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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同班的好几名男同学
都开起了淘宝店，菲菲也捺不
住性子，决定在淘宝网上开网
店卖些化妆品，一方便锻炼一
下自己的能力，也顺便捞上人
生的第一桶金。

9日下午，菲菲终于迎来
了她的第一位客人。买家“糙
灵薛皮”想买一套美白基础套
装，双方商量好价格后，买家
在付款时称界面显示无法付
款，并发了一张截图，截图显

示“抱歉，无法完成付款，该商
家未办理正品保障服务，客服
已经介入，请稍后再试”。

头一笔生意怎么能放
弃，菲菲有些急躁，并赶紧安
抚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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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的麦子：小新，今天
发生了一件事，让我感慨颇
多，想跟你聊聊。

晚报小新：听你这语气，
是关于家人的吗？

蓝色的麦子：你真是诸
葛 亮 附 身 啊 ，这 都 能 猜 出
来？！是关于孩子和父母的
一件事。

晚报小新：哎哟，感谢您
的夸奖，*^﹏^*。快说是什么
事啊？

蓝色的麦子：今天上午，
同事给了我一个外国进口的
蛇果。我一看标签，要 20 多
块钱呢，就没舍得吃，中午给
老婆和儿子带回去了。

晚报小新：看来你是个
好老公兼好老爸啊！

蓝色的麦子：汗颜汗颜。
带回去之后，我老婆也没舍得
吃，然后给儿子吃了。可是，
小家伙刚咬了一口，就把蛇果
丢到垃圾桶里了，还一脸嫌弃
地说“不好吃”。

晚报小新：啊！这难道
是咱洛宁苹果吃多了的结
果吗？

蓝色的麦子：这外国苹果
或许不那么合口味，可这东西
那么贵啊，怎么说扔就扔啊！
我当时可真是气不打一处

来！
晚报小新：可以理解你

的心情，真是委屈了你这个
好老爸！

蓝色的麦子：我刚要教
训儿子，突然觉得刚才的那
一幕如此熟悉，一件件类似
的往事犹如过电影一样在脑
海中浮现……

晚报小新：这事以前也
发生过吗？

蓝色的麦子：是啊，不过
不 是 我 儿 子 ，是 小 时 候 的
我。唉，那时候我也曾经像
他这样，不知道体恤父母的
一片好意……

晚报小新：看来，你还要
在好儿子的道路上加油前
进啊！

蓝色的麦子：是啊！发
生这件事之后，我想了很多，
晚上吃完饭就赶紧和媳妇去
超市，买了一堆东西回家看
爸妈了。看到爸妈开心的样
子，我心里真是感慨万千啊！

晚报小新：嗯，知错能
改，善莫大焉。同志仍需努
力，精神仍需坚持！

蓝色的麦子：多谢小新
鼓励！O(∩_∩)O，我一定会
努力成为好儿子兼好老公兼
好老爸的！

晚报小新：加油加油！
↖(^ω^)↗

（记者 李喆 整理）

我市一名女大学生网店刚开张，就遭遇“客人”和“淘宝客服”联手设下的
陷阱，业内人士提醒，识别交易骗局，有些细节要牢记

步步落入圈套，她被骗走2000元

□见习记者 刘晓宇

“第一次想自己做
点儿生意，没想到就遇
到了骗子。”近日，在河
南科技大学读大三的女
孩菲菲（化名）在淘宝上
开了一家网店，一“买
家”谎称无法付款，而

“淘宝客服”随即主动告
知菲菲交“保证金”才能
交易，初开网店的菲菲
没有经验，老老实实交
了 2000 元，当“淘宝客
服”再一次索要钱时，才
引起了菲菲的警惕。

网络交易中，别轻易打开他人发来的网址

像菲菲这样上当的新卖家并不少。淘宝网在其官方网站上
提醒，卖家开店前应仔细阅读相关规则，谨防上当。

“网络交易中，不要轻易打开任何人发来的网址。”业内人士
提醒，绝大多数正规网站不会以聊天的形式要求客户进行交易，
如果对方发来网址要求交易应提高警惕，最好要求对方提供交
易方法，自己在官方网站上进行操作，以免误登钓鱼网站。

认真查看域名，仔细比对别大意

“许多钓鱼网站会注册与正规网站十分相似的域名，市民仔
细比对后便可识别真假。”业内人士提醒，如果不知道常用网站
的真实域名，不妨将域名在百度新闻搜索中搜索，看域名是否出
现在正规媒体的新闻中，按出现的次数及内容再进行判断，或者
使用hao123等大网站的银行链接进行比对。

中了他人圈套，她被骗走2000元

付款完成后，菲菲急着问
是否已办好，然而，“网店协助
13776”又称由于菲菲出售商
品属于实体系列，需要办理

“假一赔三服务”，办理成功后
才能正常交易。

这时，菲菲收到了“ali-
pay@alipcy.com”发来的电
子邮件，邮件中自称是支付
宝官方系统，告知菲菲“正品
保障服务”已通过审核。当
菲菲问起办理“正品保障服
务”的2000元为何没有退还
时，“网店协助13776”称需要

办理完“假一赔三服务”，才能
一并返还。

感到有些不对劲儿的
菲菲仔细看了看支付宝账
单，她突然发现，此前办理

“正品保障服务”的 2000 元
竟然打给了一个名为“*金
林”的人。此时，“糙灵薛皮”
和“网店协助13776”突然同时
下线。菲菲随即拨打淘宝网
客服电话，客服工作人员说，
淘宝网的客服并不会主动联
系卖家交纳“保证金”等费用。

这时菲菲恍然大悟，她是

被“买家”和“淘宝客服”联手
骗了，于是马上向古城路派出
所报案。目前，古城路派出所
已对此案介入调查。

其实，菲菲所遇到的网络
诈骗并非没有破绽。仔细观
察即可发现，发件人“ali-
pay@alipcy.com”与真正的
支付宝账户“×××@alipay.
com”仅一个字母之差。“如果
菲菲懂得辨认域名，且提前要
求对方发来验证邮件，就能尽
早看清对方伎俩，避免上当。”
一位业内人士称。

“淘宝客服”主动联系，称店主须交“保证金”才能交易

就在菲菲着急的时候，其
旺旺账号上跳出了一个名为

“网店协助13776”的人，对方
发来十分标准的服务用语：

“亲，您好，办理正品保障服
务您需要充值 2000 元至您
的支付宝，充值完成后预留
一个联系电话，官方会安排

工作人员给您致电，协助您
进行处理！”

为了留住买家，菲菲立即
给支付宝充值 2000 元。随
后，“网店协助 13776”要求
菲菲发送支付宝状态截图，
并称将帮助菲菲检测下安
全级别。紧接着，“网店协助

13776”给菲菲发来一个网址
http://me.alipay.com/ali-
pa3302，并发来图片示范，
让菲菲在“付款金额”“付款
说明”中分别填写“2000元”
与“正品保障服务”。同时
表示，办理完后，将把钱如
数返还。

大学生开网店，头笔生意“遇阻”

识别交易骗局 这些细节要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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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件人的账户与真正的支付宝账户仅一个字母之差 （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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