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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1 月的一天上午，徐
某在小区的活动广场捡到一部
手机，他顺手在屏幕上朝上一
划，发现不用密码就可以解锁，
趁周围没有人，把手机塞进口袋
拿回了家。

一回家，徐某就和女友说了
这事，还还是不还，两人也有过
挣扎。“如果还回去了，人家以为
是我们偷的怎么办？”最后，他们
就这样说服自己，抱着侥幸心
理，把手机留了下来。

当天中午，两人一起去超市
买菜，结账的时候，徐某想到了
那部捡到的手机。他们拿出手
机，打开微信的支付平台，选择

“向商家付款”，出现一个二维
码。“滴”的一声，超市收银台的
扫码枪一扫，无需密码，直接支
付成功。随后，手机收到了银行
发来的一条短信，提示此次消费
24.5 元，银行卡余额还有 6000
多元。

正是这 6000 多元的余额让
两人起了贪念，把这部手机当成
了提款机。他们一合计，干脆来
票大的，直接坐公交去了南大街
金店，选了一条 6000 多元的小
项链，兴冲冲地跑去结账。同样
是点开微信的“向商家付款”，谁
知这回竟需要密码！两人上网
一查才知道，目前微信和支付宝
都有向商家免密付款的功能，而
且是无法关闭的，但免密的限额
每天五次，每次1000元。

一步到位走不通，那就只好
曲线救国。离开金店，他们在南
大街步行街一连买了七件衣服，
累计消费了 1700 多元，全部是
利用微信和支付宝的“向商家付
款”功能进行的支付。

两人一路血拼，满载而归。
回家后，两人就合计着把卡里剩
下的 4000 多元也转出来。徐某
打开自己手机支付宝的“个人收
钱”的二维码，再打开那部手机
的扫一扫功能，想要通过扫码的
方式进行转账，但由于支付宝的
默认免密支付功能仅向商家开
放，向个人转账的话，如果没有
设置“小额免密支付”，仍然需要
密码。

徐某不甘心，又点击“找回密
码”，在验证方式里选择“好友验
证”，屏幕上出现了支付宝好友姓
名的末位提示，徐某反应很快，打
开手机通讯录，翻到了相应的姓
名输入对话框，连续两个好友验
证就这样轻而易举通过了。

重设密码后，徐某把手机绑
定的银行卡里的 4000 多元余额
转到自己的支付宝账户，又转出
其中的一半给了女友。

一切搞定后，两人都不敢相
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居然让自
个儿碰上了。再一盘算，早知道
转账就能把钱搞出来，之前买衣
服花的 1700 多元多少有点冤
枉。于是第二天，两人又回到南
大街，把昨天买的最贵的两件衣
服都退了，相当于套现，拿回了
800多元现金。

日前，徐某和女友因涉嫌信
用卡诈骗罪，被钟楼区检察院提
起公诉。

检察提醒：
如何防止资金通过移动支

付的方式被盗刷，有几点需要提
醒：

1. 手机千万要设置锁屏密
码；

2. 支付软件要设置支付密
码，尽量不要使用免密支付功
能，而且支付密码最好不要使用
自己的生日、身份证、手机号码
等比较容易被破解的密码；最好
还要设定消费限额，防止损失扩
大；

3. 这里有一个例外，就是案
例中说到的微信和支付宝的“向
商家付款”功能，如果商家使用
专业扫码枪或者摄像头扫描您
的付款码，是可以免密支付的，
而且免密支付还无法关闭。支
付宝和微信解释说，这么设定主
要是出于便捷的考虑，每天只有
5 次且订单小于 1000 元的消费
可以免密码支付，而且这个二维
码是动态二维码，有效时间只有
一分钟，并且仅适用于线下付
款。但即便如此，还是带来了支
付风险。

在这里检察官教了大家一
个方法，可以规避这类风险。无
论是微信还是支付宝，在“向商
家付款”的页面，点击右上角的

【⋯⋯】，选择【暂停使用】，就可
以关闭“向商家付款”功能，如果
今后付款时想要开启该功能，需
要输入支付密码。

4. 更换手机号码的时候，要
及时解除微信、支付宝等网上支
付平台与手机号的绑定；

5. 如果手机遗失，最先要做
的是联系支付软件的客服，冻结
自己的快捷支付账号和绑定的
各银行卡账号，还需对自己的手
机号码进行停机。

结果是，盗刷手机支付账户6千余元的贪小便宜者被起诉

不设防的手机，
让贪小便宜者有了可乘之机

泄露的密码，自然形同虚设；独有的指纹，也非万无一失

移动支付好是好，防范意识不能少
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出门不带钱，一部手机走天下成为不少人

的习惯。然而，移动支付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着诸多
风险和隐患，让人又爱又恨。这期检察在线，我们就通过三个案例，
了解一下在平时使用移动支付时我们可能面临着哪些风险，应该如
何有效应对。

去年底，李先生约了几个
朋友到酒吧小聚，期间，好友又
叫来另一波朋友加入，七八个
人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离开时
已经凌晨三点。李先生早已烂
醉如泥，依稀记得朋友扶着他
打了车，到宾馆开了房，再后
来，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醒来时，李先生习惯性地摸
手机，发现手机不见了。借别人
手机登陆微信，发现通讯录多了
一个陌生的微信好友，自己还向

这个好友转了900元。再一查，
发现银行卡上总共少了 2200
元，遂向警方报案。

经查，小偷正是昨晚聚会
中后来加入的两个初次谋面的
酒友谢某和华某。他们在李先
生喝醉以后，用他的指纹解锁
了手机密码和微信、支付宝的
支 付 密 码 ，连 续 三 次 共 转 账
2200元。

日前，谢某和华某因涉嫌
盗窃罪，被钟楼区检察院提起

公诉。
检察提醒：
承办检察官介绍，在他们

日常办理的支付软件盗刷的案
件中，一半以上都是熟人或者
与自己有亲密接触的人作案，
因此对于自己的手机和支付密
码一定要保管好，相对指纹解
锁、指纹支付等手段更加可靠，
但同样不是万无一失的。针对
这个案例，检察官只能说这样
一句：喝酒误事,切莫贪杯。

所以，这种独一无二的“密码”并非万无一失

醉酒后，被酒友“借指纹”支付账户盗转钱款

去年9月初，市民王先生手
头有点紧，想从小额公司贷款进
行周转。通过贷款中介，他认识
了刘某，网上聊天后，觉得刘某
挺靠谱，便约定 9 月 11 日在一
家奶茶店见面，办理贷款事宜，
成功后支付一定的提成。

见面后，两人面对面坐定，
应刘某要求，王先生提供了姓
名、身份证号码、支付宝账号密
码等个人基本信息，并把手机递
给刘某让他操作。遗憾的是，刘
某说这次贷款没能办下来。

9 月 21 日，王先生又约了
刘某在奶茶店见面，想再尝试
一下，但这次还是没有成功。

谁料到了 9 月底，王先生
的手机上收到一条短信，是一
家叫“某某金融”的贷款APP发
来的还款提醒。王先生觉得蹊
跷，再一查支付宝记录，发现支
付宝账户在9月11日和9月21
日共计三次向同一个陌生账户

转账总计 15400 元，这才如梦
初醒，急忙打110报警。

接警后，警方通过侦查，很
快锁定刘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并抓获归案。

经审讯，刘某对盗刷王先
生手机支付宝的犯罪事实供认
不讳。他承认，其实第一次帮
王先生办贷款就成功了，有两
个贷款 APP 放了款，共计 9900
元，都到了王先生的支付宝账
户。但由于自己最近借了 20
万元的外债，每个月要还 2 万
元左右，已经资不抵债，便一时
起了贪念，暗自将放贷的钱，转
到了自己的账户，再将转账记
录删除。9 月 21 日，刘某又以
同样手段将王先生刚刚贷到的
钱款 5500 元转到了自己的账
户中。

刘某说，他们办理贷款的
流程很简单，就是在客户的手机
上下载一些贷款 APP，填写完

资料后上传，由APP进行审核，
审核通过就开始绑定银行卡或
支付宝。刘某还说，干他们这
行，靠的就是这些不为公众所知
的贷款渠道，客户一般也懂规
矩，在他们操作时也不会特意凑
上来看。因此对于刘某在手机
背后的一系列见不得人的操作，
王先生没有丝毫察觉。

日前，刘某因涉嫌盗窃罪
被钟楼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检察提醒：
如今，有贷款需求的人越

来越多，不正规贷款机构和骗
术也随之越来越多，承办检察
官在此提醒，办理贷款应选择
正规银行或金融机构，且切不
可向陌生人随意透露自己的身
份证号码、支付宝或银行卡密
码等个人信息，即使自己对操
作流程不是很熟悉，需要他人
协助，也要看着对方操作，以免
让对方有可乘之机。

原来，是求贷的王先生太轻信，把支付宝账号密码告诉了中介

通过中介办贷款，贷来的钱却进了中介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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