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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1 月 15 日电
(记者魏董华、吴帅帅)春运大
幕拉开，手机购票因便利快捷
受到越来越多用户青睐。近日，
有消费者发现，在一些购票
APP 上购买机票时，只填写一
个手机短信验证码就可以完成
交易。

这种“无主动授权、无醒目
提示、无支付密码”的“三无”购
票支付方式，遭不少网友吐槽
“缺乏安全感”。

不用支付密码几

秒钟就被划走上千元

近日，贺女士通过“去哪
儿”APP 购买一张从杭州飞往
北京的机票。选定航班班次、填
完个人信息后，她用一张储蓄
卡付款。

由于此前该卡并未绑定
“去哪儿”，她按照要求填写了
姓名、身份证号、银行预留手机
号码，之后收到一条 6 位验证
码短信。贺女士认为这只是验
证信息，但输入后惊讶地发现，

竟在瞬间被动完成了交易，第
三方平台从银行账户划走了
1000 多元机票钱。

“支付难道不需要支付密
码吗？怎么能只凭一个短信验
证码就直接划款？”贺女士说，
整个过程平台从未提示这是在
进行支付交易，也没有明显提
示输入验证码即为确认支付。

重庆罗先生一个月前在携
程网订机票也遇到类似情况。
没有要求输入支付密码，几千
元就被划走了。“我当时就联系
银行和携程。双方回复说有合
作，不管金额大小，直接闪付不
用输密码。”

记者致电“去哪儿”客
服，对方称，这就是“去哪
儿”网购票的一般流程。不需
要支付密码这件事，属于用户
和开户行之间的事，“我们平
台再智能也不可能从银行直接把钱划走的”。

既然平台称跟自己没关系，那么是否是银行的责任呢？
记者致电贺女士储蓄卡发卡行工商银行客服。工作人员表
示，经用户同意，工行网银等支付渠道是可以开通 300 元以
下的小额免密支付的，其他都需要支付密码或者网银密码。
“但是，和第三方平台签订相关协议后，是可以授权平台通
过其他方式验证、完成支付的。”

记者在“去哪儿”APP 上发现，在支付界面下方有一行字
体非常小、默认自动勾选的规则。打开后发现，共有 19 条细
则，其中第五条规定：“您认可和同意：输入个人信息进行交易
即视为您确认交易和交易金额并已不可撤销地向系统发出指
令，银行或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机构将根据您的指令从您绑定
的银行卡中将您确认的交易资金划扣给收款人。”

业内人士表示，这是通过银联完成的认证支付，是手机支
付的一种方式。如果勾选相关选项，即代表已认可、授权通过
一些验证方式，如通过手机短信等完成认证支付。

这种支付方式的安全性如何？记者使用一部他人的手机，
分别登入携程和“去哪儿”进行购票操作。由于该手机已分别
在两个 APP 中绑定了银行卡，记者在根本不知道该卡密码的
情况下，仅凭借一条验证码短信，就顺利购买了一张 500 多元
的机票。

无主动授权、无醒目提示、无支付密码，

“三无”支付隐患大

记者发现，“去哪儿”平台的做法并非个例。在各类投诉平
台和网络论坛，对此类购票 APP“免密支付”的吐槽很多，有
不少消费者大倒苦水，称对于无需支付密码就可完成交易的
所谓“授权”毫不知情，因此被盗刷钱财的屡见不鲜。

中国电子商务投诉与维权公共服务平台曾接到一位上海
用户对购票网站“格瓦拉”的投诉，称其免密支付无醒目提示。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窗口弹出告诉我是免密支付，没有经
过我任何授权。”该用户称，客服告知这是上海银行“上银快
付”的特征，不需签约不需密码即可支付。但从消费者角度，即
使第三方支付的小额免密，也应通过窗口提醒、要求授权获得
通过。

在免密支付的问题中，消费者常常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被强行默认勾选授权，是另一个被诟病的“霸王”做法。

记者在“去哪儿”APP 上发现，尽管其规则上说明“输入
个人信息进行交易即视为向银行或第三方支付等金融机构发
出指令扣款”，但并未明确告知消费者这个行为无需输入密
码。而且，该授权协议已经被平台默认勾选。

记者还发现，平台还存在“霸王条款”嫌疑。“首次绑卡支
付后，以后每次使用该卡支付，视同已经阅读并同意该规则。”
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如果首次支付时没有点开该规则阅读，之
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看到该规则了。

虽然免密支付客观上方便了消费者，但也增加了被盗刷
的风险。杭州市民徐先生告诉记者，去年 12 月，他的手机曾被
同宿舍同事马某盗走，马某利用小额免密支付功能盗刷了
4000 余元。

尽快提升快捷支付的安全性保护

一些提供免密支付的机构称，他们大多会通过技术手段和
业务控制最大限度地保证支付安全，比如通过反欺诈系统监测
用户的交易行为并对异常交易进行预警，通过数字证书技术保
证交易设备和交易过程的安全，对商户进行严格筛选等。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根据自己的需求、
意向和兴趣，自主选择自己满意的商品或服务。专家表示，消
费者对支付途径同样有知情权，可以选择是否进行该途径的
支付，商家不能采取较为隐蔽的方式，直接替消费者勾选“默
认”，这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北京德和衡(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程学林表示，目前支
付方式多样，必须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交易平台有义务
引导消费者进行选择，告知消费者支付风险，在交易过程中对
支付步骤作出明确提示，保障消费者的支付安全。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表示，便捷快速的网上
支付方式是未来大势所趋，但目前快捷型支付还有很多问题
亟待解决，包括怎样更好地保障用户隐私、优化安全系数等，
同时还要有兜底方案，完善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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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上海 1 月 15 日电(记者贾远
琨、何曦悦)1 月 6 日 19 时 51 分左右，巴拿
马籍油船“桑吉”轮与中国香港籍散货船“长
峰水晶”轮在长江口以东约 160 海里处发生
碰撞。

船体爆炸，烈焰冲天，难以预测的爆炸和
难船不断发出的有毒气体直接威胁着生命安
全……尽管如此，我国海上救助人员仍然冒
着巨大的生命危险登上难船。由于“桑吉”轮
载有 13 . 6 万吨凝析油，不仅随时可能爆炸
或沉没，其不断泄漏、挥发的油料及燃烧产生
的有毒气体都会对海洋资源和大气造成污
染。因此，近十天来，这艘船的动向和救援进
展牵动着全世界的目光。

新华社记者独家采访了登上“桑吉”轮取
回“黑匣子”的 4 位上海打捞局救助人员，为
你揭秘这场艰难的“火海救援”。

黑匣子是如何取回的？

在采访开始前，记者见到了一张无畏又
沉重的照片——— 是登上“桑吉”轮前，4 名救
助人员在“深潜号”上拍下合影，虽然并没有
说出口，但他们都默默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1 月 13 日上午，在充分分析现场情况
后，上海打捞局派出 4 名救助人员登上了“桑
吉”轮。

虽然风浪变小，登上烈火中的“桑吉”轮
仍然危险重重。由于载有十几万吨凝析油和
航行使用的重型柴油，“桑吉”轮随时有可能
发生燃爆，作业船几次因为燃爆被迫后退。

13 日 8时 37 分，吊臂将佩戴空气呼吸
器的 4 名救助人员吊送至“桑吉”轮船艉甲
板，紧张危险的搜寻开始。

在倾斜滚烫的“桑吉”轮上，连上下梯子
这种简单的行为都变得异常困难。取下“桑
吉”轮的“黑匣子”后，救助人员试图进入一层
生活舱，但检测发现生活舱内温度高达 89 摄
氏度，无法进入。

此时，现场风向转变，有毒浓烟不时向船
尾扩散。13 日 9时 03 分，所有登轮救助人员
不得不返回“深潜号”。

就在一天后，“桑吉”轮突然发生爆燃，剧
烈燃烧的火焰高达 800 至 1000 米左右。14
日 16时 45 分，“桑吉”轮完全沉没。

抢在难船沉没之前，救助人员冒着巨大
的生命危险和安全威胁及时取回“黑匣子”，

为后续调查提供了宝贵资料。

为何他们逆向前行？

“我就是去出个差。”这次出发前，潜
水员卢平这样告诉自己的妻子。入职上海打
捞局二十多年来，他从来不详细说自己去执
行什么任务，就是为了不让家人担心。每当
发生海上事故时，所有过往船舶都会按照指
令避航或抛锚，只有海上救助卫士要迎难而
上。

然而，火海中的“桑吉”轮给救助人员带
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挑战。踏上船，脚底灼热；
用手摸，船体滚烫；就连呼吸间，气管都仿佛
要灼烧起来。

队员们都坦陈，出发前有些忐忑，但踏上
热浪滚滚的船体那一刻，一切都被抛到了脑

后。按照既定计划搜寻，尽快完成任务，是唯
一的信念。

“前两天我妻子发了一张新闻图片给我，
里面拍到了我的背影。她问我说，这是你吧？”
徐振涛说，“我赶紧回复她说，不是不是，怕妻
子担心我。”

后续污染问题如何解决？

“桑吉”轮沉没后，船舶溢出的油仍在沉
没海域燃烧。这也引发了各界对后续污染问
题的关注。目前，清污等后续工作正在进行之
中，海上救助人员仍然坚守在现场。

专家分析，“桑吉”轮装载的凝析油性质
独特，其密度很低，挥发性极高，混合在空气
中容易产生燃烧或爆炸。根据各方掌握的情

况，“桑吉”轮装载的凝析油在 5 小时的挥发
量达到 99%，24 小时后几乎完全挥发，万一
发生泄漏，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相比原油
泄漏会小得多，但在空气中弥漫，遇明火易引
发火灾爆炸事故，挥发后将对大气将造成一
定的污染。

沉船后燃油的泄漏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
点。航运专家王桂付分析，“桑吉”轮应该载有
大量燃油，虽然有一定污染可能性，但燃油在
低温状态下将变为凝固状态，如果船舶封舱
较好，由于要经过大量管系阀门，燃油释放速
度应该也会较慢。“经过长时间观测，将来还
可以采取物理、化学手段进行处理。”王桂付
说。

目前，中国海事局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
组，调查工作正在同步进行。

“桑吉”沉没前冒险抢回“黑匣子”
揭秘我国海上救助人员踏上热浪滚滚的“桑吉”进行火场救援

▲ 1 月 12 日，上海海事局的救援船只在向“桑吉”轮喷射泡沫降温灭火。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哈尔滨 1 月 15 日电(记者杨思
琪、王凯)野生兴安杜鹃近来因“枯木逢春”走
红网络，又因“破坏野生植物”而令人忧虑。野
生兴安杜鹃究竟为何物？为何会走红网络？如
何加强保护？记者展开了调查。

“禁花”网上走俏

一到春天，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野
生杜鹃漫山遍野，成为一道美丽风景，因此又
被称为“满山红”。近日，野生兴安杜鹃因“枯
木逢春”“死而复生”的名头，走俏淘宝平台。

记者查询《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
条例》发现，野生兴安杜鹃是黑龙江省重点保
护野生药材物种。据大兴安岭地区行署资源
局介绍，它也是大兴安岭地区重点保护的野
生植物和药材品种，在保护生态环境和森林
植被多样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去年 4 月 28 日，阿里巴巴就曾下达通

知，要求淘宝商家全面停售野生兴安杜鹃等
相关野生植物产品。大兴安岭行署资源局在
去年春季也已开展“保护森林资源十三五”制
止非法采集野生兴安杜鹃问题专项行动，并
于去年 12 月 10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野
生兴安杜鹃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

但时隔数月，这些“禁花”又登上了各家
网店页面，售卖野生兴安杜鹃信息的出现意
味着，大兴安岭地区非法采集野生兴安杜鹃
的现象再次复发。

9 日，淘宝发布《禁售野生兴安杜鹃的保
护公告》，表示即日起调整干支杜鹃的发布管
控标准，“将对兴安野生杜鹃相关商品加强巡
查排查力度。”

偷采为何禁而不止？

《黑龙江省野生药材资源保护条例》规
定，兴安杜鹃的采摘期为 7 月至 9 月，并禁止

用割折枝条的方法采集，从事野生药材资源
的采集需要采药证。

“这就意味着在未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
在规定采集期之外、使用严重破坏野生药材资
源的工具和方法，采集、售卖兴安杜鹃是非法
的。”黑龙江太学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思远说。

大兴安岭地区行署食药监局局长莫学停
回应称，兴安杜鹃在大兴安岭地区的蕴藏量
巨大，药材采摘主要是采叶，一般不会对资源
造成严重破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在于采集
方式不对，折枝可能影响其再生，若长期如
此，可能会使资源衰败。

15 日，记者在一家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
现，仍有一些自营店在出售兴安杜鹃。“苏兮
旗舰店”的店主称，这些花是“纯野生”的，均
由大兴安岭地区砍伐而来。

“违法成本较低，也让兴安杜鹃的采
集、销售现象容易出现反复。”莫学停说，
按照规定，目前对违反者仅是进行没收，以

及最多 2000 元的罚款。

专家呼吁保护与规范并重

面对野生植物因“网红”而遭“灾”，我们
如何做好“护花使者”？

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专家穆立蔷建议，
应尽快推进我国野生植物保护的立法工作，
为野生植物的保护提供更坚实的法律保障。

其次，当地政府应依法严厉打击违法采集、
收购、运输、销售野生兴安杜鹃违法行为，通过定
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加强对所在地市场、物流、快
递公司的监管，从源头上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据大兴安岭地区行署资源局介绍，相关
部门已采取抽查等方式，对 11 个县区林业
局、 32 个林场管护区及所有菌包厂、木材
加工厂开展检查，查扣非法运输野生兴安杜
鹃车辆 4 台，暂扣违法运输野生兴安杜鹃
250 箱。

它是受重点保护的野生植物和药材品种，对保护生态起重要作用

网售盗采野生兴安杜鹃为何屡禁不绝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记者于佳
欣、申铖)企业无法及时读懂国家政策怎么
办？“走出去”过程中遇到“水土不服”怎样破
解？如何应对贸易摩擦和纠纷？在中国开放进
入新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对于贸易投资
和各类专业服务的需求也在提升。

为了更好满足企业需求，中国贸促会在
1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全部设立了服务中心，

并于 1 月起正式运行。自贸服务中心将为企
业提供哪些“贴心”服务？如何利好企业？对
此，记者进行了梳理。

提供“风险预警”等服务

为企业“出海”牵线搭桥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国
企业“走出去”热情高涨，但其中面临的风险
和挑战不容忽视。不少企业因为自身风险评
估能力较弱，加上部分国家政局不稳和政策

多变，走出去过程中“水土不服”状况频现，部
分企业甚至存在恶性竞争。

记者在自贸试验区采访了解到，不少企
业“走出去”意愿很强，但较为分散，加上对目
的国投资与营商环境情况了解不够，存在一
定的盲目性。

应对企业走出去“有心无力”的问题，
自贸服务中心“对症下药”。据贸促会副会
长卢鹏起介绍，自贸服务中心将建立综合信
息网络服务平台，向区内企业及时发布国内
外政策法规变化、国别行业、风险预警、贸
易商机、企业信用等方面信息，引导企业有
序“走出去”和理性投资，避免踩红线、触
禁区。

“走出去”过程中，国际贸易风险和经贸
摩擦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通过这里的培
训和服务，企业将了解到最新贸易摩擦动向
和纠纷解决渠道，大大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
应对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
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未来，会有更多企业“走出去”，通过对自
贸试验区内企业提供风险预警、国外政策法
规变化等信息，自贸服务中心将让企业“出
海”之路更加平坦顺畅、行稳致远。

“定制化”培训+宣讲

企业了解政策“不掉队”

为了给企业创造更优化的营商环境，国
家和地方都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是不少企业
家苦于没有时间，对国家新出台的政策了解
不及时，并未充分享受到优惠和便利。

记者在之前的一次调研中就遇到，一个
地方出台了 185 个支持性文件，但中小微企
业仍在叫苦，原因是真正了解并看懂政策的
企业不多。在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也存在这
样的问题，通过论坛、培训、座谈会等形式及
时听取政策宣讲和解读成为他们的心愿。

自贸服务中心恰好满足了企业这方面的
需求。卢鹏起说，自贸服务中心将组织政策法
规、国际经贸规则、税收信贷、跨境贸易投资业
务等方面的专题培训，帮助自贸试验区企业更
好掌握和运用相关政策，提升国际竞争力。

据悉，自贸试验区还在筹建自贸服务中
心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面向区内管理
部门、所在地方贸促会和企业，及时发布各类
信息，推动信息共享与业务交流，促进企业间
经验交流和分享。

这一中心的设立还将推动制度创新。一方

面，建立营商环境监测体系，持续关注并反映
自贸试验区和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诉求，
同时组织自贸试验区管理部门赴境外考察，为
对照国际最高标准进行制度创新提供借鉴。

提供商事法律服务

企业应对纠纷更“得心应手”

研发投入大，辛苦孵出的成果却被人窃
取怎么办？贸易由大变强，企业“走出去”增
多，遭遇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怎么办？商事法
律知识的欠缺，已经成为阻碍企业参与更高
水平国际竞争的一个“拦路虎”。

这方面正是自贸服务中心的业务之一。据
卢鹏起介绍，服务中心依托贸促会中国国际经
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和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充
分借助贸促会已建立的中外多双边联合调解
中心和地方调解中心体系，在区内开展商事调
解业务，宣传推广 ATA 单证册制度，扩展商
事认证服务领域。提供与自贸试验区建设相适
应的知识产权服务，帮助区内企业不断提高知
识产权创造、运用、管理和保护能力等。

可以预见，无论是企业在境内经营，还是
“走出去”，商事法律专业服务的提供，将让企
业在应对商事纠纷和摩擦中更加“得心应手”。

中国贸促会在 11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服务中心，1 月起正式运行

自贸试验区企业能享受哪些“贴心”服务

自贸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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