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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物品主要包含四大类

　　重庆西站作为重庆重要交通站点之一，每天的人

流量很大，这也导致因旅客麻痹大意遗失物品的事情

常有发生，但不是每一次捡到的物品都能找到失主。

　　在重庆西站联勤指挥部二楼，重庆市公安局沙坪

坝分局西客站治安派出所民警姚冬向记者介绍：“近

几年，随着西站的列车班次越来越多，我们几乎每天

都能收到热心群众捡到上交的遗失物品。因遗失物品

上一般都没有失主的联系信息，完璧归赵的比例不

高。以今年4月为例，我们1个月收到遗失物品124件，

最终归还的只有22件，归还率还不到20%。”

　　在重庆西站失物招领处，无人认领的失物越堆越

多，以至于现在需要一个专用间来堆放。记者看到，这

些物品主要涉及四大类：证件（身份证、户口本、护照、

工作证等）；电子产品（手机、iPad、充电宝等）；箱包

（钱包、行李箱、编织袋等）；钥匙（门钥匙、车钥匙等）。

四原因致身份证堆积千张

　　被捡到上交的证件当中，数量最多的就是身份

证——— 装了满满5大盒。姚冬指着一大堆身份证告诉

记者，能够通过身份证联系上失主，并能及时归还的

情况并不多。这些都是2018年1月重庆西站启用之后

旅客丢失的身份证，日积月累下来已经超过上千张。

这些身份证所涉籍贯地基本上覆盖全国各地。

　　身份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坐火车、乘飞机、住酒

店甚至上网都需要，一般人丢了身份证都会很着急。

因此民警每次捡到身份证，能够通过系统查询到失主

联系方式的，都会第一时间联系。即便失主没空回来

领取，他们都主动联系快递公司，采取货到付款的方

式寄出身份证，可即便如此认领身份证的人也并

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姚冬解释主要有4个原因，第一是

很多人身份证丢失后，担心被坏人利用，第一时间挂

失补办了临时身份证和新身份证，所以老身份证就没

用了；第二是很多人在启用网上身份证的时候，没有

添加联系方式，民警找不到联系电话；第三是部分身

份证失主所在区域是偏远山村，快递无法送达，失主

本人又没时间来取；第四则是身份证上的住地和实际

居住地不符，联系不上失主。

箱包里一定要留联系方式

　　如果说身份证因联系不上失主可以定期进行销

毁、不会造成太大麻烦的话，无人认领的箱包，就成了

民警最头疼的事情了。

　　“因为大型的行李箱、背包、编织袋和桶实在是太

多了，放在联勤指挥部实在放不下，所以我们一般是

在联勤指挥部放半个月，如果还没人来认领，就放到

库房里存着。现在存放的箱包已经占据了大半个库

房，以后存不下了怎么办？”姚冬摇摇头无奈地说。

　　为了尽快找到箱包的主人，民警们只要有空就会

到库房加班，从箱包里的蛛丝马迹寻找主人线索。曾

经成功归还了一个行李箱，不过更多的箱包如何处

理，成了一道难题。姚冬坦言：“有的箱子和钱包看起

来质量很好，如果定期拿去扔了，失主回来找不到肯

定会很麻烦，所以我们也很头疼，不知道下一步该怎

么办。”

　　为了避免丢失的箱包越堆越多，民警提出了一个

特别建议：“希望乘车、出站的旅客，一定要在箱包里

留下一个联系方式，至少要有一个电话号码，方便我

们捡到箱包后第一时间联系失主。”

这些时刻一定要保持专注

　　乘客进站出站，哪些时刻容易造成物品遗失？民

警结合多年失物招领的情况，认为以下几个时刻最容

易造成物品遗失，务必请旅客朋友们注意：

　　首先是列车到站的时候。一般旅客在火车上都会

小憩一会，下车的时候人往往容易恍恍惚惚，所以经

常出现出站时，没有把身份证、手机等物品随身带走。

　　其次是时间紧赶车的时候。很多旅客因为急着赶

车，结果把行李箱、手机等物品遗忘在车上，被司机捡

到后交到派出所。

　　第三种是候车的时候。旅客坐在长椅上往往喜欢

把包、桶、编织袋等物品，放在旁边的空椅上、地上，结

果检票的时候走得匆忙，有些东西就落下了。

　　第四种是上卫生间的时候。厕所的隔间、洗手台、

地面，都是容易遗忘物品的地方。很多旅客上完厕所

洗完手，就忘记了之前放在一旁的手机、钱包、行李箱

等物品，直接走人，把东西丢下了。

　　如果在火车站发生物品丢失，应该怎么办？民警

表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报警并留下联系方式。现在

大部分火车站的主要区域都有监控，基本上东西丢了

都能找回来。还有一些遗失物品被好心人捡到交给车

站工作人员，所以失主最好留下联系方式，方便丢失

物品找回后能迅速联系到失主。

火车站遗失物品堆满半个库房

咋整□ 本报记者 战海峰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乘坐高铁。然而，大家在享受铁路服务的同时，由于疏忽

大意，一些乘客随身携带的行李箱、手机、身份证等被遗忘在高铁站候车室、进站口等

处，徒增不少烦恼。为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车站、派出所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很多努力，

但效果并不理想。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减少旅客丢失物品一再发生呢？近日，《法治日报》

记者在重庆西站进行了探访。

□ 吴雨 陈健 毛振华

　　一夜暴跌30%、一个月价格几

近“腰斩”、爆仓者两手空空……

　　近期，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

暴涨暴跌，激起围观者惊呼、投资者

哀叹。从挖矿到交易再到融资，“币

圈”乱象横生，监管整治已出重拳，

投资者应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

活动。

　　打着“数据中心”的幌

子疯狂挖矿

　　荒凉的河岸边，一栋钢管、彩钢

板等材料搭建的简易厂房中，一排

排大铁架子上近千台电脑主机正高

速运转，散发出阵阵热浪，风扇嗡嗡

作响。

　　如果不是当地人，没有几个人

知道这里是一处比特币“矿场”。给

“矿工”送饭的车每日从四川省康定

市姑咱镇出发，走过一段地图上都

没有的土路，半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像这样隐蔽在深山峡谷中的

“矿场”在川西地区不在少数，“矿

主”们盯上的是这里廉价的水电

资源。

　　他们不少以“水电消纳”为名、

打着“数据中心”的幌子，从事着比

特币挖矿。

　　“哪里的电价便宜，我们就往哪

里走。”一名“矿主”告诉记者，春夏

丰水期一般在川西地区挖，等到冬天他就“转战”内蒙

古、新疆等地，利用火电继续挖。

　　别看比特币是虚拟商品，但获取一枚比特币耗时

耗力，需要根据算法通过计算机持续不断运算而来，俗

称“挖矿”。

　　市场上出现了专门用来挖比特币的“矿机”，有人大

规模购进“矿机”形成“矿场”，没日没夜地“开挖”……

　　“随着比特币越挖越少，经营一家‘矿场’要面临更

高的资本投入和更长的回报周期。”

　　一位“矿主”告诉记者，以前是几十台、几百台购进

“矿机”，现在动不动就是上千台。一些“矿场”一天就耗

电上百万度，很多直接从水电站接线用电。

　　还曾有一位“矿主”颇为得意地告诉记者，其在西南

某地的“矿场”一年耗电量相当于3个市一年耗电总量。

　　业内人士表示，不仅是比特币，随着以太坊、狗狗

币等虚拟货币不断问世，整个虚拟货币挖矿带来的耗

电量正在爆炸式增长，并且这些“矿场”大多集中于我

国，将对能源供给带来巨大压力。

“币圈”投机交易风险重重

　　虚拟货币叫“货币”却不是真正的货币，不能作为

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更不应进行投机炒作交易。但

在利益驱使下，仍有人铤而走险，对“币圈”交易的虚假

资产风险、经营失败风险、投资炒作风险视而不见。

　　“庄家”设局操纵价格。业内人士介绍，包括比特币

在内，绝大多数虚拟货币都存在巨量持有者，他们坐庄

操纵市场价格并不困难。

　　“以某币为例，前10名持有地址拥有近40%的流通

代币，只要巨量持有者目标一致，极易操控价格。”

　　某虚拟货币海外交易平台负责人向记者透露，5月

19日该币最大跌幅超50%，距离此前价格最高点不到三

分之一，很多投资人损失惨重。

　　借尸还魂，“空气币”屡禁不止。在政策重拳下，国

内的首次代币发行（ICO）几乎肃清，但不少平台把交

易转移到海外平台，但发行宣传的主战场仍在国内，并

想方设法绕过国内金融机构风控进行充值交易。

　　“最近狗狗币暴涨，我觉得人们对动物名字的币情

有独钟，就又投资了柴犬币，短短几天上涨20多倍，可

是近期价格暴跌，利润几乎全部回吐。”投资者刘鹏说。

　　在这种盲目投资心态的怂恿下，更多概念奇葩的

“空气币”开始涌现，猫币、猪币、鳗鱼币层出不穷……

　　这些没有实物依托、不具备应用价值的“空气币”，

一旦潮水退去将给投资人带来巨大损失。

　　杠杆交易放大投资风险。在虚拟货币剧烈的市场

波动中，不少投资者加杠杆搏一搏试图“单车变摩托”，

结果往往血本无归。

　　第三方平台提供的交易数据显示，截至25日15时，过

去24小时内有超过14万人虚拟货币杠杆交易爆仓，金额

达46.41亿元。而19日当晚，爆仓金额更是超过400亿元。

远离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

　　我国相关部门早已意识到虚拟货币交易炒作带来

的风险，及时预警，多次出台举措予以整治。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防

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要求各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不

得开展与比特币相关的业务。

　　2017年央行等七部门叫停各类代币发行融资，并

开展专项整治。

　　随后，我国的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和ICO交易平台

基本实现无风险退出，人民币交易的比特币全球占比

一度降至不足1%。

　　尽管如此，一些人仍在观望，维持“矿场”经营；部

分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仍能绕过国内金融机构风控，进

行充值、提现、购买等操作。

　　近期，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有所反弹。中国互联

网金融协会等相关协会联合发布公告，提示防范虚拟

货币交易炒作风险。

　　5月21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五十

一次会议明确提出，打击比特币挖矿和交易行为。

　　“下一步应采取针对性措施，开展虚拟货币挖矿和交

易行为集中整治活动。”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建议，

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对涉嫌挖矿的企业叫停招商引资，切

断增量。综合采取电价、土地、税收、环保等手段，推动存量

挖矿企业有序退出。另一方面，对非法参与虚拟货币交易、

炒作或为之提供支持服务的机构、平台，应联合司法部门

及时处置，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增加整治的威慑力。

　　专家表示，虚拟货币绝非“一本万利”的投资品，虚

拟货币交易合同也不受法律保护。

　　来源：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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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路余 胡婓婓

　　龙井茶以其“色绿、香郁、味甘、形美”的

特质，从古至今广受国人喜爱。龙井茶产地众

多，尤以产于杭州西湖的龙井茶最负盛名。日

前，浙江省慈溪市人民法院通报两起侵害商

标权纠纷案，两茶行在销售茶叶过程中，随意

使用带有“西湖龙井”字样的包装盒包装其他

品牌龙井茶，均被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权利人

起诉侵权。经过法院调解，两被告茶行与原告

达成和解。

　　今年2月初，慈溪法院接连收到两份杭州

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会的诉状，状告慈溪城

区两家茶行在销售茶叶过程中侵犯了“西

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权，要求两

被告立即停止相关侵权行为，并承担赔偿

责任。

　　原告起诉称，杭州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

会是第9129815号“西湖龙井”注册商标的权

利人。根据《“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

用管理规则》，符合使用条件（包括特定生产

地域范围或者特定产品品质或者特定采摘、

加工工艺流程）的经营者可申请使用该商标，

且需与协会签订相关的合同和使用协议。经

过多年努力，“西湖龙井”的品牌价值不断提

升，根据《2020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

估报告》显示，“西湖龙井”商标已具有极高知

名度和美誉度，品牌价值达70.76亿元。

　　杭州市西湖龙井茶管理协会认为，两被

告茶行未经许可，在销售的其他品牌龙井茶

茶叶包装上显著地使用了“西湖龙井”字样，

侵犯了协会的商标权，给协会造成了经济损

失，应承担相应责任。

　　两被告茶行却对杭州市西湖龙井茶管理

协会的起诉感到委屈，称自家茶行并没有

擅自使用“西湖龙井”的商标，店里确实有

售卖西湖龙井茶，且这些西湖龙井茶茶叶

和包装盒都是通过正规渠道进货的。因为

“西湖龙井”的名头响亮，一些顾客在店里

购买了其他品牌的龙井茶后，希望用“西湖

龙 井”的 包 装 盒 包 装 ，以 显 得 商品更有

档次。

　　两茶行认为，既然是顾客主动提出来的，

且茶行在使用“西湖龙井”的包装盒时，并没

有对顾客额外收费，不应该被认定为侵权

行为。

　　在查看了原被告双方提交的材料后，承

办法官对案情有了大致的了解。经原被告双

方同意，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

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其他特征，主

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人文因素所决定的

标志，具有品质担保、质量认证的功能。通过

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可以合理、充分地

利用与保存自然资源、人文资源和地理遗

产，有效保护和促进特色产品、特色行业的

发展。”法官向两家被告茶行解释，对不是

来源于地理标志所标示地区的商品使用特

定的地理标志，会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

源和品质产生误认混淆，这也是一种损害

消费者利益、侵犯商标权的行为。

　　经过承办法官释法明理，两被告与

原告达成调解协议，两被告承诺停止侵

害原告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专用权的行

为，并分别赔偿原告1.3万元。

　　慈溪茶叶市场巨大，茶叶经销商众

多，承办法官直觉两家被告茶行的行

为可能并非个例，便带着案件相关资

料，走访了慈溪市茶业文化促进会。

　　走访中，承办法官向促进会有关

负责人讲述了上述两起案件，双方就

全市茶叶的销售情况、销售过程中可

能涉及的法律风险、企业维权等问

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随后，法院

向慈溪市茶业文化促进会发出司

法建议，建议促进会发挥职能，加

强对茶叶销售企业的引导，减少

茶叶销售领域的商标侵权行为，

保护消费者及商标权人的合法

权益。

真假西湖龙井 别只看外包装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鲁维佳

  “法院早就对你们之间关于彩礼的归还有判

决，已经拖了这么长时间，你也不是没钱。既然拒

不执行，那就准备去拘留所把。”王某见河南省郑

州市惠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人员开具拘留手

续，并通知法警带其到医院做核酸检测及体检，这

才有些怕了，连声说道：“我和他协商，尽快还钱。”

  2018年初，张某与王某经人介绍相识，两人

很快同居。2019年2月，张某提出结婚，并通过转

账方式向王某陆续支付共计5万余元，还给王某

购买了金戒指、金项链等首饰。随后，两人举行

订婚仪式，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订婚后没多久，两人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多

次发生争吵，最后决定分手。张某提出要回彩礼，

王某当即表示拒绝，“这是你讨好我给我的，我们

还同居那么长时间，吃亏的是我，凭啥还你钱？”

　　反复协商无果，张某遂将王某诉至惠济区

法院。法院经审理依法判令王某返还张某彩礼4

万元。判决生效后，王某置之不理，近日，张某申

请法院强制执行。

　　执行人员认真分析案卷材料后认为，本案系

因情感纠纷引发，如果贸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很

可能激化两人之间的矛盾，对两人今后生活带来

更多不利影响，遂尽量做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

作，从源头上化解纠纷。张某表示可以少要一部分

彩礼，但王某坚持认为自己吃了亏，不愿退钱。

　　“张某已经表示让步，但你还不履行法定义

务，根据法律规定，先对你实施拘留措施。等再

追究你的拒执责任，那时后悔就晚了。”见执行

人员动真格，王某主动要求与张某和解。

　　执行人员说，彩礼具有较为浓重的风俗

习惯色彩，是缔结婚约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

行为，一方给付彩礼后，两人一旦分手，往往

在返还彩礼上产生纠纷。在司法实践中，法

院会综合考虑提供彩礼方的经济状况、提

供彩礼的动机和接受彩礼方的经济状况、

索要彩礼的动机等因素，确定彩礼返还的

数额及比例。如果法院作出判决后，双方

就要依法履行，避免矛盾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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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被拘留赶紧还彩礼

□ 本报记者  邓君

□ 本报通讯员 李健斌

  个体法人登记信息已超

期、未完成年度报告，将面临

“征信黑名单”？近日，广东省

佛山市禅城区数家个体户、企

业收到被冠以“工商局”名头的

短信，内容清一色为催促企业处

理工商类事务，商家一时大意点

开 了 短 信 附 带 的 链 接 ，结 果

被骗。

  6月1日，佛山市公安局禅城

分局发布诈骗预警，全力推动“净

网2021”及“全民反诈”行动，提醒市

民谨防以“经营异常”“工商登记”

为名义的诈骗。

  “法定代表人：李××您未完成

今年度报告，请你于5月25日前点击

进po.wf×××kb.cn进行更新，超时将

拉入失信黑名单处理。”5月20日，位于

禅城区季华路某小吃店的负责人李先

生收到了一条短信，内容是提醒他尽

快完成年度报告。“因为我每年这个时

候都要到工商部门更新营业执照信息，

所以才误以为短信是工商局发来的。”

李先生说。

  当时，李先生还以为是工商部门新

出的贴心便民服务，加上自己又确有填报

信息的需要，于是便点开了短信上附带的链接。紧接着，一

个名为“统一企业执照信息管理系统”的网站弹了出来，大

红色的“登记认证”按钮、页面正中的国徽等元素与正规的

国家政府部门网站很相似。信以为真的李先生按照网站的

指引，把营业执照信息、个人信息和银行卡号、银行验证码全

部输入，结果自己的银行卡立即被转走了7300余元。李先生

意识到被骗，赶快拨打110报警求助。

  与李先生的经历相似，在佛山市禅城区朝安路经营五金

商行的刘先生也收到“工商局”发来的短信。“您注册的个体法人

登记信息已超期，请5月26日前进入gov××.cc及时更新，过期按

无证经营处罚！”5月22日，刘先生查看手机时，被这样一条短信吓

到了。担心自己面临处罚，他立即点开了短信附带的链接，进入“工

商行政管理网站”并按要求填写了银行卡号、手机号和验证码，

结果被盗刷了8000余元。目前，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这两起案件。

  “这种骗子非常狡猾，会用官方网站类似页面和网址实施诈

骗。”禅城公安反诈民警介绍，近期禅城区发生多起冒充“工商监

管部门”，以经营企业未报送年报、营业执照显示关闭状态等理

由，对个体户实施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

  反诈民警分析，公安机关在开展“净网2021”行动中发现，在该

类诈骗案件中，不法分子会模仿相关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先行制

作“认证登记”的钓鱼网站，再通过改号软件等工具，一般在正常工

作日向个体工商户发送短信，用“广撒网多敛鱼”的方式物色对象，

只要受害人输入银行卡、手机号、验证码等信息，他们便能从网站后

台实时获取，用于骗取钱款。

民警提醒：请勿点击不明链接

  1．市场监管、工商等部门不会用短信链接的方式，要求企业进行

电子营业执照升级更新、年报登录认证等操作，市民如需办理请到官

方平台申报填写，或到各政府部门窗口办理。

  2．警惕各类短信链接，特别是要求填写银行卡、身份证、手机号码、

验证码等涉及个人信息的内容、敏感信息的，一律不予理睬。

  3．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发现类似情况时，不要点击、不要回复。请及

时与市场监管、工商等部门确认或拨打110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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