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7月
10日袁商报记者从海口市食药监局获悉袁海南南风海味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将非食用盐作为食盐销售被罚款 4
万袁 海南五田家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
以外的单位购进岛礁 TM老盐被罚款 3万多元遥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徐明锋冤 5月
12日 17时许袁 消费者刘某等 5人通过美团外卖从海口
美兰迅捷斥候提莫烤肉拌饭店购买烤肉拌饭及配搭柠檬
霸等自制饮品袁食用后均发生恶心尧呕吐尧腹泻的症状遥
据了解袁经海口美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得出袁刘

某等 5人发病因属于以变形杆菌污染引起的急性胃肠炎
为主的食源性疾病事件袁致病源为烤肉拌饭遥海口美兰区
食药监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袁7月 9日袁该局决定对该
店做出吊销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处罚遥

据江先生反映袁前几个月袁有一个一次
性餐具消毒厂进驻他家附近一个厂区袁生
产期间散发出阵阵臭味袁 实在让人难以忍
受遥 江先生认为袁有异味传出是卫生方面没
达标遥 随后袁他经过多方打听袁发现该厂并
未取得相关证件手续遥 野工厂内部是否卫生
先不说袁在未得到相关部门批准前袁就不能
生产遥 冶江先生如是说遥

10日 10时许袁 记者根据江先生反映
的情况袁在桂林洋兴洋大道 4号袁找到了这
家名为野海口美兰江状餐具清洗中心冶的工
厂遥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该工厂大门紧闭袁只
有一个小门供人进出遥 记者从门外可以清
楚地听到洗碗声袁现场弥漫着刺鼻的臭味遥
随后袁记者将了解到情况反映给 12345

热线袁接线人员表示袁将尽快反映给相关部
门进行处理遥

11时许袁 海口美兰食药监察大队执法
人员到达现场遥 记者发现江壮餐具清洗中
心的餐具打包环节没有封闭作业遥 执法人

员告诉记者袁 食药监工作人员早在 6月底
就发现这个问题袁 已经对其下达了整改通
知书袁要求厂家尽快建好封闭间遥

野他们现在还需要自购检测设备袁对他
们每天生产的消毒餐具进行检测袁 看是否
合格遥 冶执法人员表示袁针对该工厂以后的
生产情况袁食药监部门将会继续监督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随着采访的深入袁记者
发现该工厂未办理排污许可证遥 一名自称
江壮餐具清洗中心负责人的许先生表示袁
洗碗厂刚投入生产袁每天只洗 1000多套餐
具袁现在还是亏本经营遥 目前袁其已经在申
请办理环评手续袁还正在办理中遥 随后袁许
先生出具了一份 叶海口市政府服务中心受
理通知书曳袁该通知书显示申请事项是城市
排水许可袁但并没有显示其已经通过审核遥

10 日下午袁 记者又将该情况反映给
12345热线袁接线人员表示袁将尽快将此事
反映给相关部门遥该厂能否继续生产钥排污
许可证是否已经办好钥 商报将继续关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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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扫码支付诈骗，你中招了吗？
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袁海口警方提醒商家需确认支付成功到账才给提货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陈王凤 摄影报道冤 看场电影袁刷支付宝曰吃个早餐袁刷微信支付曰坐出租
车袁刷微信支付噎噎现如今袁移动支付占据了我们生活的重要地位袁不论是大商场还是路边小店袁甚至是街头的流动小贩都
可以手机收付款遥 移动支付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袁出门可以不用带钱包袁不用担心丢失或者被偷袁被戏称为中国新野四大
发明冶之一袁但同时移动支付也被很多骗子盯上袁创造出花样翻新的诈骗手法袁如果你不了解袁一不小心还真会中招遥

日前有媒体报道袁 在重庆沙坪坝开小吃
店的刘女士发现袁开通手机微信支付后袁账目
有些不对袁经过观察发现袁一名 20多岁的小
伙子最近几个月几乎每天都来店里点一份
11块钱的盖饭袁颇为奇怪遥 刘女士表示袁由于
平日店内一般都是客人手机支付后再把支付
界面给她看遥 野小伙子每次吃饭完后袁拿着手
机在我眼前晃了一下说付款了袁 我确实也看

到 11元的支付界面袁可小伙子离开后始终没
有收到付款的语音提示遥 冶刘女士说遥
刘女士的女儿遂怀疑小伙子是拿手机截

图蒙蔽人袁这回正好小伙子落下东西回来取袁
就争执了起来袁 刘女士无奈报警遥 民警到来
后袁最终经过协商袁小伙子一次性补交了当日
中午的餐费 11元和最近一个月的餐费 300
元袁刘女士也表示不再追究小伙子的责任遥

吃饭买东西后袁 通过手机微信支付完成
后给老板看一下支付界面袁 是大家的习惯性
动作袁然而却有人动起了歪心思遥 那么袁在海
口是否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呢钥 7月 10日袁
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袁 发现部分市民在使用
微信收付款时袁存在被人欺骗的情况袁而且被
欺骗的市民基本为 40-50岁之间袁 对微信或
支付宝收付款不熟悉的中年人遥

7月 10日上午 8时袁记者首先来到海甸
岛三西路的某菜市场袁市场内人头攒动袁几乎
每个摊位前或多或少贴着微信或支付宝的收
付款二维码遥 记者来到市场内海鲜类的一处
摊点遥野这些鱼都刚捉的袁你随便看看袁我这里
支持微信支付遥冶摊主吴女士笑容满面告诉记
者袁 她在这个菜市场经营海鲜产品生意已很
多年袁以前都是收现款袁如今她让孩子弄了个

微信收付款的二维码遥 野孩子教过怎么用袁现
在很多顾客买东西袁都用微信支付袁以前没弄
的时候袁损失了很多生意遥 冶吴女士说遥
吴女士坦言袁自己不太懂网络袁也不懂电

子商务袁因此被骗过几回遥野年初的时候袁有一
个女的来买海鲜袁最后结算是 80元袁我拿出
二维码给她扫袁她拿手机比划后袁扬起手机给
我看袁说已经支付了遥冶吴女士告诉记者袁由于

当时顾客较多只扫了一眼袁看到 80元的支付
画面袁等到回家结算时袁才发现少了这一笔遥
野后来孩子告诉我袁可能遇到了截图伪造支付
款画面的情况了遥 冶吴女士说遥
记者采访中袁 一旁的陈阿姨也说自己曾

经被骗过一次袁过程和吴女士几乎如出一辙袁
野被骗了 60元遥 当时也不太懂袁看到 60元的
画面袁以为就支付成功了遥 冶陈阿姨说遥

随后袁 记者来到新埠岛某菜市场旁一家
餐饮店袁 该店贴有微信和支付宝两种收付款
二维码遥 说起移动支付袁老板王先生较激动遥
野因为不太懂使用微信支付袁 被坑了好几百
元遥冶王先生告诉记者袁现在微信支付很流行袁
不使用会损失很多生意遥野我让孩子帮我打印

了微信的收付款二维码贴在门上袁 但不知道
啥时候被不法分子盯上了袁 在我的二维码上
加贴一张二维码袁名字和头像是一样的袁收入
全入了耶李鬼爷二维码遥 冶王先生说遥
于是袁王先生在店内加装了一个音响袁收

到付款后会有语音提示遥 王先生说安装的音

箱很管用袁他不用再看手机袁只要顾客支付成
功后就会有语音提示袁 声音很大袁 都能听得
到遥野这还不算袁我还要不定时更新头像袁这样
才稍微放心些遥 冶王先生表示袁虽然移动支付
让生活更加便捷袁但也存在安全隐患袁希望大
家能够提高警惕袁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遥

10日上午袁记者来到振兴南路振兴菜市
场走访时发现袁 基本每一个摊位前都贴着微
信二维码和支付宝二维码曰 菜市场西入口处
一个鸡蛋摊位上挂着摊主的微信二维码袁二
维码旁特意写着野转账成功给老板看一下冶遥
摊主大姐说袁眼下二维码支付流行袁现在

每天的收入中二维码收入和现金收入持平袁
所以没有二维码支付不行遥
对于二维码支付被骗一事袁 摊主说她早

有警惕袁野以前有一位顾客一边玩手机一边来
买鸡蛋袁我打包好鸡蛋给他后袁他随手扫了一
下旁边的二维码袁一边走一边付钱袁但后来人

走没影儿了袁但钱还没到账袁直到晚上收摊回
家袁也没有收到那位顾客的钱遥冶摊主说袁她不
明白那位顾客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袁 但她后
来手机放身边袁并设置了收钱到账的声音袁到
账后我才让顾客走袁虽然麻烦些袁但再没发生
过这样的事遥

永兴镇符阿婆家黄皮大丰收袁 为帮儿子
减轻负担袁 符阿婆每天下午骑车来海口走街
串巷卖黄皮遥 9日傍晚袁记者在小区门口和符
阿婆购买了 2斤黄皮袁记者要求微信付款袁付
完钱后记者故意没给符阿婆看袁 但符阿婆也
没有要求看付款界面遥

野起初我不懂什么是微信支付袁孙女跟我
好一番解释我才明白遥 冶符阿婆说袁如今六十
多岁袁 眼睛不好使了袁 平日里只能用老年手

机袁 要想使用智能手机用微信收款还是实现
不了遥对于是否有客人逃单袁符阿婆说她也不
清楚袁 有的客人扫码付钱后主动给她看一下
界面袁有的不给他看袁具体收入对不对袁她也
没有具体算过袁在记者提醒后袁符阿婆才有所
警惕院野我觉得不会有人骗我的吧袁 那我以后
也要注意一下了遥 冶
移动支付的确方便了大家的生活袁 但是

移动支付也是诈骗的高发地带遥 有的骗子利

用很多人对微信尧支付宝的不了解进行诈骗袁
有的骗子伪造各种证明进行诈骗袁 还有的骗
子上演双簧袁企图瞒天过海袁给消费者和商家
都带来了巨大损失遥
警方也借此提醒广大市民袁 遇到微信和

支付宝支付账款的袁 一定要确保收款手机在
自己的身边袁方便及时查看资金有没有到账袁
没有确认之前不要拿走货品遥此外袁不要单纯
相信支付界面袁毕竟它可能只是一张截图遥

假装付钱提着东西跑了

遭遇“李鬼”式二维码

警方提醒确认收钱才给货

商报全媒体讯 渊椰网/海拔手机端
记者 李双 摄影报道冤 近日袁 市民江先
生渊化名冤向商报记者反映袁位于海口美
兰区兴洋大道 4号一家一次性餐具消
毒场未按相关规定生产遥 随后袁记者现
场走访发现袁海口美兰江壮餐具清洗中
心渊以下简称江壮餐具清洗中心冤在餐
具打包环节没有封闭作业袁被食药监部
门责令整改遥 随着记者深入调查袁发现
该厂未能提供排污许可证遥

海口一餐具消毒场不密封作业被责令整改
未办排污许可证钥 12345热线表示将反映给相关部门

顾客吃后腹泻，这家餐饮店被吊证

违规买卖盐，这两家企业被罚款

截图伪造付款画面骗人

显示“支付”却收不到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