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爱培根：早上碰
到个乞讨的“驴友”，说是
实在太饿， 求60元吃饭。
我恨恨地咬了一口手里
1块钱的包子， 掏出手机
来拍照，对方看到我拍照
妥妥地收拾东西走人。叔
叔伯伯阿姨婶婶们，千万
别上当！@Hi都市报

[核实]
9月18日早上， 网友

@最爱培根从长沙湘雅
路经过，看到一个背着登
山包的“驴友”蹲在路边，
前面有一张纸上写着“实
在太饿，求60元吃饭”。

“太假了，纸的折印
都很旧了，哪有人要60元
吃早饭，估计是个‘职业
乞丐’。”该网友说，他走
出几步后掏出手机来拍
照，对方马上收拾东西走
了。“就想提醒下路过的
人，千万别被他这一身装
备给忽悠了， 实在想帮
忙，给他买两个包子就行
了。”

■记者 虢灿

都市报“擎天柱”有难，悍马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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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21184118.75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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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3�3�2�4�4�9�8

排列 5开奖号码：1�5�6�6�0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1�5�6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1
16
91
1861
26302
323730
352001

5000000
23970
1800
300
20
5

5000000
383520
163800
558300
526040
1618650
8250310

7880
0

12470

1040
346
173

8195200
0

2157310

38 100000 3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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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案频发症结在哪

“不可能因为马云，制造
业就完蛋了，反过来，没
有制造业， 马云他才真
正完蛋了。”

近日， 格力董事长董明
珠表示，如果实体经济不行，
那一定是因为你自己无能。
互联网对我们来说只有提高
效率的作用，而不是伤害。

烽烟： 制造业与互联网
业不该是对立的。

伊尔：掐架只能互损，互
联网＋时代多做加法！

路：实体经济才是根本，
马云影响的是实体零售业！！

华语：这逻辑，简直了。
没有制造业，什么不完蛋？

微议

来论 网络捐赠，监管要跟上 及时语

@湖南高速警察 ：悍马越野
车居然拉着一个挂车车头在高
速上狂奔，民警随即在小塘卡口
将其拦截下来。 热心帮助“擎天
柱”很好，可交通违法蜀黍就不干
了。@Hi都市报

[核实]
9月16日， 高速民警在巡逻

时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一辆悍
马越野车威武霸气， 在京港澳高
速郴州段拖曳大型挂车一路飞
奔。民警拦停一看，车主为了图方
便自行在两车之间加装了一个
简易连接装置就开上了高速路。

民警对驾驶员进行了严厉地
批评教育， 责令其整改到位后再
上路行驶，并依法处200元罚款。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陈小波

@沐目：在表姐小区家看
到了神奇的一幕，猫都不抓老
鼠了， 我为什么还要上班呢！
@Hi都市报

[核实]
网友@沐目在微博晒出

一组连拍图片，一只花猫躲在
一台湘A牌照的货车下趴着，
旁边有个垃圾桶，一只老鼠在

半米外垃圾桶旁啃东西，花猫
却一动不动。过一会儿，花猫
懒洋洋走过去，跟老鼠“擦肩
而过”，理都没理老鼠，老鼠一
直从容地在啃着垃圾。

网友忍不住感慨：猫都不
抓老鼠了， 我却还要上班！也
有网友评论说：“喵星人现在
主要是卖萌！抓老鼠什么的已
经out了！” ■记者 虢灿

@悫哂： 现在的初中生，课
业怎么这么紧，等个公交车都在
路边做起了作业。@Hi都市报

[核实]
9月18日，黄先生告诉记者，

昨天下班后他在袁家岭车站等
车，发现有两个学生在车站的大
理石围栏上埋头做作业。黄先生
凑过去和他们聊天，他们是初一
的学生， 觉得站着等公交车无
聊，还不如把等车的时间用来做
作业， 早点做完也能早点睡觉。
（感谢黄先生提供线索）

■记者 柳丽娜

求60元吃早饭
发现拍照就闪
大伙可别上当

边等公交边写作业
励志还是“炫负”

猫都不抓老鼠了 我却还要上班

“监管层为了清理2万亿元的
场外配资， 结果不仅让资本市场
损失了20多万亿元的财富，还使A
股市场从有利于改革的牛市变成
了奄奄一息的熊市。”

———张育军做错了什么？有
媒体报道如此称。

“开着直升机撒钱的时刻将
要到来， 而且很有可能会在未来
12-18个月开始。”

———美国在量化宽松政策失
败后还有另一个选择来刺激经
济：开着直升机撒钱。澳大利亚最
大的投资银行麦格理这么认为。

《2014年度中国慈善捐
助报告》发布，2014年，我国
接受国内外社会捐款捐物总
额共计1042.26亿元。 值得关
注的是，网络捐赠发展迅速。

2014年网络捐款金额超
过4亿元，增幅超过了40%，这
对于网络捐赠而言具有指标
意义。可以据此预测，随着我
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慈善精
神的传播，越来越多的青年群
体参与到慈善事业中来，并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终将
会成为捐赠主体。 另一方面，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
机、在线支付的普及，青年人
在捐赠途径上将更多的选择
网络捐赠，网络捐赠在未来将
成为捐赠主流。然而，从目前
来看，滞后的监管和处于真空
状态的管理格局已经拖了后
腿，成为制约网络捐赠健康良
性发展的瓶颈之一。

要推动网络捐赠健康有序
发展， 促进整个社会慈善事业
的良性发展，监管就必须跟上。
首先，对于网络劝捐、募捐的主
体资格设置必要的门槛， 进行

前置管理。网络劝捐、募捐活动
的发起人和发起平台实行登记
注册制， 只有符合规定条件才
能给予募捐主体地位。其次，加
强对网络捐赠的善款流向和活
动内容的监管，实行后置管理。
一方面， 网络捐赠善款的使用
和流向要及时公开、 透明，接
受公众监督和监管部门的审
计；达到预期目标的网络募捐
活动要及时停止。 另一方面，
明确募捐活动内容的规则和
要求，对募捐活动的内容要进
行必要的审核。 ■张立美

长沙34岁男子陈某因轻信
“涉嫌洗黑钱”诈骗电话，在两天
内被骗走280余万元。9月份以来
长沙警方已接到此类报警70余
起，这是长沙今年来发生的单起
被骗金额最高的电话诈骗案件。
（详见本报今日A03版）

电信诈骗不自今日始，但愈演
愈烈，对社会危害极大。据公安部
统计，2014年全国发案40余万起，
群众损失107亿元， 比2013年的30
余万起、 损失100亿元， 分别上升
33%、7%。 而长沙警方的最新披露，
说明电信诈骗依然猖獗，相关部门
似乎缺乏惩治良策。固然，新技术
的日新月异带来的防范难是一个

重要因素，但电信诈骗的主要渠道
与平台，显然难逃其责。

众所周知， 电信诈骗主要通
过通信网络和银行线路两个渠道
来实施。 通信网络包括电信与网
络，“猜猜我是谁”“我是你领导”
等，甚至通过电视频道播放的“有
奖竞猜”，已是小儿科，因为它们涉
案金额少，容易破案。如今危害最
烈的，是伪装公检法机关、利用境
外改号软件实施的跨境跨地区诈
骗。揪着“电信诈骗”5年不放的全
国人大代表陈伟才透露， 涉案超
过10万元的个案基本都是该类所
为，并且90%骗款都被此类诈骗收
入囊中。而最猛烈的一击，在于来

电显示。据悉，只要通过境外改号
软件，就能做到“想显示什么号码，
就显示什么号码”。

电话、短信、微信、木马……
为祸人间，肆无忌惮。问题真的无
解吗？未必。遏制通信网络功能异
化最基本且有效的措施， 一是严
格推行手机号码实名制， 二是研
制高新技术， 形成技术壁垒加以
防范。令人遗憾的是，日进数亿的
各大通信运营商， 对于前者敷衍
塞责，对于后者，则几乎是束手无
策。让人情何以堪!

至于银行线路方面， 电信诈
骗最终能得逞，“得益”于泛滥的银
行卡买卖市场。 陈伟才讲述了一

个完整的案例：郑州某公司财务经
理张女士，被改号为中山市公安局
的电话诈骗，分两次将个人和公司
的资金3866万元转给了“安全账
户”。作案者使用了3607张银行卡，
涉及大陆17家银行。 无奈的是，公
安机关要冻结涉案账户，需凭法律
原件到开户行或北京的总行才能
办理，等办理好了，账户内的资金
已被取光。

显然， 从源头上根治电信诈
骗，如在立法层面上严厉打击买卖
银行卡行为，银行对涉案账户开设
“绿色通道”，理应摆上有关部门和
机构的议事日程。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