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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成都
收到澳大利行程账单

唐先生是成都人，2015年6月，注
册优步时他被公司派往昆明工作，唐
先生用了几次之后优步就被弃之不
用，一直也没有管它，直到两天前。

12月29日，唐先生收到一张支付
宝发来的账单，账单显示，优步账单花
费307.9元，并附有澳元与人民币的兑
换率为1澳元=5.1元人民币。

“一开始我以为是支付宝发错了，
跟支付宝客服确认后，说确实我消费
的。”唐先生说，可是那天他就在成都上
班，哪里都没有去，优步账号被弃用后
他之后回成都换了手机号码，并且他亲
自将优步注册用的手机号给注销掉了，
怎么会有来自澳大利亚的优步行程单？

因为没有手机号码，优步APP也

无从登陆，几经查找，他最终在自己的
一个邮箱中发现了端倪。12月29日17
点27分，他的优步中的确有一笔行程
单，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2138罗兹
沃克街50号前往马斯科特基斯史密斯
大街196号，总计行程约30分钟，花费
60.17澳元，折合人民币307.9元。

电子邮件信息显示，在预定此行程
之前的8点29分，分别有两次密码重置。

“我对此完全一无所知，我优步手
机号码是成都的，绑定的支付宝是中
国的，为什么会在澳大利亚被人使
用？”唐先生说，在手机号码以及没有
任何验证情况下，有人将他银行卡中
的钱转走了，这个认知让他感到非常
恐惧，他当即取消了所有支付宝的银
行卡绑定，并且向支付宝客服申诉能
否从账户险中得到理赔，但是遭到了
后者的拒绝。“沟通了很多天，支付宝

客服终于答应说跟优步核实后、三天
之后给我消息。”

支付宝回应
疑为账户被盗用 为客户退款

1月1日，成都商报记者致电优步
中国客服，该客服表示，记者提供的唐
先生优步手机号的确是中国的，但自
从2016年8月，滴滴收购优步在中国的
业务之后，以前优步的账号信息无法
查询，唯有海外优步才能查询。

“这个账户在优步中国无法使用，
要使用必须重新注册，这个账户目前
只有在海外才能使用。”该客服说，因
为两个是截然不同的公司，无法查询
到账户的行程信息。

滴滴（优步中国）平台方媒体对接
人表示，2016年10月26日，优步中国新

乘客端正式上线，原有优步海外版停
用，使用产生的问题与优步中国无关，
目前已经建议乘客和支付宝确认相关
信息，如有需求，会积极配合乘客需求。

支付宝对接媒体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支付宝已经向优步海外确认，该
行程单的确发生在澳大利亚。“我们已
经确认该订单不是顾客本人产生的，
应该是有人盗用了账户的信息。”该
工作人员表示，顾客授权的免密支付
协议，如果没有客户主动申请解绑，该
绑定将一直存在，早在滴滴收购优步
在中国业务的时候，支付宝已经发出
提醒，那些不在国外使用该业务的客
户可以将优步海外账户解除绑定支付
宝，此事发生后，顾客本人已经第一时
间解除绑定，支付宝与优步海外核实
后该账单后，支付宝已经同意退款到
优步海外，再由优步海外退款给账户。

律师：
向账户所在方要求退款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
认为，因为支付宝与顾客签订了免密
支付授权协议，因此支付宝在此事不
存在过错，支付宝应该是从服务消费
者的角度，为其做出了退款行为。

“消费者应该向账户所在方主张
自己的权利，要求退款。”邢连超说，目
前顾客所在的账户到底是属于优步中
国还是优步海外，需要顾客进行查证
主张。

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刚则认为，顾客可以向优步海外和
滴滴同时主张自己的权利，鉴于优步
海外维权成本过高，可以直接向滴滴
主张退款。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顾客在两家店扫码付款
收款的竟是同一人

因地处金荷花市场附近，北站
东二路的一条餐饮小巷，在凌晨5点
就迎来了顾客就餐的高峰。1月1日
凌晨的这个时候，天还没亮，包子、
面、肥肠粉等摊位的老板们，已经忙
活了起来。

和别的实体零售买卖一样，小
巷内的商贩们，也在餐车或店门口
的墙壁上，贴出了收款的二维码，顾
客扫码付款，速战速决。

早上8点左右，小巷内的秩序
突然间乱了方寸。一位卖炸酱面的
商贩胡强（化名）回忆，有位顾客在
吃面扫码付款之后，又去了对门的
一家店买包子，“他发现不同的店，
微信二维码收款显示是同一名字，
然后走回来问我。”经过查看，胡强

发现自己的微信二维码上，被盖了
一层。他立马询问旁边的同行，居
然发现对方也遭遇同样的状况，

“看看你们的二维码，有人把码换
了。”胡强挨家挨户把情况传递了
出去。

一家卖包子的摊位老板回忆，
一位顾客在扫码之后发现，二维码
收款人的名字和手机上显示的不一
样，于是告知了他，“仔细一看，原本
的二维码被盖住了。

沿街10家商铺二维码被换
有商家称3小时损失200元

当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挨个
询问了小巷内的摊位和店铺，18位
经营者，有10位称自己的二维码被
动了手脚，并提供出了各自的“歪
二维码”。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商贩

都同时贴出了支付宝和微信两个
收款的二维码，被更换的均为微信
二维码，10位商贩平时都习惯把二
维码贴在餐车上，“平时收摊，餐车
由于是固定的，无法带走，贴在上
面的二维码也就晾在了外面。”一
位经营者说。

更换二维码的人，先是将一张
相同大小的二维码中间的头像用刀
掏空，盖上去之后，商贩们的头像露
了出来，但二维码已经悄然发生变
化，由于每个摊位的二维码大小不
一，因此需要事先了解每个摊位的
二维码规格，量身定做。

庆幸的是，在顾客的帮助下，
二维码被更换一事暴露得还算及
时，有3位商贩告诉记者，在获知真
相之前，已经有顾客通过微信二维
码付了款，最多的一家称大约有
200元左右。

警方回应：
属盗窃行为
商铺二维码应妥善保管

金牛区公安分局荷花池派出所
教导员卢宏说，尽管所里此前还未
曾接到过类似的报警，但更换二维
码非法获利的行为，已经不是新兴
的作案方式了，“网上曾经出现过类
似的信息，这种行为属于盗窃。”

卢宏告诉记者，由于荷花池市
场情况特殊，此前所里也组织相关
人员，对商贩们在堆放货物、经营店
面过程中的财产安全问题，做过提
醒。对于通过张贴二维码收款的商
家来说，务必在关门、收摊的时候，
将二维码妥善保管，每天在使用之
前检查一下。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一类车基价0.60元/车·公里

根据公告，成安渝高速四川段车辆
通行费标准按照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省
发展改革委《关于成安渝高速公路四川
段试行收取车辆通行费的批复》执行。
根据批复，成安渝高速公路四川段于
2018年1月2日16时起试行收取车辆通
行费，收费标准为：

一类车（七座及以下轿车、小客车）
基价标准按0.60元/车·公里执行；

通过特大桥梁、隧道的车辆按一类
车基价适当加收车辆通行费，具体为：
沱江特大桥（1065米）3元/车·次、龙泉
山1#隧道（1089米）3元/车·次、龙泉山
4#隧道（1691米）3元/车·次。

成安渝高速公路四川段全长174.539
公里，照此计算，从成都站到省界站，收
费约为114元；记者了解到，重庆段全线
收费为50元，那么从成都走成安渝到重
庆（成都收费站-重庆沙坪坝收费站）共
需通行费约164元。成安渝高速沿途还
经过乐至、安岳两个县，估算到乐至站
的通行费为62元，到安岳站为86元。

需要注意的是，2018年1月2日16时
前下成安渝高速可以不收费；16时以后
下，通行费按正常标准计算并收取。货
车实施计重收费。

开通10个收费站4个服务区

记者从中电建四川渝蓉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了解到，截至目前，成安渝高速四
川段全线共开通收费站10个、服务区4个。

收费站从成都至川渝省界方向依
次为：成都收费站、龙泉驿收费站、洛带
收费站、乐至高寺收费站、乐至收费站、

乐至石湍收费站、安岳收费站、安岳兴
隆收费站、安岳李家收费站、四川安岳
站。简阳养马收费站、简阳收费站及简
阳禾丰收费站因地方连接道路未修通，
暂不开通。

服务区从成都至川渝省界方向依
次为：龙泉驿服务区、简阳服务区、乐至
服务区、安岳服务区。简阳平窝停车区
成都往川渝省界方向也已开通。

特别提醒各位车主，因全线加油站
仍在升级改造中，暂时无法提供加油服
务，加油车辆可从乐至、安岳县辖区各
收费站下道进入地方道路加油。

成都-重庆 三条高速直达

成安渝高速公路开通前，重庆与成
都间只有成渝高速和成遂渝高速（成南
高速）。

成渝高速全长337公里，1995年建
成通车，公路技术标准较低，部分路段
已超负荷运行。在正常通行的情况下，
全程约需4.5小时。记者从高速公司了解
到，成渝高速四川段收费为84元，重庆
段65元，全程149元。

成遂渝高速公路全长290公里，于
2007年底开通，对缓解成渝高速公路的
交通压力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交通流
量已趋饱和。在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全
程约需3.5小时。成遂渝重庆段收费55
元，四川段66元，全程121元。

成 安 渝 高 速 公 路 四 川 段 全 长
174.539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
公路标准，是连接重庆和四川成都的第
三条高速公路，也是两地距离最短、车
速最快、路况最好的高速公路。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成安渝高速四川段今天16时起试收费
收费标准看这里

■一类车（七座及以下轿车、小客车）基价标准按0.60元/车·公里执行；通过特大桥梁、隧道
的车辆按一类车基价适当加收车辆通行费，具体为：沱江特大桥（1065米）3元/车·次、龙泉山1#
隧道（1089米）3元/车·次、龙泉山4#隧道（1691米）3元/车·次。

■从成都站到省界站，收费约为114元；从成都走成安渝到重庆共需过路费164元。

■今天16时前下成安渝高速可以不收费；16时以后下，通行费按正常标准计算并收取。

一夜之间 小巷内10家商铺二维码被调包
警方提醒：商家务必在收摊时将二维码妥善保管

一夜之间，位于北站东二路旁的一条小巷内，十余家餐饮摊位用于收款的微
信二维码，被悄悄更换了。从1月1日凌晨5点开始，小巷内吃早餐的顾客开始频繁往
来，扫码付账。大约三个小时后，“换码”一事终于暴露，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所有
被更换的二维码收款人相同，因发现较早，所有商家损失在1000元以内，警方回应，
该行为已涉嫌盗窃，是否属于刑事案件要根据商家的损失来判定。

人在成都 却收到澳大利亚优步行程单？
支付宝回应称疑为账户被盗用，已同意为客户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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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安渝高速（即“渝蓉高速”）四川段于2017年9月30日14时全线建成通车；其中成都二绕
至省界段早已于2016年12月30日零时通车，一直暂免通行费。2018年1月1日，中电建四川渝蓉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对外发布公告，称成安渝高速四川段将于2日16时起试行收取车辆通行费。

2017年12月29日，在成都的
唐先生收到一张支付宝账单，优步
账单307.9元，并附有澳元与人民
币兑换率。由于工作变动手机号码
几次更改，当时优步账号已经无法
登陆，唐先生几经查询终于从优步
关联的电子邮箱确认，这是一笔在
澳大利亚的行程单，这让唐先生感
到不解。“手机号我已经注销，行程
我在优步没有预定，但是人家却可
以扣掉我银行的钱。”

昨日大量汽车从成安渝高速出口驶出，与旁边空旷的入口形成鲜明对比 王勤 摄

受害的老板娘将伪造的二维码撕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