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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桂溪街道
启用创客护照

早报讯（记者 冯浕 ）近日，由
成都市高新区创新创业协会支持指
导，成都市高新区桂溪街道办事处、
成都创业学院和创客家众创空间共
同主办的成都高新区桂溪“创客护
照”政策/服务说明暨2017社创之星
大赛说明会召开。

据了解，三区融合双创服务平
台将为创客提供跨载体、跨空间享
受跟踪式、菜单式创新创业服务和
桂溪创业扶持政策。创客护照具有

“四证合一”的功能：“身份证”，每名
创客的身份识别证明，有专属编号；

“学历证”，每年6期的创业教育和
创业活动参与凭证和创业“成长经
历”证明；“通行证”，可凭护照跨载
体、跨空间享受统一的创客服务和
创业扶持政策；“信用证”，记录创客
成长轨迹，形成创业征信。

记者在某宝平台上搜索关
键字“配钥匙服务”，有“看照片
配钥匙”“远程开齿”等字样的
店铺的确不少。

记者点击一家只做看照
片配锁服务的店铺，显示月销
量超 500 笔，价格在 10 元—
100 元之间，但记者询问了解
到，价格得在看照片后决定，
上面的价格不是实际价格。
记者随即将自己的一个废弃
钥匙拍给三家店铺看，三家都
给出不同的价格，分别是50、
80、200元，其中要价200元的

卖家告诉记者，寄过去配的话
邮费自理，只需10元。但是三
家店铺均未向记者索要身份
证件，都是直接要价，并承诺
会配好。

哪些人在网上来配钥匙
呢?记者点开其中一家店铺的
买家评论，其中多位买家称是
在很多实体地方找配钥匙配不
起，才到网上来试试运气，并且
还有买家说店家技术高超，成
功率很高。

一般情况下，家门钥匙丢
了之后，都是就近找配钥匙的

锁匠。但是汽车钥匙掉了后，
如果要配的话一般是去4S店
配或者直接换锁。

但记者刷页面时发现，网
上不仅能配门上的钥匙，更多
的是宣称有“汽车钥匙匹配”
服务，称只要提供清晰、正面、
无杂质的照片，就可以远程配
钥匙，显示支持汽车品牌包括
大众、丰田、尼桑、标志、福特
等，价格均是200元起。而涉
及遥控汽车钥匙匹配的服务，
则都是实体上门或者邮寄服
务。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9
月23日，一场以“庆国庆·迎中
秋”为主题的趣味运动会在温
江区涌泉街道瑞泉馨城社区广
场举行，200余名瑞泉馨城社
区居民参与了活动。

温江区涌泉街道党工委
委员、瑞泉馨城社区党委书
记冯晓华致辞：“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瑞泉馨
城社区的环境越来越优美，
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周边
交通越来越便利。举办趣味
运动会，目的是展示中秋节
的和谐、美好的文化魅力，进
一步丰富居民朋友们的体育
文化生活,更加促进居民融合
和社区文明和谐发展”。社
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
胡勇、社区党委副书记陈丽

媛出席此次活动。
本次趣味运动会共有8个

竞技项目，分为个人参与的瑞
泉·通关赛和2人参与的馨城·
团体PK赛。通关赛的比赛项
目包括：掂乒乓球、更上一层
楼、飞跃大峡谷、趾压板跳绳和
玩“套”路。第二轮团体PK赛
比赛项目包括：夹弹珠、神投手
和踩气球。

近年来，瑞泉馨城社区以
提供平台、购买服务等方式，动
员社会力量，实现社会组织专
业服务由丰富的单一性向整体
的丰富性推进，促进党群关系
零距离。下一步，社区还将开
展居民摄影大赛，公益集市，好
家风家训评比等活动，着力塑
造社区人文品质，构建核心型
社区文化。

看下照片就能配钥匙？记者调查：

这是真的！汽车钥匙也能配

■天府早报记者万梦瑶

一个疑问
看照片就能配钥匙，这是真

的吗？价格如何？

记者求证
网店自信：三家店铺均未向

记者索要身份证件，都是直接要
价；页面显示还有“汽车钥匙匹
配”服务，称只要提供清晰的照
片，就可以配

价格不一：一网店标明价格
在10元—100元之间，但记者了
解到，价格得在看照片后决定，一
般汽车配钥匙在200元以上

专家解惑
常用的机械锁型分ABC类，

AB两类这锁纹路比较浅，匹配比
较容易。如果想凭照片配C类钥
匙，只要提供足够多的角度的照
片，技术比较好的还是可以配

求证结果
看照片就能配钥匙是真的。

C类钥匙配起来有些难度。不管
什么类型的锁，都存在安全隐患，
防范意识最好要跟上。

近日，在微博爆出一起将同事钥匙拍照后，上传给网店卖家配钥匙，再实施入室盗
窃的案件，这让“远程配钥匙”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记者采访发现，多数市民表示很惊
讶，并未听说过“远程配锁”这类服务，市民武女士说，一般家里配钥匙都会找家里附
近的小摊上配，“谁会没事找网上的人去配，这个服务有点舍近求远，怕是给人钻空子
的。”王先生颇有疑虑地表示：这种看照片就能配钥匙是真的吗？价格如何？律师如
何看待这类服务？天府早报记者随即进行了调查。

■律师提醒

汽车钥匙掉了
赶快先去换锁

记者了解到，开锁和
配钥匙是不一样的，国家
有明确规定，必须到公安
局备案方可营业，条例规
定，在实体店一般的开锁
服务都必须到公安局备
案，而配钥匙的人员流动
性比较大，很难去管控。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的周冬平律师告诉记者，
目前关于配钥匙方面并
未有相关法律，尤其这种
网上远程操作，的确存在
一定的风险，其监管实施
难度很高，有可能会成为
犯罪的温床。尤其针对
这种照片配锁的情况，其
主要区别在于图片比较
容易获得，拍照几秒钟就
可能完成，所以钥匙被盗
配的风险效率更高。周律
师也提醒市民，最好将钥
匙保存在自己能看到的安
全地方。

周律师告诉记者，其
实有车一族更要小心谨
慎，如果发现汽车钥匙被
盗，应该先去换锁，而不是
去配钥匙，汽车属于比较
脱离管控的区域的私人大
型物件，钥匙一旦被偷或
者盗配掉了，后果很严重。

温江瑞泉馨城社区举办趣味运动会

价格差别大
网店不要证件，凭照片汽车钥匙也能配

记者询问了位于成都一环
路南一段的几家锁店的老板，
其中有六年卖锁经验的吴老
板告诉记者，看照片配锁不是
难事，目前常用的机械锁型是
分 ABC 类，其中 AB 两类这锁
纹路比较浅，匹配相对来说比
较容易。

那如何区分这 ABC 类锁
所匹配的钥匙呢？吴老板告
诉记者，其实很简单，与一维、
二维、三维的概念类此，A 类
钥匙是单面有齿轮的，B类则
是钥匙的双面有齿轮，而C类
钥匙除了正反面外，两侧边缘
也有齿轮，所以说C类锁的防

盗系较强些，甚至有开锁的师
傅提到，A类是一分钟，B类是
五分钟，C类则是二百七十分
钟。但是吴老板也提醒到，如
果想凭照片配C类钥匙，也不
是不能实现，只要提供足够多
的角度的照片，技术比较好的
还是可以。

记者也对汽车钥匙的匹
配提出疑问。吴老板透露，只
要不是遥控的汽车钥匙，就是
属于机械锁范围内，凭照片就
有配成功的可能性。在实体店
匹配的话，一般锁匠师傅会要
求人员出示驾驶证，但也存在
风险，一般师傅就是看看，也不

做登记记录。
记者询问家住春熙路附近

的一位锁匠王师傅，他告诉记
者，目前市面上的机械锁的分
类并不算丰富，除了上述说的
ABC类外，还包括圆柱型、多面
型等。“现在智能锁是锁业发展
的主要趋势了，包括指纹锁、密
码锁、电子感应锁、遥控锁、联
网锁等具体的锁具产品。但目
前智能锁在成都普及度并不
高，可能一些新建的高档小区
里稍微多些。”王先生也坦言，
不管什么类型的锁，都存在安
全隐患，市民的防范意识最好
要跟上。

锁匠拨迷雾
机械锁种类有限，按照片配锁不难

早报讯（记者 赵霞）9月22
日上午，太升路街道在恒大广
场举办了“喜迎十九大 扬清风
树正气——扎实推进党风廉政
建设 庆国庆文艺汇演”，约300
余名群众观看了演出。

活动在《共筑中国梦》中拉

开了帷幕，独唱、小品、舞蹈、朗
诵等形式轮番上演，让现场的观
众大饱眼福，品尝到了一场文化
大餐。在现场，30余个宣传展板
展示了街道及社区2017年在党
政宣传、廉政监督、作风建设、惠
民生等方面的工作成效。

早报讯（记者 赵霞）9月22
日，成华区基本公共配套设施

“三年攻坚”行动启动仪式，在
二仙桥西片区配套幼儿园项目
施工现场举行。未来3年，成华
区将新建中学 13 所、小学 20
所、幼儿园31所、中文化活动中
心28处、综合健身馆 16处、综
合运动场5所、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19处、农贸市场36个、公厕

61个，集中力量破解教育、医疗
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
施不足、布局不均衡的问题。
预计至2020年，成华区将总投
资59亿元，新建公共服务设施
314处，公共服务设施实施率提
高至70%以上，初步实现主要
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供需平
衡，构建“15分钟基本公共服务
圈”。

太升路街道：举行庆国庆汇演

成华区：未来3年新建中学13所

最好将钥匙保存在自
己 能 看 到 的 安 全 地
方。如果发现汽车钥
匙 被 盗 ，应 该 先 去 换
锁，而不是去配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