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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非法运营

各大车站成“热点”

7月1日上午11时许，市交通运

输执法大队二大队人员在成渝立

交高速收费站附近发现一可疑车

辆，经核查，该车司机无任何营运

手续，同时，荷载7人的车实际乘客

达15人，随后执法人员依法暂扣了

该车。

据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介

绍，从7月1日至9月30日，该队出动6

个大队对非法营运行为进行专项整

治。同时，执法大队还开通汽车非法

营运市民举报电话028—96515或

12328。

行动首日， 共出动执法人员83

人，执法车辆24台，涉及火车南站、

火车东站、五桂桥客运站、城东客运

中心、 石羊场客运站、 茶店子客运

站、五块石汽车站、凤凰立交以及双

流机场T1、T2航站楼等区域。 据统

计，截至昨天16时，共查处非法营运

车辆5台。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樊骥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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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户存储于网上的个人信息被不法

分子获取。不法分子根据该信息，利用软

件破解储户银行密码， 继而通过银行“e

支付”业务从储户账户中转走存款。在这

一情况下，储户是否可以找银行索赔？银

行和储户之间又如何划分责任？

近日， 锦江区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

起案件。法院一审认为，银行网银安全交

易技术不完善和储户本人未妥善保管个

人信息两大原因造成存款被盗， 双方均

有一定责任。最终法院酌定判决银行、储

户林某分别担责70%和30%。

个人信息放网上

被人破解网银密码

2013年10月14日， 原告林某在被告

银行某支行开户办理银行卡一张， 并预

留尾号为11的手机号， 同时注册了网上

银行、手机银行和电话银行功能。次日，

林某便将其注销， 另开户办理一张银行

卡，并预留尾号为63的手机号，也注册开

通了相同功能。 当时其转款并扣除按揭

房贷后，账户余额为32019元。次年3月，

林某发现账户余额仅为9元，遂向公安机

关报案。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林某此前已将个

人信息存储于网络空间。2014年2月中旬，

王某从网上获取了林某的身份证号码、银

行卡号、手机号等个人信息资料后，通过

使用特别定制的软件对大量数据进行对

比碰撞，非法获取了林某账户的网上银行

密码等信息。之后王某冒用林某的名义开

通银行“e支付”业务，短信提示是新开户

账户， 但绑定了林某尾号为11的手机号。

其后，王某通过网上操作，将该账户绑定

的手机号进行了三次更改，并通过更改后

的手机号以接收动态密码的形式共转账

11笔，金额共计32010元。

2014年4月，王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同

年10月，锦江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罪及信用卡诈骗罪判决其有期

徒刑三年零二个月，并处罚金3.1万元。

安全保障不到位

银行担责70%

� � 林某随后以银行未尽到储蓄资金安

全保障义务为由， 向法院提起民事赔偿

诉讼。

锦江区法院一审认为， 依照我国相

关法律规定， 商业银行应对储户的存款

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具体包括为储户银

行卡内的信息保密、 提供安全的交易技

术、设备和环境等具体内容。同时，林某

作为存款人， 亦负有妥善地保管好个人

信息、银行卡及密码信息，防止泄露或者

被他人盗取的合同义务。

这起案件中， 林某被盗账户的预留

手机号尾号为63， 但王某却利用其另一

已注销账户中预留尾号为11的手机号，

开通了其银行卡的“e支付”业务。可以认

定，银行作为金融机构，在开通其“e支

付” 业务的安全交易技术上存在不完善

之处，且未能告知林某，以使林某能够针

对该情况采取一定的防范手段， 故被告

银行并未尽到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而

林某将其个人信息存储于网络， 致使王

某从网络获取了包括其姓名、 身份证号

码、银行卡号、手机号等信息在内的个人

资料。林某在履行储蓄存款合同中，也未

尽到妥善保管好个人信息的一般义务。

最终法院酌定判决银行、 储户林某分别

担责70%和30%。

法官表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习惯

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存放于邮箱、 网盘等

网络空间，“该起案件实际上给大家敲响

了警钟。 存储在网络空间内的个人信息

不一定安全。”

刘俊佚 王鑫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奎恩摄影、柠果摄影、镜缘影坊、

Play时尚摄影、古摄影、Camelvision、拉

屋影像、施华洛摄影、纽尚视觉、未几

相馆、菲心视觉、目兮映画、赤目视觉、

罗曼司摄影、沐光映画、燕西摄影、106

婚纱摄影机构、金夫人婚纱摄影、古韵

天下摄影、卡萌视觉、罗马视觉、德翼

堂摄影、 大光摄纪、 群丽婚纱、V2视

觉、鲸鱼摄影、明星婚纱摄影、成都维

纳斯婚纱、阳光映画、风尚国际婚纱、

原视觉摄影、大咖视觉、桔子视觉、弗

朗映画、囍哈摄影、韩国纳达摄影、蓝

朵摄影、清扬摄影、千岛视觉、85视觉、

目一堂摄影、 巴黎婚纱、 美十婚纱摄

影、 拉斐婚纱摄影、 放眼爱摄影工作

室、韦奇摄影……

（不断更新中）

成都商报记者刘海韵

个人信息放网上 存款被盗谁担责？

法院认定银行与储户分别担责70%和30%

“作为本案证人，我保证向法庭如

实提供证言。如有违反，愿承担法律责

任。”昨日下午1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

院公开审理一起贩卖、 制造毒品案件，

证人李小明（化名）出庭作证。与其他

案件不同的是，该案审理中，李小明并

没有直接出现在庭审现场，而是在隔壁

法庭，通过视频屏蔽面部特征和改变声

音等隐蔽作证的方式，对被告人进行当

庭指证。据了解，这是四川法院系统首

次启用隐蔽作证技术进行庭审。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胡某、

吴某等4人因涉嫌贩卖、 制造毒品罪被

警方当场抓获。为确保对案件的公正审

判，法庭决定传唤关键证人李小明到庭

作证，并运用现代化屏蔽技术手段对其

采取保护措施。让证人在法院的其它场

所，对着镜头进行作证，视频中证人面

部用马赛克遮住，声音也同时进行变声

处理。

“传证人出庭作证。”昨日下午2点

左右，经公诉人申请，审判长宣布法警

传证人李小明出庭作证。审判长话音刚

落，法庭的多媒体屏幕上立即显示出面

部和声音经过技术处理的李小明。“作

为本案证人，我保证向法庭如实提供证

言。如有违反，愿承担法律责任。”李小

明在作证前向法庭承诺，并证明自己多

次看到4名被告人制毒、 贩毒的相关情

况，并通过技术设备，在作证室内对被

告人进行了当庭指证。

户口在外地的准妈妈

可在网上办生育服务证

户口在外地的准妈妈， 要想在

成都生产， 再也不用奔波回户口所

在地去领证了！昨天上午，成都商报

从四川省卫计委获悉， 为了方便群

众办理计划生育证件， 四川省计划

生育网上便民服务平台已于昨天正

式上线运行，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

生育服务证（一孩）、生育证（再生

育，含单独两孩）都可以在网上异

地办理了。

据省卫生计生委工作人员介

绍， 新的便民服务平台将去年使

用的单独两孩网上预约系统并

入， 包含了办理三种证件所需的

网上预约、网上审批、网上咨询、

办理情况短信告知、 办理进度网

上查询等功能。 同时正在实施与

微信平台的对接， 未来公众可通

过省卫生计生政务微信进入便民

服务平台。

■

异地打证

为了方便群众， 系统提供了省

内异地打证功能， 通过了审批的生

育服务证、生育证，可在四川省内任

一县、乡计划生育部门打印证件，申

请对象在证件办理完成后， 不必再

回申办地领取证件。

■

领证现场确认材料

新的便民服务系统实现了所

有证件全程网上审批，其中对于条

件具备的再生育申请对象，可以在

网上预约时通过选取“领证确认”

办理方式，直接上传符合要求的证

明材料（电子版）。办理机关根据

上传材料完成审批后，再通知申请

对象携带已上传证明材料的原件，

到证件办理受理地经乡镇计生部

门审核后即可领取证件。 但需注

意，领证确认办证方式不能适用异

地打证。

■

异地信息协查

系统开通后， 省内乡镇间可以

实现点对点的生育信息异地协查功

能。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地铁18号线一期

拟明年1月开工

成都商报讯 （记者 张舒 ）

昨

日，成都地铁官网公布了《成都轨

道交通18号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

评价第一次公示》《成都轨道交通

18号线一期工程社会稳定风险分

析公示》， 标志着地铁新机场线

（即18号线）项目距离实质性建设

越来越近。

根据公示显示，18号线一期工

程为火车南站至天府新站（含龙泉

山隧道），线路长约41.4公里，其中

地下线41.0公里，地面线0.4公里，设

7座车站，均为地下站，计划工期为

明年1月至2020年1月。

据公示显示， 成都地铁18号线

起于火车南站， 沿天府大道向南敷

设，经环球中心、世纪城、麓山大道

至天府新区博览城片区， 之后沿三

岔湖旅游快速路向东，经合江镇、三

岔湖至新机场。

根据此前国家发改委的批复，

地铁18号线的9个站点分别是火

车南站、环球中心站、世纪城站、

麓山站、博览城北站、兴隆站、合

江站、 三岔湖站和新机场站。其

中，在火车南站、环球中心站、世

纪城站、麓山站、博览城北站，均

可与1号线换乘。

投票评选“2015成都最赞婚纱”

有机会免费拍婚纱照

或许，你早已拥有美满的婚姻，却

对当年满是瑕疵、 留下遗憾的婚纱照

耿耿于怀。

或许， 你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

而你和你心爱的人却仍在费尽心思

寻找一家能完美定格幸福瞬间的影

楼……

现在，不需要再遗憾和犹豫。这个

夏天， 成都商报联合成都50家知名婚

纱影楼（工作室），推出“2015成都最

赞婚纱”评选活动，从今天开始，至20

天后投票结束， 将投出成都最有实力

的婚纱影楼10强。这10强花落谁家，决

定权在你的手中！ 你只需下载成都商

报客户端，进入“活动”或“快拍”页

面，点击“2015成都最赞婚纱”评选页

面，动动你的手指开始点赞投票，选出

你心中的最好影楼。每天有5次投票机

会， 为你心仪的婚纱照投上宝贵的一

票。每天，我们将从点赞的用户中抽取

2名幸运用户获得影楼提供的免费拍

摄机会。

这将是成都首个婚纱影楼排行

榜， 那些还没拍过婚纱照的恋人们

将不用纠结， 一份相当靠谱的榜单

等着您。

1. 下载并注册成都商报客户端，

扫描二维码或者在各大安卓应用商店

以及苹果“APP� Store”中搜索“成都

商报”进行下载。

2.点击进入“活动”或“快拍”频

道。

3.选择“2015成都最赞婚纱”活

动页面。

4.进入投票活动“点赞区”。你

可以选择“最新”“最赞”或者“随

机”页面浏览各大影楼（工作室）

的婚纱大片，也可以搜索影楼（工

作室） 名字或者照片编号进行投

票。每天，你将有5个投票名额，不

管是只投一张还是分别投给五张照

片， 看中哪张照片就为它投票。每

天， 我们还将从参与的用户里面抽

取2名幸运用户获得影楼提供的免

费拍摄机会。

5. 此次活动投票从7月2日起，

将持续 20天，在活动进行中，我们

将在成都商报以及成都商报客户

端上展示当前投票数排名前列的

婚纱照。

现在， 已有近50家影楼参与此次

评选活动， 他们都将自己最精彩的照

片呈现在了投票页面， 就等着你让他

们获得实至名归的荣誉。

参与方式

证人身份如何确定？

为了确定此证人就是本案申请的

真正的证人，合议庭在开庭前专门主持

庭前会议对证人身份进行核实，同时为

了对证人的身份保密，庭前会议仅由合

议庭成员、公诉机关、被告人的辩护人

组成，不包括被告人。

证人出庭作证有何意义？

成都中院法官表示，证人出庭是检

验审判公正的“试金石”。长期以来，我

国的证人出庭率普遍较低，多数证人作

证以公诉人念公诉书的形式进行，很难

达到出庭作证的效果。 成都中院表示，

启用证人隐蔽作证技术，希望通过对关

键证人进行保护，打消证人出庭作证的

顾虑，以此更好地追求审判公正。

刘方祺、夏旭东、徐贵勇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法官说法

证人通过视频屏蔽面部特征、改变声音等方式作证 图片由成都中院提供

扫描这个二维码，

下载成都商报客户

端，就可参与投票

遮脸变声后 证人视频指证嫌疑人

成都中院首次启用证人隐蔽作证技术，开庭审理一起贩卖、制造毒品案

参与机构

图片由施华洛摄影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