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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信技术、黑客技术盗取银行卡内资金的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猖獗，你可要当心

只是因为在手机上多点了一下链接⋯⋯
近日，中国人民银

行等六部门发布通知，
于今年9月至2017年4
月在全国开展联合整治
非法买卖银行卡信息专
项行动，其中一项重要
内容是打击网络盗刷银
行卡。央行相关负责人
表示，当前，不法分子通
过电信技术、黑客技术
等手段，窃取银行卡信
息进而盗取卡内资金的
违法犯罪活动日益猖
獗。

“新华视点”记者多
地采访了解到，和以往
窃取储户磁条卡信息后

“克隆”卡盗取账户资金
不同，随着互联网金融
快速发展，银行卡盗刷
出现新特点，用户可能
点个链接卡里的钱就没
了。

据公安部经侦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前 5 个月，全
国立案查处窃取、收买、非法
提供银行卡信息犯罪案件
177 起，同比上升 4.5 倍。银
行卡信息泄露方式从以往的
改装 POS 机、ATM 机窃取
数据和密码等，发展为利用
黑客技术或伪基站、钓鱼网
站等批量盗取方式。

广东银行卡发卡量全国
第一，银行卡犯罪占到全省
经济犯罪的 40％。福建省
公安厅经侦局政委黄培富
说，当前打击银行卡盗刷犯
罪的战场正逐渐转向互联
网，网上盗刷等犯罪发案数
多，涉及金额大。

记者在福建、湖南、广东
等地采访了解到，在网上盗
刷案件中，诈骗分子冒充电
商平台客服人员，以“订单出
现异常需退款”发短信，或是
虚拟银行客服号码发送“积
分兑换”“网上银行升级”等
短信，诱骗受害者点击木马
链接或登录钓鱼网站，获取
受害者身份证号、银行账号、
密码、验证码等信息，窃取其
账户存款。

长沙警方破获的一起电
信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安排
专人冒充银行工作人员给持
卡人群发短信，谎称信用卡
可以升级或提高信用额度，
引诱受害人登录其提供的钓
鱼网站填写银行卡号、密码
以及相关身份信息；再以银
行客服人员身份给受害人打
电话，称提高信用额度需要
验证码，骗取受害人验证码
后在一些赌博网站或者以其
他快捷支付的方式盗刷受害
人信用卡。

银行业内人士介绍，各银
行基本都是通过动态验证码来
保障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的安
全。但从发案情况看，看似安
全的动态验证码也容易被诈骗
分子盗取，造成盗刷高发。

厦门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
警陈鸿说：“储户点击手机短信
中的木马链接后，手机上的通
讯录、短信等个人信息全部被
诈骗分子窃取。该手机其后接
收的新短信也会自动转入诈骗
分子的邮箱，银行发送的动态
验证码很容易被诈骗分子掌
握。”

公安部经侦局向记者披露
了一起典型案例，2015年7月，
犯罪分子利用重庆三峡银行研
发的在线支付平台“三峡付”，3
天之内窃取 43 名客户逾百万
元银行卡资金。

据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分
子先向受害者手机发送含有木
马病毒的短信，受害者点击短
信后，犯罪分子就能获取手机
内的全部信息并拦截其后该手
机收到的任何短信。犯罪分子
从这些信息中筛选出开户人姓
名、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开
户银行预留手机号等信息，并
利用这些信息注册“三峡付”电
子账户，将受害者银行卡与“三
峡付”账户绑定。通过拦截受
害者手机收到的验证码，犯罪

分子就能设定“三峡付”账户交
易密码，将受害者银行卡内资
金通过“三峡付”账户转账、在
线消费等。

福建、广东、湖南等地民警
调查还发现，一些第三方支付
平台没有落实央行关于账户转
账金额限制和实名制要求。诈
骗分子窃取银行卡信息后，将
卡内资金盗刷到第三方支付平
台账户，并将这些资金用于购
买手机充值卡、比特币等，再转
卖套现。公安机关查处资金流
向、追回赃款面临较大难度。

“三峡付”案件中，犯罪分
子将受害者银行卡资金充值到
电子账户时额度没有受到限
制，多个电子账户之间转账也
没有额度限制。

记者调查还发现，一些第
三方支付平台违规发放POS机
也给诈骗分子盗刷可乘之机。
湖南省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
违法犯罪中心专家王偲宇说：

“从盗刷案件看，一些不法分子
在互联网上提供虚假材料就可
通过各种代理商申请 POS 机，
难以查找真正的使用人。”

公安部经侦局相关负责人
称 ，第 三 方 支 付 平 台 发 放 的
POS 机普遍存在登记信息虚
假、可疑资金监控缺失等问题，
致使犯罪分子利用涉案POS机
可以快速有效盗刷、转移赃款。

据了解，被盗刷的资金一
般很难追回，由谁担责也存在
争议。福州中级法院近年来审
理多起银行卡盗刷案件，该院
民二庭相关负责人表示，储户
和银行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持
卡人对密码等个人信息泄露是
否存在过错，储户对银行在安
全监管方面存在漏洞举证能力
较弱，在维权中处于弱势。

记者在湖南、福建等地法院
采访了解到，从司法判例看，犯
罪分子窃取受害者磁条卡信息
后“克隆”银行卡的，法院判决银
行承担部分乃至全部赔偿责任
的案例较多，但受害者被木马病
毒入侵或钓鱼网站窃取银行卡
信息后盗刷的案件中，银行不承
担责任是多地法院的普遍观点。

多名银行业人士认为，网

络盗刷案件中，信息泄露的源
头是受害者本人，很难认为银
行方面存在过错。

一些公安民警、银行业人
士和法律专家表示，防范银行
卡盗刷应当多措并举。储户要
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不要点击
来历不明的短信链接、图片等
信息；从银行的角度，要升级技
术手段，包括改进手机银行、网
络银行单纯依靠短信验证码进
行资金账户操作的模式，采用
更高防护技术防范盗刷，同时
对反常资金流动加强追踪监
管；公安部门应加强对伪基站
犯罪活动的打击，防止犯罪分
子利用伪基站模拟银行、通信
等部门号码发送带有木马病
毒、钓鱼网址的短信。

据新华社

网上盗刷案件高发
涉案金额较大

第三方支付平台转移赃款，资金监管缺失

银行卡网上被盗刷，银行多不担责

河北爱心救援队
演绎千万次车轮上的温暖速递

游走在城市中的“暖心人”

一次善举，感动一个人；一
群“游侠”，温暖一座城。河北
省石家庄市有一支由近2000名
志愿者组成的爱心救援队，以
免费帮市民对火、换轮胎、拖车
为主，义务救援，不求回报。成

立两年多来，他们的足迹踏遍
了石家庄每个角落，累计救援
达3万多次，被人们称赞为游走
在城市中的“暖心人”。2016 年
7 月，河北爱心救援队荣登“中
国好人榜”。

人物素描

河北爱心救援队的发起人
严爱国，是个喜欢读历史故事
的中年人，也是河北省电力公
司检修分公司班车司机，“铁肩
担道义、仗剑走天涯”一直是他
心中的侠客梦。虽然，他身边
只有一个须臾不离左右的白色
救援工具包和一辆半旧的自行
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城市
游侠”这个称呼的喜爱。在严
爱国的家里有厚厚一摞救援档
案，详细记录着每一次救援的
时间、地点、救援方法等信息。

2014 年 8 月 28 日，一场暴
雨下得有些“任性”，粗绳样的
雨柱把驾车的母女三人困在了
平山温塘的一个排水沟里，爱
心救援队成员“八戒”、“等待”
毫不犹豫冲进雨幕，驱车几十
公里，将三人解救出来——这
是最远的一次；

有一天晚上接到求助，一辆
汽车滑进黄壁庄水库，有被冲走
的危险。“老张蚂蚁”等8人用自
己的救援车拖住水里的车，坡陡
滩滑，岸上的车随时有被连累拖
下水的危险，他们一点一点往上
拖，车被拉上来时已经凌晨两
点——这是最危险的一次；

5月的一个深夜，在黄河大
道和珠峰大街交口，一位的哥的
出租车熄火了。队员“衣心衣
意”、“芝麻”、“十年”先后冒雨赶

到现场帮忙，懂技术的志愿者帮
忙在群里提供建议，但还是没能
排除故障。次日凌晨1时许，三
位志愿者帮的哥把车子推到修
理厂——这是最温暖的一次；

体育大街与光华路交口，
一辆车陷进下水道里，36 名救
援队员喊着号子将车抬出来；

槐安路上一辆大路虎车陷
进烂泥堆里，“心语心愿”用他
的小路虎车像小牛拉大象般，
把大路虎车拖出来；

一辆货车，因为没有固定
好 10 吨玻璃震碎了三分之一，
8 名队员帮求助人把玻璃卸下
来，重新装车，寒冬腊月队员们
汗流浃背⋯⋯

这是一个“给汽车对火、换
轮胎，帮小忙”的民间汽车救援
队。救援队成员来自各行各
业，他们中有厨师、货车司机、
送水工、个体户、公司职员，救
援队成员间从不搞聚会，也不
打听彼此的出身姓名，共同的
爱心行动把城市“草根”集结到
了道德的高地上。自 2013 年
底成立以来，累计救援 3 万多
次，成员从最初的 40 多人发展
到遍布石家庄近 2000 人，并以
石家庄为坐标中心向全河北省
蔓延，以每月递增近 500 人的
速度迅速壮大，而且新增队员
中30%多是曾经的求助者。

“能够帮助别人，是我们最
大 的 快 乐 ，也 是 我 们 的 财
富。”——爱心救援队的发起人
之一严爱国

闻铭 谢韵 整理

河北爱心救援队的队员们在救援现场

故事片段

好人好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