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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起!上海黄金交易所将执行
新的费率方案!部分品种的费率有所下
调" 这意味着! 投资者涉足黄金投资
门槛更低!更加便利了"

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公告!从今
年,月.日起!金交所将执行新的费率方
案"在黄金品种上!6;<7=>?手续费率从
"@:,A调降至:@:B9C#黄金现货品种手
续费率从:@:*9C调降至:@:*C" 白银品
种的手续费率从:@:,C调降至:@:B9C"

铂金品种的手续费率从:@:9C调降至
:@:*9C" 其他品种<合约?手续费率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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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日报&报道!B月D日晚上
/时许! 广州市天河区棠下街一名男
子李某珂被可疑燃爆物品炸伤面部
和手部' (从眼眶里挑出上百颗碎玻
璃!有些碎片很小很小!导致手术费
时更多' )参与手术的医生说' 经历*

次手术后!李某珂性命无忧!但双眼
难保复明' (左眼破裂了! 估计不乐
观! 右眼还有9:!至D:!的机会复
原' )医生说'

广州天河警方向媒体通报!该案
件已经告破!天河警方经过侦查!于B

月/日凌晨.时许在番禺区将犯罪嫌
疑人郑某*男!,/岁!河南杞县人+抓

捕归案' 据警方人士透露!在现场取
证搜集到了钢珠,导线,电池,烟花爆
竹所用的火药和拉动式引爆装置!装
置炸弹的盒子仅.:EF".9EF大小!-炸
弹制作得非常精致!手法非常专业' )

犯罪嫌疑人郑某初步交代.他因其前
女友曾与被害者交往! 心怀怨恨!蓄
意报复!遂自制燃爆物品邮递至被害
人住址!当被害人打开邮递物品时发
生爆燃致伤'

受害人李某珂的亲戚李先生称!

将会起诉快递公司!正因快递公司把
关不严! 没有仔细检查便接收包裹!

才会使炸弹安然送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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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于去年曾
联合发布了D#9项国家标准! 其中的
/快递服务&系列也被列为国家标准'

从今年9月.日起!快递投递员在收寄
邮件,包裹时!应如实记录收寄物品
的名称,规格,数量,收寄时间,寄件
人和收件人姓名地址等内容!记录保
存期限应不少于.年'

日前!圆通速递通过宣布!首次

寄件客户, 无固定场所寄件客户等!

需先出示身份证!由快递业务员核对
身份! 并对包裹物品进行验视后!方
予以收件' 圆通强调!快递实名制并
非百分之百查验身份证!主要针对的
是散件客户'

另外多地已经开始试行快递实
名!比如,月.日北京将开始执行快递
当面检视!广东大部分城市已经开始
实行了快递实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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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年9月.日我省是否将在
快递行业实行实名制的问题!记者##

日向海南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
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 该负责人表
示!截止目前仍未接到国家有关部门
对实行快递实名制的相关通知!因此

仍未确定实名制后投递快递的具体
操作流程'

对于邮寄物品的安全问题! 这位
负责人说!除了企业和业务员把关外!

主管部门不断加强监管! 确保快递行
业的各项工作能严格执行操作'

如果实行实名制! 会对快递行
业带来怎样的影响0在蓝天路收件的
派件员符先生认为!一旦推行快递实
名制! 那么收发环节工作量就要大
增!要核实寄件人身份!要留身份证
号等有效信息! 收件效率会降低不
少!也可能会有很多人嫌麻烦!减少
快递量!会对业务带来不少的冲击'

-快递实名制!对规范行业作
用不大!且可操作性并不强' 1一
位业内人士也向记者坦言! 实名

制操作起来难度大'

随后记者又采访了不同公司
的快递员! 他们对拆包验货的回
应相同!都表示为了增加业务量!

留住客户! 通常情况下会选择尊
重客户!-如果客户不愿意! 我们
是不会强行拆包验货的' )在顺丰
快递工作的派件员小王说! 有的
市民能理解! 也比较配合快递员
拆包验货#而对于不配合的市民!

他也不会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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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国兴大道附近的张女士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支持快递
实名制的实施' -实名制说明各项
工作流程都能透明化! 给消费者
很大的知情权' )张女士说!由于
粗心的原因! 张女士在邮递包裹
时会偶尔把存单弄丢! 这样一来
丢了单号也就不能查询包裹的位
置' -实名制后直接输入姓名和证
件号码就能查询包裹! 感觉会比
较方便' )

在受访的十几位市民中!大
都认为快递实名制后! 会增加包
裹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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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使用快递服务的刘女士

就对记者诉苦.-不知自己的手机
号码怎么被保险公司, 证券公司
知道的! 几乎每天都能接到推销
的电话!真是太烦人了'

如果快递以后也实行实名
制! 把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统统告
诉快递公司!这样一来!这些重要
的信息会不会被快递公司泄露出
去0

现在社会上许多人利用别人
的身份证号和手机号实施诈骗!

想想就让人害怕' )

林小姐为某公司办公职员!

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要向外省邮寄
公司资料' -有时会涉及到公司隐
私' )林小姐也对公司资料是否被
泄露表示出自己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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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纽约黄金价格大幅反弹后继
续收高' 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
货市场交投最活跃的*月合约收于每盎
司.GG.@,美元!为去年..月.D日以来的
最高水平! 比前一交易日上涨.#@/美
元!涨幅为:@G!'

市场分析师说! 希腊第二轮救助
计划获得通过的消息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市场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担忧!提振了
风险类投资品种的市场情绪!而近日黄
金与股票等风险类投资品种的表现趋
于一致!也支撑金价'

资深黄金分析师麦克2戴利说!随
着石油出口国伊朗动荡局势的恶化!避
险性需求和通胀预期支撑贵金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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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上曝出农业银行和建
设银行的电子银行体验机存在安全漏
洞问题!##日!瑞星公司安全测试团队
前往农行中关村支行对其真实性做了
体验测试! 测试结果表明安全漏洞问
题确实存在'

对于电子银行出现安全漏洞!记
者致电农行建行!两行没有承认此事'

瑞星称!某些网点的机器可以访
问内部网络! 利用漏洞可获取本机管
理员权限!再利用本机权限去对内
网进行渗透攻击' 黑客一旦取得本
地文件夹的浏览权限! 便会通过提升
权限的操作获得最高系统管理员权
限!便会在机器上搞破坏!诸如植入木
马,记录用户姓名,密码,手机等信息!

更有甚者!直接进行转账!套取用户金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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