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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只口头通报我调查结论，说书
面调查结果只提供给警方，但事发到现
在20多天过去了，警方并没有告诉我案
件的丝毫进展。”邵女士去报案的派出所
咨询，得知目前类似的网络盗窃案件已
积压了很多，警方让她回家接着等消息。

工行沙窝路支行行长刘涛表示，截
至目前还没有警方来他们网点调查和了
解相关情况。

“网龙公司不给查，北京的工行建议
我起诉福建分行，警方说要忙比我盗刷

金额更大的案件，我真不知道还能通过
什么途径解决。”邵女士说。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华表
示，类似的网络诈骗、盗刷事件，在犯罪
分子最终落网前，电子商务网站、第三方
支付机构、银行等事件的关联方很难为
受害人负责。而迫于警力有限，诈骗、盗
刷金额不是特大的案件进展相对缓慢。

“互联网催生了不少新兴犯罪手法，尤其
是金融领域的案件跨机构、跨地域，而且
民事、刑事交叉，涉案财产处理难度大、

时间长，很多受害人的赔付最后就不了
了之了。”

张合军建议，储户可以尝试与银行协
商解决，毕竟储户和银行存在合同关系，
至于各方应承担责任多少可以协商确定。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警
方和专家提醒消费者，要加强安全意识，
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账户信息和密码。“储
户也应绷紧维护自身资金安全的弦，尤
其是在网上交易时，要认真检查电子商
务网站的域名是否正确，不轻易点击陌

生人发来的链接或来自电子商务网站外
的链接。”赵锡军说。

日前，银监会出台20条监管细则，
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内控管理，防范外
部欺诈和内部舞弊引发的案件。其中，
要求银行特别关注互联网环境下新兴业
务应用、交易系统存在的客户信息泄露
隐患，确保对可能产生信息泄露的环节
有足够的监测和管控能力。

记者 吴雨
（据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

卡在身边钱没了成谜案

谁该为此事负责？
——一个银行卡盗刷事件的样本调查

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正
如今年的主题“感谢你挽救我的生命”，
自1998年献血法实施以来，越来越多
的人正加入到这一光荣的队伍当中，用
自己的一腔热血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与此同时，血荒，献血与用血时存在安
全风险，临床用血合理性不足等血液管
理中的问题不可忽视。

为何血荒时常发生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血液管理大会
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介绍
说，献血法实施17年来，我国无偿献血
制度全面建立，血液供应能力、血液安
全水平和临床用血水平显著提高。

“但还应清醒地看到，随着经济社
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季节
性、区域性血液供应紧张的情况时有发
生。”马晓伟说。

为何会出现季节性、区域性“血

荒”？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知名大医院较

多，外地疑难重症患者、需要大型手术患
者愿意选择到北京治疗，而献血者多是北
京来源。记者还从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
心了解到，长期以来，北京80％以上的无
偿献血来自街头流动采血点，而流动献血
极易受季节、气候、公共事件、采血点周围
环境等因素影响。

此外，担心损害健康、发生安全风
险也成为无偿献血者积极性不高的一
大原因。

海南等5省市
实现核酸检测全覆盖

今年初，福州5岁女孩毛毛因输“窗
口期”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血而导致患上
艾滋病的消息让血液安全的话题更被
社会关注。

献血或输血是否会传染疾病？如

何防止毛毛的悲剧再次发生？
“从献血者来看，不用有这种担心。”

江西省赣州市中心血站献血宣传科主任
赖群英介绍，针对献血者的所用耗材都是
一次性的，耗材使用后送医疗废物处理处
置中心统一销毁，确保献血者安全。

而要保证用血者的安全，则要把好
几道关。赖群英说，首先要保证血源安
全。血站通常对献血者在献血前会进
行相应的前期检测，献血完成后，血站
还要提取两份献血者的血液样本，带回
血站由不同的工作人员、不同厂家的试
剂检测至少两次。

专家介绍，诊断艾滋病毒感染的主
要方法是检测艾滋病抗体。但是，在艾
滋病毒感染后到能够从血液中检测到
抗体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段时间被医
生称为艾滋病的“窗口期”。不仅艾滋
病毒感染存在“窗口期”，许多传染病，
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的感染都存在一
段“窗口期”。在“窗口期”内，尽管血液
中检测不到病毒，但却有传染性。

马晓伟介绍，目前，北京、天津、上
海、浙江、海南等省市已经实现了核酸
检测全覆盖。

科学合理用血是关键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无论是谈到如何
解决缺血问题，还是如何提升用血安全，
专家们都认为，科学合理用血是关键。

“要扩大血液供应，也要加强临床
合理用血。不能走‘大出血、多供血’的
路子。”马晓伟在全国血液管理大会上
再三强调。

何谓科学合理用血？我国献血法
规定，医疗机构临床用血，应当制定用
血计划，遵循合理科学的原则，不得浪
费和滥用血液。

推行微创技术、通过开展自体血回
输等方式都可以缓解“血荒”，加强用血
安全。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
光介绍，协和医院坚持科学合理用血，
常规采用病人自体血回输、血液稀释等
方式，医院在保持手术量每年以两位数
增长的同时，使用血量持平并缓慢下
降，形成良性循环。 （据新华社电）

“3分钟转走3万元，一边给银行打电话一边收着钱被转走的短信，实在太
揪心了。”不久前，家住北京海淀区的邵女士经历了卡在身边、“钱却不知道去哪
儿”的谜局，追偿受阻、报案苦等无果，更令邵女士无奈的是：谁该为此事负责？

记者调查多个环节后发现，邵女士的遭遇绝不仅是个案。如今，各
式便捷、新颖的支付手段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但是每个人都可能遭遇
和邵女士一样的情形，陷入“无人管”的境地，且相当一部分人无奈地选
择“不了了之”。究竟谁该为此事负责？如何追偿？如何有效防范欺诈
风险？……这些难题值得深思，更亟待有关部门给出破题之道。

5月11日，邵女士陆续接到工行客
服95588发来的短信，提示她的一张工
行储蓄卡通过网银支出 5000 元到
10000 元不等的金额。就在她拨打
95588冻结账户的三分钟内，共被莫名
其妙“支出”3万元。

开卡行工商银行北京沙窝路支行查
询明细后告诉邵女士，3万元是通过福
建福州一家支行支付给了“福建网龙计
算机网络有限公司”。

“我很少使用工行网银，和这家网络
公司也没有交集，为什么我人在北京、卡
不离身、U盾在家，钱却从福建支付给了
一家公司？”邵女士大为吃惊。

在工行填写了“客户银行卡疑似被
盗刷情况登记表”的几天后，沙窝路支行
反馈给邵女士初步调查结论：钱是通过
无卡支付方式支付给网龙公司。福州当
地支行与网龙公司交涉过，但网龙公司
表示这笔钱是网络游戏玩家用于购买游

戏道具“魔石”的，不可能赔付。
“我没有开通无卡支付，银行是怎么

不经核实就将钱支付给这家公司的？”邵
女士心存疑问。工行负责外部欺诈风险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无卡支付类似于
快捷支付，在一定限额内无需U盾即可
实现转账，目前不少银行和第三方支付
均有类似业务，有时储户将银行卡绑定
第三方支付即被视作开通了无卡支付。

记者了解到，工行快捷支付还需要

输入手机发送的动态密码，邵女士并未
开通该业务。那么，会不会有人通过第
三方支付进行了网上支付操作？

工行沙窝路支行行长刘涛表示，是
否通过第三方支付途径，在其网点信息
看不到，需要邵女士去和第三方支付机
构了解情况。

邵女士表示，她曾使用第三方支付
在网上消费过，但是否由于第三方支付
的原因，她也无从追问。

卡未离身、U盾在家

钱莫名支付网游公司

邵女士的钱怎么离奇转到“网龙公
司”的？银行业内部人士认为，邵女士
很可能遭遇了网络盗刷，她的银行卡信
息或第三方支付账户信息可能此前已
被不法分子，通过钓鱼网站或木马病毒
获取。而通过游戏网站消费，正是犯罪
分子销赃的惯用手法。

2013年，曾有不少消费者在网购时
资金被意外转入上海巨人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的玩家账号，套取现金，数额从
几百元至数十万不等。2014年 10月

底，合肥公安机关发现巢湖市居民陶某
某通过钓鱼网站和手机木马，成功盗取
网银资金后，购买游戏充值卡等物品后
低价销赃，非法获利。

“我从不玩网络游戏，网龙公司是
怎么审核交易的，难道什么钱都来者不
拒？”邵女士说。

记者从网龙公司官网了解到，魔石
充值可通过工行银行卡直购，U盾客户
不受额度限制；也可通过支付宝快捷支
付，额度是每张卡每天500元。在没有

使用U盾、额度有限制的情况下，邵女
士的3万元是如何支付购买魔石的，成
为待解之谜。

网龙公司客服以“不能泄露客户账
户信息”为由，拒绝向记者和邵女士提
供账户详情，并表示目前该公司玩家的
账号通过手机号码、QQ账号、邮箱等方
式注册，并不都是实名认证，一些玩家
道具和装备的线下交易无法追踪溯源。

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张合军认
为，尽管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游戏充值、话

费充值等方式销赃，但并不能直接推定
网游公司、通信运营商等企业负有法律
责任，因为这些企业不具备有效辨别购
买商品的资金是否是赃款的专业能力。

“尽管如此，一些游戏网站容易成
为销赃平台，暴露了此类网站为求简便
快捷地实现买卖交易，对用户交易审核
不严，对账户疏于管理。”中国人民大学
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表示，另
外，银行在追求支付创新的同时，也存
在对账户安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公司拒赔银行推诿

损失谁来买单

受害人难追偿

谁来负责

？

？
“世界献血者日”：感谢你挽救我的生命

季节性区域性血荒依然严峻

6月14日，在安徽省亳州市新华路采血房车前，参加无偿献血的市民展示自己的无偿献血证。 新华社发

6月 14日，救援人员在居民楼垮塌现场救
援。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 摄

新华社南宁6月14日电（记者何伟、吴小康）
记者14日从广西民政厅救灾处获悉，新一轮强降
雨已造成广西25县34万多人受灾，雷击、溺水等
致使2人死亡、4人失踪。

6月11日以来，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河
池、百色、桂林、来宾、贵港、南宁、贺州等8市25
县（市、区）出现洪涝灾害。

据广西民政部门统计，截至14日18时，灾
害已造成34.33万人受灾，其中雷击、建筑物倒
塌致 2 人死亡，4 人溺水失踪，紧急转移安置
2910人；农作物受灾面积23.13千公顷，其中成
灾12.71千公顷，绝收2.19千公顷；倒塌房屋206
户499间，严重损坏房屋94户216间，一般损坏
房屋212户587间。

目前多个县（区）出现局部灾情，自治区防汛
抗旱指挥部于14日11时许启动洪涝灾害Ⅳ级应
急响应。

新一轮强降雨袭广西
2人死亡 4人失踪

新华社哈尔滨6月14日新媒体专电（记者程
子龙）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有关领导14日向新
华社记者证实，对庆安县纪检干部死亡案，目前已
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而非有关媒体此前报道的5
名犯罪嫌疑人。

据绥化市和庆安县有关部门介绍的情况，庆
安县副科级纪检干部范家栋，在4月2日被蒙面
人打伤入院治疗，21日出院。5月1日出现身体
不适，在被送往另一家医院途中死亡。范家栋生
前曾进京举报庆安县有关领导违规建设豪华办公
楼。此事被媒体报道后，黑龙江省成立由省、市、
县三级公安机关组成的专案组进行侦破。绥化市
委纪检委对范生前举报的问题展开调查。

14日，有媒体报道“庆安纪检干部被打死案
已抓5人”，对此记者向绥化市公安局求证。绥化
市公安局有关领导表示，经全力工作，目前案件侦
破取得一定进展，抓获了3名犯罪嫌人，并不是有
关媒体报道的5名犯罪嫌疑人。

庆安纪检干部死亡案追踪

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

这是在福建省连江县黄岐镇长沙村海边拍摄
的标有“ADITAMA6”字样的轮船。

近日，一条“福建渔民海上拉回神秘无人巨
轮”的新闻引发网友热议。记者采访了解到，已有
人联系渔民认领该船，福州海事部门也正协助当
地政府查找该船失主。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福建渔民“捡”回千吨驳船
已有疑似失主前来认领

据新华社电（记者胡浩、王思北）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在京召开的
全国血液管理大会公布的数字，2014
年全国无偿献血人次达1299万，较
1998年增长近40倍。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介
绍，我国血液供应能力、血液安全水平
和临床用血水平显著提高，全国献血
总量由1998年不足 1000吨提高到
2014年近4400吨，增长了3.4倍；全
国无偿献血人次由1998年的32.8万
提高到2014年的1299万，增长近40
倍；献血率提升至2014年的9.5／千
人口。截至2014年，全国共设置血站
452个（其中血液中心32个，中心血
站321个，中心血库99个）；固定采血
点1159个，较2013年增加153个。

马晓伟指出，尽管我国血液供应
能力和血液安全水平等持续提高，但
随着经济社会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
发展，血液管理和无偿献血工作面临
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个别地区血站服
务体系建设与医疗服务发展不协调，
季节性、区域性血液供应紧张的情况
时有发生。

为满足临床用血需求，保障血液
安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中国红十字总会、解放军总
后勤部等11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
步加强血液管理工作的意见》，提出
要建立多部门协作的无偿献血工作
协调联动机制，提高公民无偿献血的
意识和参与度，形成全社会积极支
持，参与无偿献血的良好氛围，到
2015年，献血率达到10／千人口；到
2020年，献血率达到15／千人口，保
证临床用血的供应和安全，确保自愿
无偿献血的可持续发展。

去年全国无偿献血
人次达1299万
较1998年增长近40倍

关注无偿献血

4400吨
1000吨

32.8万

1299万

新华社贵阳6月14日电（记者李平、齐健）截
至14日22时30分，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居民
楼局部垮塌事故现场救援工作结束，共造成4人
死亡，3人受伤。遵义市已启动问责机制，贵州省
和遵义市专家正在深入调查事故原因。

记者从遵义红花岗区“6·14”房屋局部垮塌
事故抢险指挥部获悉，抢险救援队伍克服房屋垮
塌处地势狭窄、大量垮塌建筑垃圾堆积等困难，经
过15个小时的紧张救援，先后营救出3名被困群
众，搜救出的4名被埋人员不幸遇难。目前，抢险
救援队正抓紧清运垮塌的建筑垃圾，尽快恢复周
边正常生活秩序。

据了解，目前3名受伤群众得到妥善救治，各
项善后事宜正有序进行。垮塌房屋以及周边房屋
住户共276户681人得到妥善安置。

遵义一居民楼
局部垮塌4人死亡
已启动问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