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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银行卡需设置密码保障安
全! 这个常识近日被人推翻"""一
位自称银行内部人士在专业理财论
坛上发帖爆料! 告知信用卡不设密
码其实更安全# 记者求证中!本地银
行信用卡中心工作人员! 也默认了
这种说法! 并表示自己的信用卡就
没有设置密码#

名为$!"#$%网友在帖子中表示!

之所以信用卡没有密码更安全的原
因是!信用卡一旦被盗刷!有密码持
卡人负全责! 没设密码则银行可负
责赔偿#

使用信用卡! 到底该不该设密
码& 银行专业人士提醒!目前国内信
用卡用卡环境还不很成熟! 凭密码
交易的持卡人需注意用卡时! 尽量
用手掩盖密码器!防止密码泄露# 而
使用无密码信用卡的持卡人! 也应
该进行多重防护!如短信提醒'交易
金额限制等! 并选择一些有失卡保
障和异常交易监控的银行# 拿到新
卡后! 一定要在卡背面签上自己的
名字! 而且字体笔迹最好有一定的
特色!别人不容易模仿# 这样可以有
效地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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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百味中药组方
专治老肠炎、老胃病，大家都说好！

即日起，打进电话前20名患者，均可享受买5盒送1盒的优惠。您选
择其中任意1盒使用，服用无效，从购买之日起，3天内到原购买药店，无条
件全额退款（凭购药凭证和剩余药品完好包装），绝不让您花一分冤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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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用 盒无效 全额退货1
每盒仅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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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杀菌再活菌，自由修复肠胃粘膜，30天换一个健康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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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种名贵中药提炼“活菌液”
百味舒口服液破解肠胃病久治不愈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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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香洲区法院近日发出全国
首份反家暴$远离令%!禁止多次施暴
的丈夫在距离妻子现居住小区/++米
内活动! 并向当地公安机关发出了
(协助执行通知书)#香洲区法院是全
国反家庭暴力试点法院和全省家事
合议庭试点法院#

[\]PÌ^_`

,月.日!香洲区法院家事合议庭
法官代敏受理了陈圆提起的离婚诉
讼!陈圆向法官哭诉了她从结婚当天
就开始遭受家庭暴力的经历!并申请
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据法院了解!,+/+年国庆节!陈
圆和丈夫曹武举办婚礼#忙完了一天

的婚礼!新娘陈圆正准备出门送几位
来参加婚礼的朋友回家!新郎曹武此
时却变了脸!他没好气地说*$按老家
的习俗!新娘这一天被迎进门就不能
再出去+ %陈圆争辩了两句!曹武忽然
暴怒!当众狠狠地扇了她一耳光#

这只是开端!婚后一年时间内!丈
夫对她的施暴成了家常便饭! 经常在
三更半夜喝醉后回家!对其拳打脚踢#

据湾仔派出所的出警记录显示!,+/+

年/,月至,+//年/,月间! 陈圆就有五
次被殴打后请求出警# ,+//年0月,(

日!她被殴打至耳膜穿孔!左眼淤血'

头皮血肿伴轻微脑震荡,,+//年/,月/

日!她再次被丈夫暴打至眼部淤青'头
部皮下血肿'背部软组织挫伤#

不堪忍受的陈圆逃回父母家中
躲避!老公又多次到父母家及工作单
位辱骂'殴打#今年,月.日刚上班!陈
圆便到香洲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
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

经过审理!法院家事合议庭代敏
法官作出了一份与该院以往保护裁
定不同的禁止事项!除禁止被申请人
曹武殴打'威胁'骚扰'跟踪申请人陈
圆及亲友外!还禁止其在距离陈圆和
父母现居住小区/++米内活动#

abcdefgÅS

为确保$远离令%不会成为一纸
空文!在发出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的当
天!香洲区法院就向当地公安机关发

出了(协助执行通知书)!以监督被申
请人对裁定的执行!若发现曹武有违
反裁定所禁止的行为!公安机关在接
报后会及时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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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河南省方城县警察王
军生在该县检察院剖腹!后经抢救脱
离危险# 家人称其是为抗议司法不
公! 而检察长则表示其涉嫌刑事犯
罪!为保住警察职务!此前曾多次鼓
动家人闹访#

据王军生家人称!,,日上午!王
的二姐到方城县检察院交涉弟弟一
案!未果后站在四楼上!说要跳楼#得
知此事后! 王军生给弟弟打来电话!

称$我也不活了--%# 之后!王在检

察院办公楼内用刀刺进腹部#弟弟赶
到现场后!王军生已被救护车拉走#

$他刚进来就捅自己一刀# %方城
县检察院检察长梁志敏说!王军生用
的是一把水果刀!事发地点为检察院
办公楼的一楼大厅#检察院工作人员
发现后!立即投入抢救#

王军生家人称!从,++(年起!后林
村有数百亩地被征用!补偿款每亩,万
多元!村民们却只领到-+++多元#王军
生一家带领村民上访! 惹恼了从县委

到村委的各级领导#

,++-年!因为一起十年前的殴斗
事件! 王军生五兄弟和一个侄子被
抓!其中三人被判处缓刑# 尚未被审
判的王军生则四处喊冤#

据王家人称! 王军生因为那起旧
案!被关了)个多月!后来检察院既不
起诉!也不开具不予起诉通知书!导致
王无法回公安局上班# 在官方的撮合
下! 王家与其控告的村官一方达成协
议!约定互不再告!一起息访# 但对方

很快食言! 领着当年殴斗的受害者到
处告# 在此情况下!王父去年去世!王
母也多次被下病危通知书! 王军生又
与妻子离了婚!$实在活不下去了%#

方城县检察院检察长梁志敏否认
了王家的部分说法#据梁的说法!王军
生除涉嫌故意伤害! 还涉嫌另一起寻
衅滋事案#目前!王军生属于取保候审
阶段!之所以没有进入审判!是因为其
父母和姐嫂多次闹访# $至于此事!我
们将依法办事# %梁志敏表示#

#Es$

�V2stutd>vw

Bx4yz{|"Ò}Å~��"ut¡x�Õ+��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