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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5

小区门禁卡 5秒可复制一张
开锁协会人士：保护家庭安全不能只靠门禁卡，要提高住房门锁安全级别

2017年1月5日
星期四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经过多方
寻找，终于以网友身份电话联系上
这名直播的小伙，谈起直播“吸毒”
的事情他毫不避讳。“你真的是在吸
粉吗，会不会是用的薄荷粉哦？”听
到记者的质疑，小伙很不屑，“哪个
骗你，肯定是真的，吸的冰毒。”小伙
还向记者介绍自己“溜冰”的工具，

部分从外面买回来，部分自己做，当
时花100元买了少量冰毒来吸食。

小伙还告诉记者，他是金堂
人，今年19岁，曾经在美发店打工，
现在没有上班，暂时住在大丰。因为
闲着没事儿做，最近一段时间对直
播产生了兴趣，开始玩网络直播，在
QQ空间、陌陌、快手等直播平台上

都注册了账号，自己弄着玩，看见有
粉丝来观看和互动，就十分开心。

问及何以要直播“吸毒”，他直
言心情不好。在网上直播难道不怕
被举报？“我还在大街上吃呢！耍得
无聊，就是想进去看看。”小伙不以
为然地说，想看一下监狱里面到底
啥感觉，实在无聊得很。

民警伪装女粉丝搭线
挡获“溜冰”直播男
该男子被行政拘留14天，直播平台已封停其账号

拿出一包白色颗粒
物，打开倒进锡纸片中，
点火吸食……去年12月
29日下午，成都一网友
在某直播平台上看到了
这样骇人的一幕，怀疑
视频中的男子行为疑似
在“溜冰”。成都商报记
者通过直播回放印证了
网友的说法，随即联系
上直播中的男子，男子
自称“吸的是冰毒！”

新都警方接到举报
后，立即展开调查，并
于今年1月3日将直播中
的男子肖某及其同伴刘
某挡获。经审查，肖某、
刘某对吸食毒品并通过
网络视频直播示范吸毒
方法的行为供认不讳。
目前，二人因吸食毒品
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14
天的处罚，直播平台也
已封停其账号。

2016年12月29日下午1点，有网友
在某直播平台观看直播，无意中点进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的直播间，看见画面
中的男主播手持一根长长的吸管，嘴里
吐着白烟，看不懂在做些什么。继续看
了一会儿，发现这名男主播说话和正常
人不一样，“然后他就拿出一小包白色
颗粒物和吸食的工具，又开始吸了起
来。”网友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该男子的
行为疑似在“溜冰”（吸食冰毒），看到粉
丝给他送礼物，表情还十分开心。

12月30日，记者在该直播平台找到
了这段直播的回放。视频中，一名身着
黑绿色衣服的男子坐在床前，面对着镜
头，将一根白色的长吸管含在嘴里，右
手将锡纸片移到某个地方停住，左手掏
出打火机点燃，在下方烧，随后将锡纸
扔在一边，用力吸了一口，嘴里吐出了
许多白烟，满脸兴奋的样子。有粉丝提
问吸的是什么，男子说是“电子烟”。

聊了一会儿，男子拿出一小包白色
颗粒物对着镜头摇晃，接着打开倒进锡
纸片上，重复着上次的动作。他一边吸一
边跟旁边的室友聊天，还把镜头移到旁
边，画面中出现几个简易的冰壶，这时终
于看明白小伙子刚才的直播疑似“溜冰”。

针对此事，直播平台方作出回
应。“我们第一时间对举报的该用户
违规行为进行核查，发现该用户直
播时含有类似吸烟的违规内容。”直
播平台方面表示，该直播为好友可
见，全程共有9人观看，根据直播内
容管理规定，已经封停该账号。

在直播平台监管上，平台方表
示，针对直播功能，他们对公开直播
场景可能包含的不法信息，会进行安

全审核筛查，依靠大数据风险控制技
术和智能化识别系统，对违法行为进
行智能识别和判定，并结合24小时人
工巡查审核的方式进行打击。

平台方还称，“欢迎用户举报
违规行为，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处
理。”违法违规行为一经核实，平台
方会对相关账号进行从严处理，共
建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

警方提醒：珍爱生命，拒绝毒

品，对于违反法律规定吸食毒品的
行为，公安机关必将依法严肃处
理。同时，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公
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将严格执法，对
低俗、无底线、违法直播等互联网
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依法处置，切实
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环境。忽
视法律和道德底线，必将承担法律
后果。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实习生 廖阔

新都区公安分局接到网友举
报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禁毒、刑
侦、网安等部门展开调查，通过各
种措施进行摸排走访。“我们推测
肖某直播吸毒是想吸引粉丝的关
注，迎合这种心理，我以女粉丝的
身份跟他搭上线。”新都区公安分
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换了一张美
女头像，通过QQ加肖某为好友，跟
他聊了起来。

随着聊天的深入，民警发现肖
某十分想和“女粉丝”见面，便借机
约肖某出来在新都见面，果不其然
肖某爽快地答应了。1月3日，快到
约定的时间，肖某却提出不能够前
来见面，“肖某称身上钱不够，付不
起车费。”肖某为了证明自己不是
故意爽约，还发了打车软件车程的
截图给民警，根据其共享的位置显

示，肖某身在德阳。
由于在摸排走访中民警发现

肖某是学美发的，在QQ空间内有
许多美发的照片，于是办案民警立
即赶赴德阳，并重点针对周边的美
发店进行排查。最后在德阳一美发
店内将肖某挡获。当民警询问肖某
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儿时，肖
某很淡定地回答：“吸毒。”

当晚7点，肖某被带回新都区
公安分局城西派出所进一步调查。
通过尿检检验，肖某尿检结果显示
冰毒呈阳性，并对去年12月29日在
直播平台上示范吸毒的行为供认
不讳。民警调查还发现，在当日直
播视频中，肖某旁边还有一小伙刘
某，遂将其带回调查。

经审查，肖某、刘某对吸食毒
品并通过网络视频直播示范吸毒

方法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二人
因吸食毒品分别被处以行政拘留
14日的处罚。同时，公安机关已对
刘某、肖某引诱他人吸毒的行为立
案开展侦查。

语出惊人：“耍得无聊，就是想进入看看”

警方调查：民警伪装女粉丝搭线，小伙终被抓

小伙疑直播吸毒
表情很开心

平台回应：已封停该账号

肖某直播截屏

肖某在派出所接受询问

昨日，成都市纪委通报了7起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成都市
纪委表示，将继续坚持点名道姓通报
曝光，形成强大震慑。

高新区中和职业中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黄宗良违规发放津补贴案。2013
年、2014年高新区中和职业中学违规向
招生点招生老师发放“招生人员岗位津
贴”共计996480元，2015年、2016年上半
年又以“晚自习管理津贴”和“住校生晚
自习辅导课时津贴”名义违规发放共计
936000元。黄宗良未遵守相关规定，对
违规发放津贴负领导责任。高新区纪工
委给予黄宗良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天府新区人民医院副院长万强违
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2014年至2016
年春节期间，万强先后违规收受深圳
某公司冯××、某保洁公司朱××、某
水电维修服务部周××以拜年为由所
送的红包及礼品共计9000余元。天府
新区成都纪工委给予万强党内警告处
分，并收缴其违纪所得。

武侯区簇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张大兵违规使用公车问题。2016年7月
30日，张大兵在驾驶单位执法车执行公
务后擅自将车开回家，并驾驶该车送朋
友至双流区永安镇，当日下午在返回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武侯区簇桥街道纪工
委给予张大兵党内警告处分。

双流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原党组
书记、主任谭云天违规借用公车问题。
2011年9月至2016年3月期间，原双流
县供销社联合社先后向下属单位借用
5辆轿车，并分别由谭云天和其他班子
成员使用。双流区纪委给予谭云天党
内警告处分。

郫县安靖镇雍渡村党支部书记易
先刚违规收受礼品问题。2016年中秋
节期间，雍渡村辖区内3家单位向雍渡
村赠送了148盒月饼，易先刚安排人员
将月饼陆续发放给本村党员、村议事
会成员、村两委成员、生产队长、妇女
队长和村临聘人员共计140余人。安靖
镇纪委给予易先刚党内警告处分。

新津县金华镇岳店小区联合党委
副书记廖天福违规操办女儿婚宴问
题。2016年4月29日至30日，廖天福在
某农家乐为女儿操办婚宴，其间，违规
收取14名村（组）干部礼金共计3100
元，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调查期
间，廖天福退还了礼金。新津县纪委给
予廖天福党内警告处分。

大邑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静涛超标准配备办公用房问题。
2016年10月17日，大邑县机关事务管
理中心在对王静涛的办公用房进行现
场测量时，发现其办公用房实测面积
已超出标准，属于超标准使用办公用
房。大邑县纪委给予王静涛党内警告
处分。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如今，不少小区大门都
安装了门禁系统，门禁卡成
为进出大门的“钥匙”。然而，
有市民发现，所谓业主独有
的门禁卡在门禁卡复制器面
前形同虚设。1月4日，成都商
报记者在开锁门店找到了这
样的复制器，并发现复制一
张门禁卡5秒钟就能搞定。在
记者拿去试验的5张门禁卡
中，4张都能直接复制，只有
一张加密IC卡未能复制成
功。开锁点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能多给点时间，这张
（IC）卡 一 样 可 以 破 解 复
制。”随后，记者来到小区大
门使用复制卡，竟和原卡一
样一刷而开。

成都市开锁协会相关
人士表示，市民要保证家庭
财产安全，最终还是要提高
家里门锁的安全级别。另
外，应从源头上管理这些复
制器。

Uber打车约17公里
竟被扣1989元

1月3日下午3点左右，市民吴先生
收到一条来自银行的扣费手机短信，
让他十分震惊，“短信显示，我刚刚从
神仙树中海名城打Uber拼车到双流
中学，扣费1989.8元！”

吴先生是帮父母叫的Uber拼车，
这条线路他经常拼车往返，“平时也就
30元左右”。由于吴先生的银行卡扣费
设置了免密支付，所以每次行程结束
后都会自动扣费。面对巨额扣费，他立
即点开这单Uber的详细行程，上面显
示“里程902.4公里”！吴先生联系Uber
软件中的客服，进行了投诉。随后，对
方来电表示，将在72小时内退款。

成都商报记者使用高德地图查看，
从神仙树中海名城到双流中学约17公
里。随后，记者联系到了Uber公司的相
关负责人，对方表示“昨天我们客服已
经联系乘客并安排退款了”。昨晚8点，
截至记者发稿时，吴先生表示仍没有收
到退款。 成都商报记者 沈杏怡

开锁协会
保护家庭安全
应提高住房门锁安全级别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发现，复制
门禁卡之所以有市场，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门禁卡若丢失，在外面复制
更便宜。市民张女士称，自己所在
的小区，若门禁卡丢了去补办一
张，在小区要花20元，如果到外面
办一个，10元就搞定了。

不过，门禁卡如此容易复制，
也让不少市民担忧，“这样小区的
门禁系统形同虚设。”市民徐先生
担心，如果小区门禁卡被不法分子
复制，他们就能轻易地进入小区。
对此，成都市开锁协会副会长吴狄
表示，小区门禁系统对一些不法分
子来说没多大难度，市民要保证家
庭财产安全，最终还是要提高家里
门锁的安全级别。另外，刘至祥表
示，开锁行业要加强持证上岗，加
强对整个行业的管理，“配个钥匙
都很容易，更不用说配门禁卡了”。

民警提醒
小区应加强门禁卡升级
定期换密码提高安全性

开锁协会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面对易复制的门禁卡，一些小区也
在想办法让门禁系统难以破解，比
如在加密上花点功夫。成都商报记
者也从一些小区了解到，小区为了
提高门禁卡安全性能，每隔一个月
就会让用户再刷一次卡，否则门禁
卡都会失灵。一位小区物管表示，
只要小区舍得投入，是可以适度提
高门禁卡安全性能的，增加复制门
禁卡的难度。

针对这种情况，记者通过咨询
民警了解到，首先要对锁具行业加
强备案管理，小区在物业管理上，
要对门禁卡加强升级管理，通过定
期更换密码等方式来提高安全性
能，如果有住户通过复制门禁卡对
小区造成了损失，物管有权起诉住
户进行追责。如果有人通过复制门
禁卡进行盗窃，将坚决打击。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不少小区周
边的开锁门店都能够复制门禁卡。1
月4日下午，记者来到红牌楼附近的
一家开锁门店，拿出3张门禁卡进行
复制，门店工作人员拿出一台手持门
禁卡复制机，开始操作。“一般小区门
禁卡有ID卡和IC卡两种，放在机器
上一读就能够识别是哪种卡。”工作
人员表示，只要将卡靠近机器，机器
屏幕上就会显示卡的类别。

3张卡中，其中两张都显示为ID卡，

另一张显示为IC卡。“外观上看不出卡的
种类，但基本上都能复制，只是IC卡加密
后要复杂一些。”随后工作人员将一张ID
卡放到机器上，机器迅速语音播报出“读
卡成功”，同时屏幕上显示出卡号，随后
他拿出另一张空白卡靠近读卡器，点击
复制键，机器开始播报，“写卡成功”。不
到5秒钟，一张门禁卡就成功复制。另外
一张ID卡同样在短时间内被复制。仅有
其中一张IC卡复制比较困难，读卡成功
后，屏幕显示扇区加密，需解码请连接电

脑，工作人员随后连接到电脑上，在电脑
上安装驱动程序，电脑界面显示一个红
点在方块上不停闪动。“这就是解密过
程，大多数加密卡都能破解。”工作人员
称，“加密卡也能复制，只是程序稍微
复杂点或时间稍久点”。

记者拿着两张卡到另外的开锁门
店，同样成功复制了门禁卡。随后，记者
分别来到了李家沱、二环路附近的原卡
对应小区试验，发现拿复制卡刷小区大
门时，就和原卡一样，一刷即开。

复制门禁卡，必须要一台复制
机器，这些机器又是什么来头？据开
锁门店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用的复
制器一般就两三百，“价格越高，肯
定功能更齐全”。随后，成都商报记
者通过查询某电商网站了解到，输
入关键词后能搜到相关产品，价格
从30多元到200多元不等，这些商品

介绍里均提到，复制一张ID卡通常
只需5秒钟就能搞定，而在复制IC加
密卡时需进行一个解码过程，商家
还支持在线升级软件，以提高破解
加密IC卡功能。

这些复制器使用起来也非常简
单，机身有一个感应区，按钮也只有

“读”、“写”两个键，使用很简单。除了

设备，商家还销售IC卡、ID卡，在价
格上面，一个IC卡只需要1元不等的
价格，ID卡价格也在1.4元左右。不
过，商家提醒，IC卡使用成本更高，对
整个物业系统有更高的要求，对IC卡
要进行加密。成都开锁协会会长刘至
祥表示，要从源头上管理这些复制
器，不然谁都可以购买这些东西。

调查
复制器网上有售 应从源头管理不能谁都可买

试验
5张门禁卡4张成功复制 并能刷开小区大门

违规发放津补贴190多万元
职业中学党支部书记被处分

在开锁门店，记者
拿出的5张门禁卡，4张
被成功复制，使用复制
卡能成功刷开小区大门

开锁协会专家表
示，应从源头上加强门
禁卡复制器管理，市民
要保证家庭财产安全，
最终还是要提高家里门
锁的安全级别

成乐高速眉山段车祸2死16伤

昨日8点30分许，成乐高速公路59
公里+300米处（成乐高速眉山往彭山
方向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2人
死亡，16人受伤。事发后，交警部门、眉
山市消防支队官兵及医务人员相继赶
到现场，救出5名伤者。

事故起因初步判断为一辆从成都
往眉山方向行驶的客车，在同道与一
辆轿车发生碰撞后，飞过高速路中间
隔离带，与对向驶来的一辆挂车再次
相撞，致挂车翻入高速公路旁水沟。目
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成都商报记者抵达现场时，只见
一辆客车停放在路边，车头损坏严重。
路基下“躺”着一辆水泥罐车，消防官
兵正在营救被困人员。

记者从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了
解到，医院接收了15名伤者，其中5人
伤势较重，2人经检查无大碍，已自行
离开。截至4日18时，记者了解到，此次
事故已造成2死16伤。这些伤者大多来
自乐山，是外地打工返乡的农民工。

袁吕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蒋麟

在红牌楼一家开锁门店，店家利用复制器读取门禁卡信息进行复制 摄影记者 王红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