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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

刘强东与董明珠握手言欢：

我们彼此非常欣赏

2016京东618品质狂欢节启动发布会
上，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为京东618站台亮
相。京东集团CEO刘强东和董明珠一改此前
针锋相对的状态，二人握手言欢，刘强东称：“我
与董明珠彼此非常地欣赏。” （华西）

“你已涉嫌非法洗钱，请将钱汇至我局安
全账户；你有500元商品退款，快点链接看
看”，目前，各类诈骗短信仍不时在广大用户的
手机上出现，用户在移动支付可能遭遇的风险
仍未减少。

数据显示，2015年新增支付类病毒超过
32.6万，2015年被支付类病毒感染的用户数
高达2505万人。这类冒充校方发送的诈骗
短信，直呼机主姓名，并附有网址链接，一旦
不慎点击，手机就会被种植木马病毒。

据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第三方移动支
付市场交易规模为101713.6亿元，比2014年
同比增长69.7%。腾讯公司近日发布了《腾讯
支付安全大数据报告》，报告显示，支付类病毒
通常会通过后台隐藏运行的方式上传用户敏
感信息，并拦截银行短信等验证码，从而实现
盗刷受害者银行卡的目的。

电信专家提醒手机用户，下载手机APP
要到正规渠道，同时，日常消费绑定最好是小
额度银行卡。无论电话、短信、QQ聊天、微信
对话中都绝不提及银行卡号、密码、身份证号
码、医保卡号码等信息，以免被诈骗分子利用。

此外，任何短信中自带的链接，也建议手
机用户不要点击。虽然手机短信中也有银行
等机构发来的安全链接，但不法分子会利用
伪基站、改号软件等方法伪装自己。手机用
户要养成核实网址、网站域名的习惯。

电信诈骗新花样频出

“领导让你去办公室” 了

连续吹空调
易患突发性耳聋

扬州市民小刘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觉醒来
他就听不见声音了。当他急匆匆赶到医院就诊
时，惊讶地发现，像他一样患突发性耳聋的患者
有好几位，而罪魁祸首竟然是空调吹多了。

25岁的小刘是搞销售的，失聪前一晚应酬
几位客户，醉酒后到家草草洗了澡就钻进空调
房内睡觉。醒来有点感冒，更要命的是听力也
发生了异常。据接诊的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五
官科医生介绍，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医院收治的
突发性耳聋病人有逐渐上升趋势，约占全科病
人的50%，这主要跟天气炎热连续吹空调有很
大关系。

医生解释，耳聋病人大多见于老年病人。
可近几年医院的临床数据表明，年轻人的患病
几率也在逐年增加。这是一种突然发生、原因
复杂的感觉神经性耳聋，患者听力会明显下
降，该病的病因与内耳微循环缺血、内耳病毒
感染等有关。但发病的诱因与天气有关。最
近无锡天气炎热，经常会达到40℃左右，人们
喜欢躲在空调房内纳凉，却不知人在大汗淋漓
的时候很快进入温度较低的空调房内血管遇
冷强烈收缩，导致内耳微循环缺血，由此造成
听力受损。

该病具有自愈倾向，部分患者可自行得到
不同程度地恢复。如需治疗，在发病7-10天内
开始治疗，效果较好。医生同时提醒，可以通过
加强锻炼、增强体质、避免感冒、避免过度劳累、
保持心情愉悦、减少在空调房内的时间，来降低
突发性耳聋发生的几率。 （扬子）

■ 罗孝平

热水器、电视+机顶盒、空调、冰
箱、路由器……都是我们日常生活
中最忠实的朋友，无论你在不在家，
它们都在那里，不离不弃。

你能想象没有它们相伴的日子
吗？可是，它们也有自己正确的打
开和关闭方式，千万别待机；否则，

一不小心，它们就登上了耗电“琅
琊榜”。

你可能没注意，小小的电视机
顶盒竟然是大大的“窃电贼”——待
机状态下一个月要流失约 10 度电。
但是，说到底，你的“小偷懒”才是罪
魁祸首，为什么不随手关掉电源？
为什么让它们待机？

在这里顺便普及一下什么叫

“待机”：在我们使用电器时，按下遥
控器的待机键，电器即进入等待开
机的状态，即为待机模式。有的电
器虽然没有待机按钮，可如果没有
切断电源，也相当于处在待机状态。

在海南岛的艳阳高温下，我们
都熟悉一种叫“错峰用电”的夏季用
电模式，人人都应该知道原因：缺电
呀！即使你财大气粗不差钱，也别

随便浪费电，人人都应有“节约能
源”的社会责任意识。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省电小
招，家里有的电器拔掉电源很不方
便，那就买那种有开关的插座——想
关哪个电器就果断按下哪个按钮。

对省电不必太苛求，但是要用
心；省电的学问大着呢，从点滴做起
——就对了！

海南移动正通过技术手段对诈骗
电话进行监控拦截

2016年1月至4月：
●发现国际诈骗电话号码2140个
拦截国际诈骗电话呼叫近17万次；
●虚假主叫监控12441074次
有效拦截170133次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如今的电信诈骗，已经不
是发个短信通知中奖或者“领
导打电话让你去办公室”那么
简单的伎俩了。

5月6日，海口警方宣布，
联合分期乐破获一起团伙电
信诈骗案，5位犯罪嫌疑人被
抓获，缴获用于诈骗的手机、
电脑等设备数台，并查获
iPhone 6S、iPad 等赃物数
台，据了解，该案受害者遍布
全国数十个省市和地区，总涉
案金额达50万元。

与以往不同的是，犯罪分子
通过用户提供短信验证码，修改
账号的绑定手机，盗用用户账户
信息，购买虚拟充值类商品，如
手机话费、游戏一卡通等转卖获
利。面对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
我们该如何提高警惕加以防
范？运营商对此采取了什么措
施保护我们的安全呢？

电信专家提醒手机用户：
下载手机APP要到正规渠道
日常消费绑定最好是小额度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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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小偷懒”才是“偷电大盗”

家用电器待机耗电琅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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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防辐射123……
电视机：传统的电视机辐射较大，尤其是距

离电视1米范围内危害最大，而液晶屏幕电视
辐射较小。观看电视时需保持一定距离，最好
在2米以上，看电视时间不要连续超过两小时。

冰箱：冰箱后侧或下方的散热管线释放的
辐射较大。所以，冰箱最好不要放在客厅，应放
到人少的地方。而且，像冰箱这类的家电，应定
期进行保养、清洁。

手机充电器：离充电位置越近，辐射越大。
所以，我们在给手机充电时，要把充电器放置于
离人较远的地方充电。同时，手机在充电时，尽
量不要接听电话。

电脑：离主机、电脑屏幕近，辐射会比较
大。所以，在操作电脑时，尽量将电脑主机、屏
幕放置于离自己尽量远的地方。

空调：空调的出风口辐射会比较大。所以，
即使外面很热，也不要对着空调直吹，不仅对身
体不好，辐射也会很大。

预防

物理防御方面：
尽量不要家用电器摆放在使用时间较长的

卧室中，特别是台灯、电脑、充电器、空调等，不
要扎堆放在一起。家电不用时，可以切断电源，
因为待机状态也会产生辐射。

家里可以放一盆清水，因为水可以吸收一
定的电磁波。

食物防御方面：
可以多吃富含有维生素C以及维生素E的

食物，抗辐射效果比较好。比如说，常吃海带，
不仅美味可口，还可以让身体保持碱性状态，一
定程度上抵抗辐射。

西红柿也是抵抗辐射“利器”之一，它富
含番红茄素，可以给我套上“金钟罩”，抵御辐
射侵害。

当然，我们平常还可以多喝清水、茶水，有
利于抵抗放射性物质。（本报记者 丁平 整理）

信息安全专家提醒广大用户提高支
付风险意识：首先，不同账户建议使用独
立的密码，对包括银行等金融类网站的账
号，要用复杂程度高的密码；其次，连接公
共 WiFi 时不执行敏感操作，包括登录自
己的银行账号以及各类金融账号；要在正
规渠道下载手机应用，特别是一些涉及到
支付的金融机构的APP，更要选择在官方
渠道下载；不要轻易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
维码。

据了解，海南移动正着力通过技术手段
对诈骗电话进行监控拦截，仅2016年1至4
月就发现国际诈骗电话号码2140个，拦截国
际诈骗电话呼叫近17万次；虚假主叫监控
12441074次，有效拦截170133次。

为防范用户个人信息泄漏等类似情况，
海南移动建议用户提高意识：尽量避免将自
己的手机交给他人保管使用，并最好设置手
机密码或PIN码；在不使用蓝牙之类的无线
传输功能时尽量关闭，通过WIFI上网时选
择可信任的接入点。

骚扰电话日前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海
南联通对此推出“防骚扰电话提醒服务”，用
户免费开通该业务后，手机来电时，平台系统
会对来电自动进行分析判断，如果是推销、中
介、骚扰等电话号码，则会向机主手机屏上自
动弹出提醒信息。

小心手机被植木马病毒 当心银行卡被盗刷

家住海口红城湖的姚女士近日遇到了一
件蹊跷事，自己的银行卡莫名其妙少了5000
元，正当她要电话向银行核实的时候，一个退
款电话打了过来。对方声称自己是万国大都
会的一个店主，要给她办理退款需要手机动
态密码。姚女士思前想后怎么也记不起来自
己曾在该店消费过，向银行核实时才知道自
己差点上当受骗。

如果发现银行卡账户余额少了，而有人
打电话称要退款的时候，千万要小心了。这
是近期另一新型诈骗手法，不法分子在掌握
了机主的银行卡信息以及密码之后，将机主
的银行卡活期转至理财账户。

“由于部分银行类似的操作并无短信提
醒，不法分子便会致电机主，称不小心扣了机
主的款，并以撤销操作为由套取机主的验证
码。”相关人士介绍，一旦获取了验证码，不法
分子就可以对机主的银行卡进行转账取款。

电信专家表示，这种情况下，机主切莫
慌，也千万不能泄露验证码，而是应该报警或
者致电银行客服查询，并更改银行卡密码。

电信专家分析认为，上网习惯不好，导致
支付的时候受骗几率增加。数据显示，目前
75%的用户是多个账户使用相同密码，从而
提高黑客“撞库”成功率，有可能造成用户连
锁损失，同时，80%的用户随意连接免费公用
WIFI，一旦连上钓鱼WIFI，导致隐私泄露。

合力防范电信诈骗

乱点链接 乱蹭WIFI 个人+运营商

TOP 1 热水器

这可是个用电大户，家用电
器中的“土豪”。它的运行功率在
896B3000 瓦 ，1 小 时 耗 电
0.896B3度。如果一直处于打开
状态，为了保证水温，它会反复运
行加热，耗电量那是相当可观。
在保温状态时，功率 1000瓦左
右，1小时就要“吃”掉1度电。

节电窍门：使用前再将热水
器打开，最好不要使它长时间处
于保温状态。

TOP 2 空调

空调的运行功率在600B2860
瓦，1小时耗电0.6B2.8度。待机功
率1B5.25瓦，待机功率最高的空调
在待机状态时8天消耗一度电。

节电窍门：在空调使用淡季将
空调彻底断电。夏季使用空调时，
不要将温度设置太低，运行一段时
间后设置为 27 摄氏度为宜。可选
用变频空调，既省电省钱，噪音又
小。此外，一定要及时清洗空调过
滤网。

TOP 3 电视

电视的运行功率50B190
瓦 ，1 小 时 耗 电 0.05B0.19
度。待机功率0.7B8.8瓦，5天
消耗一度电。只要您在关闭
电视时记得同时拔掉电源。
电视的黄金配角——机顶盒
也一算要关掉，待机时也是相
当耗电。

节电窍门：用遥控器关闭
后，再断开电源，以防电量白
白流失。

TOP 4 冰箱

待机保温功率很小，制冷启动后功
率 较 大 65B100 瓦 ，1 小 时 耗 电
0.065B0.1度。冰箱24小时常开，但制
冷压缩机不会持续运行，实际并不费
电，可以放心使用。

节电窍门：选用国家标准的节能冰
箱，并将其放在离热源远一点的地方，
不要长时间打开冰箱门，不要将物品堆
得太满、太密。此外，还要及时进行除
霜，冷冻室霜层达4B6毫米，制冷时将比
正常制冷多消耗1/3的电量。 （京华）

全球PC第一季度
销量创5年新低

据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的最新
报告显示，在2016年第一季度，PC电
脑（包括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二合
一电脑和平板电脑）的销量仅为1.01
亿台，比去年同期下跌了13%，创出自
2011年第二季度以来的最低纪录。

就这些电脑的整体销量而言，苹
果仍然处于领导地位。但是，在2016
年第一季度，它的销量也下跌了17%，
下跌到了1400万台。该公司的销量
仅比联想多2.5万台。唯一令人欣慰
的是，二合一电脑的销量同比增长了
13%。但是，这不足以改变整体平板
电脑市场的萎靡态势。在2016年第
一季度，平板电脑的销量下跌了15%，
下跌到了不足3900万台。

Canalys公司称，这个季度对于
生产PC设备的企业来说都很糟糕。
该公司的高级分析师蒂姆柯灵预计，
今后的情况还会变得更糟。“在2016
年，全球PC电脑市场开局不利。在未
来几个季度中，我们将很难看到任何
亮点。”他说，“平板电脑的热潮已完全
退去，这个市场已经饱和了。如果供
应商不能给市场带来重大的革新，那
么全球PC电脑销量下滑的趋势将会
继续下去。现在，准备第一次购买PC
电脑的人数已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2016年将会让全球PC电脑供应商感
到更加焦头烂额。” （据人民邮电报）

近段时间以来，
170和171开头的
号码已成为电信诈
骗的高危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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