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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为加强开锁行业
的管理及规范，2007年，公安
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
合下发《关于规范开锁经营单
位经营行为加强开锁业管理
的 通 知》（公 通 字［2007］17
号）。2010年，公安部、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工商行
政管理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加
强开锁行业管理严厉打击利

用开锁技术违法犯罪的通知》
（公通字［2010］44号），要求各
级相关部门加强开锁行业管
理，规范开锁服务经营行为，
严厉打击利用开锁技术的违
法犯罪活动，建立开锁行业管
理长效机制。

其中，44号文件中特别提
出规范开修锁行业的管理。制
定一系列的地方性及国家性

的审批核发特种行业许可证
制度和备案管理制度，并制定
管理规定，规范管理工作。

针对目前开锁行业现状，
文件特指出，要规范开锁培训
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管理。采取
登记备案、建档立簿等制度，
实行信息化管理。并严格取缔
非法机构及无证从业人员和
机构。公安机关要督促从业人

员严格执行工作流程，提供开
锁服务是必须查验服务对象
身份证件、填写开锁服务记录
单，如实登记开锁服务时间、
地点、当事人身份信息、开锁
物品牌证号和特征等情况。公
安机关要及时向社会公布已
备案的经营单位名录。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拍张照片能配钥匙？
记者实验：家门车门全打开
专家呼吁：锁具行业待规范

近日，网上流传“拍张照片就能上网配钥
匙”的消息，无论是汽车钥匙，还是家门钥匙都
可以轻易配得。据媒体报道，2016年12月的一
天，被害人宋某将包括家门钥匙在内的一串钥
匙丢在公司车间的卫生间，当时他以为掉进了
马桶，便用妻子的钥匙重新配制了新钥匙。谁
知，丢失的钥匙被同事王某捡走。王某用手机对
被害人的房门钥匙进行了拍照，后将钥匙照片
发送给网络商铺。之后，他利用配制的钥匙进入
宋某家中实施盗窃，被摄像头拍下，宋某报警。
2017年8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以涉嫌盗
窃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一张照片真的可以配钥匙？成都商报记者进
行了调查，发现网上确实有“看照片配钥匙”的店
铺。记者通过实验，仅拍摄钥匙照片，在不同的卖
家处分别配得信箱、家门钥匙和汽车钥匙，最终
成功全部打开对应门锁。成都市锁具行业协会会
长刘至祥表示，看照片配钥匙，在行业内是可以
做到的技术。由于目前锁具行业存在一些乱象，
远程配锁在方便之余，也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渠
道，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他呼吁相关部门
应当加强监管力度，规范行业。

3月中旬，记者在网络上进行搜索，发现确实有“看照
片配钥匙”的商家，家门钥匙、汽车钥匙均可以远程配制。
记者在众多商家中，选择了其中一家销量靠前的卖家。该
店在商品宣传广告中，明确标注“看照片配钥匙”几个红色
醒目的字迹，同时强调“不用到处跑，拍几张照片给我，你
在家等着配钥匙就行了”等宣传语。商家还提供防盗门、抽
屉等各种钥匙，价格从10元至60元不等，记者注意到，其最
高的一款商品月销量达到486笔，其余商品销售量也从40
至200笔不等，整体销售十分火爆。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以买家的身份联系了商家，表示
需要配制钥匙。“随便拍一张照片就可以配钥匙了吗？”记
者向客服咨询，客服人员发来一张样片，表示需要将钥匙
放在一张和银行卡一样大小的卡片上，卡片四边拍出来即
可。根据要求记者将拍好的照片发送给客服，客服人员确
认后表示已经可以了，第二天就能发货。结果，实际发货速
度更快，记者上午11点确认的订单，下午3点店家已经发
货。“包开，开不了退款或免费重做！”

记者提出了配制3把钥匙的要求，这3把钥匙分别对应
市面上常用的，根据安全级别划分的A级锁、B级锁和C级
锁。在拍摄照片的过程中，除了A级锁的钥匙，卖家要求拍
摄正反两面照片，其余2把钥匙均只拍摄了一面一张照片。
整个网上配钥匙过程，卖家并没有询问记者配钥匙的目
的、用途，也没有提出出示证件进行备注等要求，仅根据要
求拍摄一张照片即可。“照片可以了，付款就行了！”最终，
记者分别花费了30元、60元、60元，配制了用于实验的钥
匙，卖家同时也表示，除了远程配制，也可将钥匙邮寄过去
配制，价格会相应便宜很多。

除了日常使用的家门钥匙，记者发现，汽车钥匙也可
以拍照配制。在一家可以提供专业远程开齿商品的店铺，
卖家宣称“一张图片就能开好齿，不需邮寄”。雪佛兰、大
众、本田、奥迪、宝马等品牌汽车钥匙均可配制，支持市面
上98%的车型。记者联系上卖家，表示需要配一把雪佛兰科
鲁兹的汽车钥匙，是否提供照片就能搞定？卖家看了看记
者的车钥匙图片，回答称：“配了芯片才能发动车，配好160
元。”卖家告诉记者，远程配置车钥匙，需要提供钥匙图片，
可以制作新钥匙，但是需要配备一个解码器才能匹配遥控
汽车。记者将汽车钥匙拍好发送给卖家，坐等收货。

开A级锁

这是一把信箱钥匙，在配
制时，因齿槽两面不同，需提
供正反两面照片。对于A级
锁，卖家一共配制了3把，在实
验过程中，其中两把并未打
开，一把成功开锁。

开B级锁

这是一把市民家中的卧

室钥匙，市民使用原配钥匙将
房门打开，然后锁上，紧接着
将网上配制的钥匙顺利插进
钥匙槽中，能够转动钥匙，门
打开了。接着，用钥匙反锁，房
门被成功锁上。把钥匙拔出
后，记者将两把钥匙进行了对
比，通过观察，钥匙的整体外
观相似，但齿槽和原配有些差
别，开齿排序一致的情况下，
齿槽要大很多。尽管如此，门
锁依然成功打开。

开C级锁（超B级锁）

这是目前市场上防盗系
数最高的锁，锁芯类型为边柱
锁芯，互开率极低。如果用工
具开启，锁芯会被破坏，导致
无法开启，从技术上讲开锁难

度最大，那么照片配锁的难度
如何呢？随后，记者来到市民
家测试，这是一把防盗门的家
门钥匙，从外观上看，与原配
钥匙一模一样，没有出现A、B
锁有区别的情况。接着，钥匙
顺利插入锁槽中，开锁时钥匙
却无法扭动，又试着抽出一点
点，对位置细节调整，仍然不
能成功开锁。

记者将此情况反映给卖
家，卖家果断表示，可以重新
制作一把钥匙，随后让记者再
次拍摄一张更为清楚的照片。
很快，重新制作的C级锁钥匙
到货，记者进行了第二次试
验。结果，防盗门成功打开了。

实验至此，记者在网上配
制的A、B、C三级钥匙均已打开
对应门锁。

开汽车门

记者拿到了卖家发来的
钥匙和解码器，新配制的钥
匙外观和齿槽都与原配一模
一样，同样有遥控操作按钮。
随后，记者将新钥匙插入驾
驶室车门，插进去，转一转，
车门开了。

打开车门后，记者进入
驾驶室，将钥匙插入发动机
插槽，扭一下，仪表盘灯亮
了，说明已经通电。接着按
照卖家提示进行处理，记者
与卖家进行沟通，卖家通过
电话远程教学。通过系列操
作，新钥匙配对成功，车辆
发 动 了 ，还 能 够 遥 控 开 关
锁，与原配钥匙使用起来一
模一样。

配家门钥匙：
不问目的不看身份证
配汽车钥匙：
支持市面98%的车型

卖家

数日后，这些钥
匙及解码器到货了，
到底能不能够成功打
开，记者进行了测试。

实验
工具：用照片配的钥匙
对象：信箱门、卧室门、防盗门、车门
结果：都能打开

尽管第二天就是自己57岁
的生日，已经和家人约好趁着周
末去青城山游玩，3月30日上午，
接到医院紧急赴金阳支援的电
话后，刘震跟家人打了个招呼，
还是和同事李华林携带着准备
好的手术器械，赶赴金阳。

因为堵车赶掉飞机，又改
为乘车。3月31日中午12点半
左右，经过一天多的辗转颠
簸，刘震和李华林到达金阳。
顾不上吃饭休息，他们立即来
到病房了解患者情况，与当地
医生讨论手术方案。虽然已从
医30多年，这类手术在德阳人

民医院每年也都会有上千例，
但考虑到患者的特殊情况以
及当地医院的具体情况，刘震
还是跟李毅、李华林一起，对
手术方案进行了反复推敲，做
好了各种应急准备。

“这种手术是四类手术，
在当地的医疗设备和医疗技
术有限的情况下，完成这样的
手术是非常困难的。”刘震介
绍。在对患者实施麻醉、进行
颈内静脉穿刺置管后，当天中
午13时30分手术开始。

刘震和李华林一面小心
翼翼地进行着手术操作，一面

为观摩手术的当地医生仔细
讲解技术要领。经过70分钟的
紧张操作，手术顺利完成，患
者体内癌变组织被彻底切除，
出血量也仅仅只有不到100毫
升，甚至比在德阳进行这类手
术的出血量还低不少。“一般
手术出血量在300~500毫升，
不到100毫升的出血量，确实
很低。”刘震介绍说。

手术后，刘震看望了“援
彝”医疗队的其他队员，繁忙
的一天随着夜幕的来临而悄
悄结束。

只有同行的李华林知道，

这一天，是刘震的生日。4月3
日上午，经过几天的恢复，患
者贺先生已经能自行下床行
走，各项指标都十分正常、平
稳。看到自己父亲情况良好，
患者女儿不断感谢。

“这是我们医院建院60多
年来的第一例直肠癌根治手
术，感谢对我们彝族地区的无
私帮助！”手术创造了医院历
史，金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马
庆明也难抑兴奋之情。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图据受访者

咋办？
针对这一问题，成都商报

记者向成都市锁具行业协会
会长刘至祥进行了求证，这位
有着丰富开锁经验的老师傅
回答：“看照片配钥匙在行业
内是可以做到的技术，成功率
可达99%。”

那无论A、B、C级，任何
难易程度的锁都可以配制
吗？“A、B、C级锁的难易只针
对技术开锁（现场开锁），而
配制钥匙并无区别，只要照

片清晰度足够，均可通过数
控钥匙机复制成功。”刘至祥
说，拍摄照片的角度、光线等
会影响最终配制的成果，只
要照片符合制作标准就能够
配制出与原配一样的钥匙，
可以成功开锁。卖家要求以
银行卡片为背景拍照，是用
做尺寸参考，方便选取适合
的钥匙胚，再将照片传入数
控钥匙机中，能够识别出相
应的纹理和尺寸，最终将钥

匙制作出来。对于记者提到
配制好的钥匙外观有些不一
样也能打开锁的疑问，刘至
祥解释，行业内有一个误差
标准，误差在0.5毫米以内是
不影响开锁效果的。

“照片配制汽车钥匙比
配家门钥匙还容易，因为车
型固定，配制成功率更高。”
刘至祥向记者分析，目前市
面上的汽车钥匙大概分为没
有芯片、有芯片和智能科技

型这三种锁，对于没有芯片
的钥匙，凭借照片配制的钥
匙，不仅能够打开车门，还可
以发动汽车将车开走。提到
如今众多的“看照片”配锁服
务，刘至祥认为，这是目前锁
具行业存在的一些乱象之
一，远程配锁在方便之余，也
给犯罪分子提供了渠道，存
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他
呼吁相关部门应当加强监管
力度，规范行业行风。

专家：确能做到 有很大安全隐患

监管：采取登记备案等制度

这位德阳医生
驰援凉山救病人
手术台上过生日

“爸爸是一个医生，经常一个电话，人就没有了踪影……”这是德阳外国语学校小学四年级学生
刘念森，曾经在一篇作文中写下的句子。刘念森的爸爸叫刘震，是德阳市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就
像刘念森作文里描述的那样，3月30日上午，原本已经和自己、妈妈，还有姑妈一家约好，趁周末去
青城山游玩，同时庆祝爸爸和姑妈的生日。但是，刘震又被医院一个紧急电话叫走，马不停蹄地赶往
了数百公里之外的凉山州金阳县为一名患者进行手术。

3月26日，德阳市人民医院
扶贫协作凉山州金阳县医疗
队队长李毅，突然接到一位患
者家属的求助。

贺女士称，自己父亲在西
昌市一家医院被确诊为直肠
癌，急需手术，但西昌距离金

阳山高路险，极为不便，家人
很希望能在金阳当地手术。这
位患者家属对李毅说，她也知
道，金阳县医院还从来没有进
行过这样的手术，但抱着试试
的心情找来了。

贺女士介绍，当地的医

疗设备和医疗技术有限，以
往这些手术，病人和家属一
般都会选择在西昌或者成都
做。“这个手术的难度极高，
专业性很强，而我们医疗队
里又没有胃肠专业的医生。
同时，金阳县医院也缺少这

类手术必需的相应器械。”得
知这一情况，李毅一时感到
有些为难。

面对患者家属殷切的求
助，李毅想到了医院本部。随
后，医院决定派出另外一位
医生。

患者求助 希望在当地进行手术

生日当天 赶到凉山救治病人

刘震（右二）在做手术

A级锁钥匙（左为原件，右为新配）

B级锁钥匙（左为原件，右为新配）

C级锁钥匙（左为原件，右为新配）

车钥匙（左为原件，右为新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