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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支付存漏洞 盜款無痕跡
安卓用戶接連被刷卡 用支付寶平台需警惕

京津冀排污標準將統一 昆明兩車相撞6死6傷

奶粉生產信息將被「跟蹤」

皮山暴恐分子謊稱迷路被擒

錢塘江潮水捲走人兩亡

廣西男子校門口砍傷7人 4人重傷 「海貝思」登陸汕頭
廈深高鐵減速

6月15日，北京市2014年高考評卷媒體開
放日，北京大學的評卷現場實行封閉管理，增
設安檢門與手持掃描儀等設備並派武警保衛。
今年北京市近7萬考生在7個考區、101個考
點、2173個考場參加考試，共需要閱卷近24.6
萬份。 ■中新社

近一段時間，接連收有手機用
戶報案，稱其銀行卡存款突

然不翼而飛。警方介紹，這些用戶
的銀行卡以及保障網銀安全的軟
件、密碼都沒有丟失過，更為奇怪
的是，在整個盜刷過程中，當事人
也沒有收到銀行發送的賬戶變化簡
訊。

公共Wi-Fi攻擊植惡意程式
據了解，由於安卓（Android）

操作系統的開放性，一旦暴露出
安全漏統，便會對用戶信息安全
產生危害。北京清華大學專家諸
葛建偉表示，攻擊者只要設置一
個公共無線網路（Wi-Fi），可在
安卓手機用戶使用這個網路時控
制手機，透過指定的電腦取得手
機最高權限。
諸葛建偉說，攻擊者取得手機最

高權限，就可任意植入惡意攻擊程
式，當用戶用手機登入支付寶進行
消費時，攻擊者就會植入木馬，取
得用戶帳號、密碼、支付密碼等資
料，同時攔截認證碼，並屏蔽銀行
通知刷卡的簡訊。
研究人員發現市場上的幾款手機

都存在同類安全漏洞。諸葛建偉

稱，除小米2機型外，像三星的
Galaxy S4、谷歌的Nexus4等一些
機型，也都同樣存在着這樣的安全
漏洞。

專家：平時關閉自動連接
專家進一步測試後還發現，這種

安卓系統安全漏洞，使攻擊者不但
可以隱蔽地盜刷銀行卡，而且還
可以在達成攻擊目的後，完全擦
除攻擊痕跡。「這樣的話，即使
你進行報案，警方也沒有任何的
辦法找到攻擊者的線索。」諸葛
建偉說。
央視報道稱，支付寶等第三方支

付平台安全事件發生概率並不低。
截至目前，支付寶聲稱其風險概率
為十萬分之一。支付寶公司技術人
員表示，「我們沒辦法去擔保所有
用戶的支付寶全部是安全的。」
專家提醒，用戶盡量避免使用免

費又不需要密碼的Wi-Fi，平常最
好關閉手機自動連接功能，以免自
動掃描並連接上不設密碼的Wi-Fi
網路。
央視引用一份統計數據，內地去

年移動支付的金額已經超過1萬億
元，增長達556.75%。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每周質量報告》

節目稱，隨着內地移動互聯網的不斷普及，

利用手機等移動設備進行支付交易的數量與

日俱增。據專家表示，使用裝有安卓（An-

droid）系統的移動設備登入支付寶等第三方

支付平台，由於安全漏洞，可能會被盜刷銀

行卡，造成財產損失。用戶甚至不會收到銀

行提醒簡訊。而攻擊者更會擦除「作案」痕

跡，令警方無從追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今年
第7號颱風「海貝思」近日在南海生成，並於昨
日下午16時50分在廣東汕頭登陸，成為今年以來
登陸中國的第一個颱風，未來兩天將給廣東帶來
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及6到8級大風。受其影
響，廈深高鐵惠州南至詔安區段限速運行，列車
不同程度晚點，大批旅客聚集在候車大廳及售票
窗口等待退票。
據廣東省氣象台介紹，颱風「海貝思」昨日在
汕頭市濠江區上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9級
（23米／秒），中心最低氣壓986帕。粵東海面、
珠江口外海面、巴士海峽、台灣海峽南部海面和南
海東北部海面風力達到7級到9級陣風10級。氣象
部門預計，今日汕頭、潮州和揭陽將有暴雨到大暴
雨局部特大暴雨，並伴有6級到8級大風。深圳、
東莞和河源北部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

多趟列車停運航班取消
受「海貝思」影響，廣州南、潮汕、溫州南、
深圳北、福州南、龍巖等多趟始發列車停運，廈
深鐵路惠州南至詔安區段限速80公里運行，廈深
鐵路上下行列車出現不同程度晚點。深圳北站候
車大廳內聚集了大批旅客，經常往返於深港間的
港人陳先生抱怨稱，今年以來已經多次在周末出
行時遭遇到颱風等惡劣天氣影響行程，為避免明
日情況更糟，已第一時間改乘巴士返港。
此外，15日潮汕機場國航揭陽來往北京的

CA1348/1347航班取消，上航揭陽來往上海浦東
的FM9290/FM9299航班取消，東航揭陽來往上
海虹橋的MU5356/MU5355航班取消。

香港文匯報
訊 據新華社
報道，昨日凌
晨 3點左右，
浙江杭州錢塘
江七堡丁字壩
發生一起潮水
捲走人事件。
記者從浙江杭州江干區相關部門獲悉，潮水捲走
越過護欄的一男二女3人，男子自行爬上岸，兩
名女子死亡。警方提醒，觀潮者切勿下堤觀潮，
漲潮時激起的浪潮可達數米甚至十多米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從廣西賓陽縣
委宣傳部獲悉，昨日下午14時 50分左
右，一名男子手持砍柴刀在賓陽縣賓陽中
學門口附近砍傷6名群眾，包括該校1名
中學生，並導致1名參與抓捕的協警受
傷。據了解，此人曾有精神治療紀錄。
據介紹，賓陽縣公安局接警後，立即組

織警力趕往現場處置。在抓捕過程中，行
兇者與1名協警受傷。隨後傷者全部被送
到縣人民醫院治療，除受輕傷的行兇者
外，4人傷勢較重，3人輕微傷，均無生命
危險。據了解，其中1名傷者為賓陽中學
學生，其他傷員均為賓陽籍群眾。
警方調查到，行兇者姓羅，現年38歲，

有精神治療紀錄，目前尚未得知其持刀行
兇動機。
當天值班的賓陽縣委書記張先進接到報

告後，率領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趕到縣人民
醫院看望受傷人員，安撫傷者家屬。同時
成立案件專案領導小組，對相關事宜進行
統一處置。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調查處
理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報道，近日，新疆皮山縣
當地居民擒獲3名暴恐分子的事件。事發當日，有
村民發現一串標着暗號的腳印，6位村民隨腳印找
到3個陌生人，他們自稱找駱駝而迷路。幾經盤問
下，這3個陌生人眼看被識破，3人突然掏出刀子和
打火機，原來他們是攜帶爆炸裝置的暴恐分子。6
位村民奮不顧身與之搏鬥，將他們一舉擒獲。
據一名當事的村民回憶，「他身上鼓鼓囊囊的，

我就覺得他有問題。他說，我們都是維吾爾族，又
都是穆斯林，不要背叛我們，讓我們幹我們的事。
這下我們確定這夥人一定是暴恐分子。」另一位在
擒獲暴恐分子過程中受傷的村民說，「一個暴徒拿
着匕首準備捅過來，我的頭被一塊石頭砸中，暈了
一下，不過我還是站了起來，跟他們搏鬥，從他們
手上奪取了匕首、打火機。」暴恐分子隨後被制
服，群眾當場從他們身上收繳12枚爆炸裝置和1把
砍刀。在各族群眾協助下，皮山縣警方在戈壁灘、
棉花地等處又清查出該團伙的12枚爆炸裝置。
另據天山網報道，新疆自5月23日開展嚴厲打擊

暴恐活動專項行動以來，全疆各族群眾堅決支持嚴
打行動，他們積極檢舉揭發犯罪活動和嫌疑人員，
協助警方抓捕暴恐分子，形成了反恐人民戰爭的
「汪洋大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琳北京報道）醞釀一年多的「食
品質量安全追溯系統平台」14日正式開通。工信部總工程
師朱宏任介紹，2014年底將把嬰幼兒配方奶粉行業企業
100%納入追溯體系。屆時，消費者通過智能終端就可以實
現對產品生產、流通、使用等產業鏈全程信息的實時實地
跟蹤。
朱宏任表示，先期納入了6家嬰幼兒奶粉生產企業、2家
白酒生產企業，以及1家肉類食品作為試點企業，2014年
底實現試點企業所有應公開信息和產品生產、流通、使用
等產業鏈全程信息的實時實地跟蹤、信息匯總與分類使
用。
據了解，伊利集團在2004年即開始建設嬰幼兒奶粉追溯
體系，一位伊利工作人員向本報記者演示，通過產品包裝
上的專屬追溯碼，消費者運用智能終端，可以向前追溯到
奶粉產於哪個分工廠、奶源是何時何地來自於哪個牧場，
向後追溯到它具體發往的市場，實現放心購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從雲南省石林縣政府新聞辦獲悉，昨日晚
7時許，雲南昆明市石林縣境內九石阿旅遊專線發生一宗兩輛機動車
相撞的交通事故，現場造成小型旅遊客車駕乘人員共6人死亡、6人
受傷。
事故發生後，石林縣立即啟動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應急處置預

案，開展事故現場處置工作。與此同時，雲南省交警總隊及昆明市
公安局、市交警支隊人員相繼趕到現場組織指揮救援、事故原因調
查等工作。
目前，事故原因調查、善後處理工作正在進行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京報》報道，京津冀一體化
發展規劃整體方案的專家昨日表示，「京津冀一體化
將首推環保，三地將逐步實現排污標準統一。」《京
津冀地區生態環境保護整體方案》已形成，預計將於6
月底出台。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常紀文，是參與京津冀一體化發展規劃整體方案的專
家之一。他介紹，參與方案制定的一些專家建議，京
津冀地區要統一污染排放標準。目前，京津冀三地的
環境質量標準執行的是國家標準，但是三地的地方污
染物排放標準有所不同。
常紀文認為，如果排污標準不統一的話，會出現

「我保護環境你污染」的局面。而統一標準後，更加
有利於監管。但對於河北來說新的標準意味着要比原
來更嚴格，可能實現不了。他建議，中央和北京出資
金予以支持。
常紀文表示，地方污染物排放存在數據造假的情

況，京津冀在統一排污標準之外，更需嚴格執法。他
建議，由環保部統一監測京津冀區域環境。「最好讓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官員、NGO和媒體一起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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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楊光 太
原報道）記
者日前從山
西省紀委獲
悉，山西省
交通廳原廳
長段建國因

嚴重違紀違法被立案檢查。經
查，段建國在擔任省交通廳廳
長期間，工作中玩忽職守給國
家造成巨大損失；利用職務便
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
額賄賂；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
受禮金。依據《中國共產黨紀
律處分條例》和《行政機關公
務員處分條例》之規定，段建
國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其
涉案1663萬元人民幣、5萬美
元、0.5萬歐元和價值34.75萬
元的金條被依紀依法收繳，涉
嫌違法犯罪問題已移送司法機
關處理。

高考評卷封閉管理

攻擊流程說明：
用戶： 登入公共Wi-Fi → 登入支付寶消費 → 銀行卡被盜刷

↑ ↑
攻擊者：控制手機取得權限 → 植入木馬取得資料 → 攔截認證碼竊取賬戶

■免費Wi-Fi或成為隱患。 網上圖片■使用安卓系統的手機在登入支付寶。 網上圖片

■涉事男子被當場制服。 網上圖片

■工作人員展示如何運用手機追溯乳粉的生產信息。
記者馬琳攝

■段建國
資料圖片

■車禍現場。 網上圖片

■錢塘江大潮。 資料圖片

■廈門上空烏雲壓城。 中新社

■「海貝思」來襲，廈門市民冒雨騎行。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