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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宝付款码将只用于线下付款
转账收款统一到
“我要收款”
解释：付款码易被不法分子用来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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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支付宝的人可能都知道， 很方便。不过，今后使用这一功能
支付宝首页上有个“付款码”，既能 要受限。近日，支付宝官方公告，从
向商户付款，也能向别人收钱；由 2月20日起，支付宝付款码将专码
于付款过程不用加好友，也不用输 专用，只用于线下付款，不能用于
账号，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使用起来 转账收款。

【新规】

下周起，转账收款将被关
付款码只能用于线下付款

14日，支付宝官方微博发布消 员用扫码枪扫一下可完成收款；另
息，从2月20日起，支付宝付款码将 一个是扫码收钱功能，通过这个功
专码专用，只用于线下付款，不能 能，就算彼此不是支付宝好友，也可
进行转账收款。
以通过扫描对方付款码从对方账户
据了解，所谓支付宝的付款 中收钱，只要用支付宝首页的“扫一
码，其实就是一个动态二维码，相当 扫”就能完成收款、转账。
于将你的“银行卡+密码”放在了这
而此次关闭的就是第二种功
个二维码中。目前，付款码有两个功 能，即扫码收款功能。记者昨天试
能：一个是对支付宝签约商户提供 验，在面对面扫他人付款码时，仍
的扫码付款功能，必须要有专业的 可以正常向对方收账，但点开付款
扫码枪或摄像头等设备才能完成， 码选项后页面会有提示：
“2月20日
超市购物时只需打开付款码，收银 起，转账功能请用‘我要收款’”。

【缘由】

付款码易被用于诈骗
已发生不少类似案件

支付宝为何突然叫停付款码 钱，易被不法分子用来诈骗。
的收款功能？
记者了解到，付款码支付具备
对此，支付宝方面解释，付款 一定额度的免密功能，较小金额
码既能向商户付款，也能向别人收 一般不需输密码，一旦泄露付款

绘图 沈江江

码，骗子就可在这张付款码的有效 有一分钟，但也可能给骗子以可乘
期（一分钟）内刷走金额，此前已发 之机。
生不少类似诈骗案件，骗子使用商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支付宝付
户扫码枪对着骗回来的付款码，一 款码在扬州用户中也使用比较普
扫即收。还有一些骗子专门在网上 遍，不少商场、超市、便利店都在使
以卖东西为由，要别人的付款码。 用付款码收款，使用确实很方便。设
有的网友不懂风险，把付款码发送 想如果有不法商户在扫码的同时，暗
给别人，账户里的资金被转走。也 中拍下消费者的付款码，那消费者的
就是说，虽然付款码的有效时间只 支付宝账户无疑存在很大的风险。

【解释】

并非禁止二维码转账
收款统一到“我要收款”

不少人担心，关闭付款码转账收 款功能，是否意味着支付宝以后不能

用二维码转账了，这其实是个误会！
昨日，支付宝回应称，此项新规执行
后，在超市、便利店等线下支付场景中，
支付宝付款码依然可以正常使用。但在
网上将付款码发给别人，对方将无法转
账。不过，用户如果确实需要通过支付
宝收款转账，可以在支付宝首页点击右
上角的“+”，选择“我要收款”，然后就
会出现专门的收款二维码，通过这一渠
道，仍可实现转账或收款。
也就是说，新规只是规定了“付款
码”不能一码二用，只能用于商户收款，
如用户之间需在网上转账，可以使用专
门的二维码。功能本身不受影响，只是分
工更明确了。
支付宝表示，今后所有收款功能将
统一入口到“我要收款”页面。路边早餐
店、菜市场、水果店甚至路边摊申请了
“支付宝收钱码”贴纸后，可接受消费者
的转账，这些钱提现到银行卡时全部免
费，而且能一键看到流水和对账管理。
有商家说，这简直是“收钱神器”。
比如，以一个日流水1万元的小商家为
例，每年可省下3600多元提现手续费，
而且进入到“收钱码”页面还能随时看到
每一笔流水、日账单和月账单，相当于找
了一个免费“小会计”。 记者 何世春

谢霆锋晒治疗手筋膜炎照，其实这种病很常见

忙家务太累 45岁主妇拧不动毛巾
寒冷会刺激发作 春节前后是高发期

此，市二院（惠民医院）骨科副主任
医师郭文彤介绍，所谓手筋膜炎，
其实就是骨科常见的肱骨外上踝
炎，又称“网球肘”，多发于40-60
近日谢霆锋在微博上晒了一 岁的中老年女性和长期打球的年
张刮痧治疗手筋膜炎的照片，并称 轻人，而最近天气乍暖还寒，是高
“医生说不能再长期在厨房了”。对 发期。

【症状】

岁主妇拧不动毛巾
岁教练不能敲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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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郭文彤介绍，筋膜炎为发生于 有些“转不过弯”。
肌筋膜的一种非特异性炎症，可发
张女士没太在意，贴了一块药
生于全身各个部位，多见于腰部、 膏后，每天照常忙碌。上周三，她起
髂骨后嵴及肩胛区域。“发生在手 床后突然觉得自己右手没有一丝
部的最为常见，症状也很明显。” 力气，茶杯、水壶拿不起来，就连毛
45岁的张女士（化名）除每天 巾都拧不动，她这才到医院检查治
正常工作，回家后还要做大量家务 疗。
活。“孩子正在读初三，学习特别紧
25岁的小孙（化名）是一家羽
张，每天都要给他做几道菜增加营 毛球培训中心的业余教练。春节期
养。”张女士说。春节时，因为家里 间，小孙利用放长假带了不少学
举办了几次家庭宴会，张女士忙得 生。“那几天，每天要陪练六七个小
头晕目眩，并且时常感到右手腕部 时以上，基本不停歇。”可小孙没想

上述两例市民患上的病症，与谢霆锋
得的病相同，都是手筋膜炎。
“都是肱骨外上踝炎，实际是手前臂伸
肌总附着点有了炎症。”郭文彤介绍，长期
用力握拳伸手腕易诱发，形成慢性损伤，再
在肘关节外上方形成固定疼痛点。
根据多年累积的病例，郭文彤发现，得
肱骨外上踝炎的人群，有经常忙于家务的
中老年妇女，有从事电钻等手工劳动者，还
有经常打羽毛球、网球、乒乓球的运动员和
体育爱好者。
另外，包括肱骨外上踝炎在内的筋膜
炎好发于天气较冷的季节。“寒冷天气会刺
激筋膜炎的发作，所以春节前后一般是筋
绘图 沈江江 膜炎的高发期。”郭文彤建议，一旦出现手
提不起东西，转不过弯，最好停下来休息，
到的是，钱挣了不少，可一段时间下 挺着扛过去，坚持一段时间后，发现 实在疼得很，可以考虑封闭治疗，“其作用
来，自己的右手腕不听使唤，并且不 越来越不行，上班连键盘都敲不了， 是消炎（无菌性炎症），并可使损伤的肌肉
管往哪个方向转都疼得不行，“想硬 才到医院就治。”
粘连，达到治疗效果，而且比较安全。”
郭文彤提醒，有了手筋膜炎千万不要
长期用力握拳易诱发
硬扛，
或者置之不理，拖延病情，“拖到最后
【病因】
可能要手术，承受更大的痛苦。”
寒冷天气会刺激发作

扬泰直飞，春游日本！
、

通讯员 凌红 记者 张庆萍

河开燕子归，春回台儿庄！春季踏青季，旅游正当时！

日本东京 富士山、京都、大阪 跟着扬州青旅 寻梦天下第一庄
台儿庄、青岛、威海、烟台、连云港
温泉赏樱特惠价6 日游元
访古祈福五日游
3 月 12 日扬州起止 ，
3980
市区报名：汶河北路 18 号（文昌阁北路西、万家福商城斜对面）电话：87316707
扬子江中路 683 号（新华中学斜对面，市中院对面）电话：82059899
西区报名：邗江中路 595 号（美琪加油站正对面、三星电器隔壁）电话：82052535

日本季节分明，四季不同之景，在这里体
现的尤为明显。春日里上野公园中飞舞的樱花
吹雪，镰仓海边泛着柠檬气息的灿烂盛夏，与
恋人携手漫步在京都枫红的金秋，披上一身绚
烂的和服踩在冬日落雪的木桥上，泡在热气腾
腾的温泉里。春观夜樱、夏看碧海、秋见红叶、
冬踏落雪。不论春夏秋冬从南到北都有数不尽
的风情，再加上诱人的日式料理，独特味道的
和风物语，让人心灵升华的神社寺庙、琳琅满 ★特别安排 1 晚温泉酒店 ，日式和服体验 ，放松
目的商品，古典与时尚、历史与现代在这个国 身心感受自然 ，尽享泡汤乐趣 ！★全程安排 5 个
度交汇共生却不突兀。你可以领略东京的都市 特色餐 ，日式小火锅 、中华料理餐 ，鳗鱼饭 ，缤纷
繁华，饱览富士山的宁静壮阔，品味京都的古 美食享受 ！★参观东京代表景点皇居二重桥 ，在
韵风情，感受现代与传统的交织融合。樱花、温 古老悠久的浅草寺为家人朋友祈福! ★精心安
排游览小九寨沟忍野八海 ， 富士山美景尽收眼
泉、雪山、神社、海岛、宅文化……
行程特色 ：★ 扬泰直飞 ， 扬州起止 ， 全程无 底 ，美不胜收! ★东京银座 、大阪心斋桥 ，充足自
自费 ，无购物压力 ，回程免费托运行李 25 公斤 ！ 由活动时间 ，任您尽情游购!

咨询电话 ：0514-87316888 87313999 87321022
江小姐 18752703917 郭小姐 15952787103
报名地址 ：扬州青旅四望亭旗舰店 （怡园饭店对面 ）
发团日期 ：2 月 27 日 、3 月 6 日 特惠价：398元 / 人起
又到了一年中最适宜旅游的季节，你也应该 送完为止！
早一点走出去放飞一下心情了，去哪儿呢？ 这一
价值 15元，祈福许愿灯放飞（两人一盏，放
次让我们跟着扬州青旅寻梦天下第一庄 ！ 并针 飞须不违反当地政府规定）。
对老年朋友实行特卖价，这也是扬州做儿女的送
2人同行，报名费基础上加 2 元，苏州迪埃健康
给父母表达孝心的好礼物 ！ 扬州青旅—
—— 扬州 饮水机免费送（配件及上门安装费用 280 元自理）。
旅游行业的金字招牌、扬州唯一一家五星级旅行
2.专心：独家赠送世界文化双遗产——
—台儿
社 ，再加上 《扬州晚报 》强大的公信力作支持 ，此 庄、周恩来纪念馆、青岛德国大皇宫，玩得好是硬
条线路，绝对让你物超所值，绝对让你满意而归， 道理！
趁春色正宜人 ，趁身子骨还硬朗 ，来一次说走就
3.放心：没有额外的空调费，没有额外自费
走的旅行吧！
项目是王道！
活动特色：
4.舒心：同龄人一起出游，欢乐多多！

1.成人赠送：
5.真心：全程优秀导游陪伴，用心提供服务！
168元精品葡萄酒一瓶！
还有多重健康好礼来相送。
价值 28元健康养生老区特产黄小米一袋， 6.成团要求：达到 40人成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