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病毒软件供应商赛门铁克 24 日宣
布 发 现 史 上 最 复 杂 恶 意 木 马 软 件
“Regin”， 称这种窃取国家和商业机密的
软件可能由某些国家资助开发。 一时间，
美英多家媒体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中国，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语焉不详地习惯
性“生拉硬拽”。

24 日晚间， 美国知名新闻网站 “截
击” 报道， 这一木马程序的开发可能与
美英情报部门相关， 研发这种木马的目
的是用以攻击欧盟国家政府网络和比利
时电信网络。

国家背景
赛门铁克公司 24 日说， “Regin”

与美国用以攻击伊朗核项目的 “震网”
病毒有类似之处， 不过其复杂程度远超
同类软件。 开发这样的木马程序需要投
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源， 可能耗时数月乃
至数年， 有国家背景。

“Regin”2008 年至 2011 年间首次在
互联网 “现身”， 不少互联网用户 “中
招”。 销声匿迹一段时间后，这一软件于
2013 年 推 出 新 版 本 。 自 出 现 以 来 ，
“Regin”“系统性攻击全球多个国家的
目标”，包括政府、商业和个人。 在受感染
报告中，28%的病毒感染出现在俄罗斯，
24%出现在沙特阿拉伯。 其他受感染国家
包括墨西哥、 爱尔兰、 印度、 阿富汗、伊
朗、比利时、奥地利和巴基斯坦。美国迄今
没有出现感染“Regin”的报告。

恐涉“棱镜”
就在美英媒体猜忌他国时， “截击”

网站援引行业消息源和技术分析结论说，
“Regin” 似乎曾经在美国 “棱镜门” 事

件主角爱德华·斯诺登披露的文件中被提
及， “Regin” 可能是广泛监控项目的一
部分。

迄今为止， “Regin” 被发现攻击的
目标主要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电信运
营商等等， 但专家分析认为， 木马攻击
的目标可能并不在于这些服务商， 而是
通过服务商， 实施对用户的监控。 通过
这一木马， 攻击者可以获取屏幕截屏，
可以记录用户鼠标的位置移动和点击内
容， 可以窃取密码、 获取浏览记录， 甚
至恢复已删除文件。

为了骗取用户信任， “Regin” 还被
植入一些伪装成知名软件的文件中， 例
如， 有用户在非官方渠道下载了雅虎即
时通信软件后感染了这一木马。

美国“缄默”
知名反病毒机构卡巴斯基实验室发

布的报告说： “‘Regin’ 是一个网络攻
击平台， 借助这个平台， 攻击者可以从
各个层面全面控制受害者网络。” 另外，
“Regin” 还攻击 GSM 电信网络， 通过对
蜂窝式通信协议的控制， 实现对用户通
话数据的收集和监控。

总部设在芬兰的 F-Secure 防病毒公
司研究者安蒂·蒂卡宁评价 “Regin” 是
所有流氓软件中最复杂的一个， “我们
分析认为， 这一软件， 不是俄罗斯和中
国制造。”

针对美英情报机构嫌疑最大的判断，
法新社 24 日试图联系美国国家安全局讨
个说法， 但美国国安局一名发言人答复：
“我们不置评基于猜测的内容。”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澳大利亚新闻网 11 月 25 日报道，
印度人民党的纳伦德拉·莫迪今年 5 月份
成功当选总理， 他分居数十年的妻子贾
索达班日前现身， 要求获得与总理夫人
相匹配的待遇。

贾索达班是一名退休教师， 她与莫
迪早在青少年时期就按照包办婚姻结婚。
但莫迪的家人称， 婚后不久， 莫迪就已

经通过 “正式仪式” 离开了她， 但两人
从未离婚。 贾索达班发表声明称： “我
依然是令人尊敬的印度总理的妻子。 我
想知道按照印度宪法和法律规定， 我是
否应享受保护？ 作为总理的妻子， 我是
否有权获得其他属于我的待遇？”

长期以来， 莫迪的妻子一直都很低
调， 很少接受拍照或采访。 莫迪本人也
严守隐私。 他的兄弟阿斯霍克·莫迪说：
“贾索达班是第一夫人， 有权获得与之
相匹配的待遇。” 贾索达班提到印度前
总理英迪拉·甘地曾于 1984 年被自己的
保镖刺杀身亡。 她说： “甘地遭到保镖
袭击刺杀， 为此我感到害怕。 请为我提
供保镖。”

贾索达班要求 48 小时内获得回复，
称这“关乎生死”。 她使用的签名是贾索
达班·纳伦德拉库马尔·莫迪。 在莫迪当
选总理前， 贾索达班曾罕见地接受采访，
称关注与莫迪有关的一切信息。

作家尼朗尚·幕克霍帕德里亚在为莫
迪所写的传记中称， 莫迪曾一直保守自
己的婚姻秘密， 因为一旦秘密曝光， 他
将无法继续在以强硬著称的印度教组织
中获得提升 ， 因为他拥有不被赞同的
“工人婚姻”。 在递交大选提名人文件时，
莫迪才首次承认自己的婚姻状况。

据人民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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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彩票序列号 终端机地址 奖项

1 00006718379000042195 西宁互助中路 57 号 45 号商铺第 20150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17779000032818 西宁市城东区铁路滨河小区安厦商店第 20120 号体彩投注站2

3 00006717779000050879 西宁市城西区西山三巷第 20225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18379000071718 西宁市城东区八一路火锅城隔壁第 20108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17779000064321 西宁市城东区共和南路 18 号第 20152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46579000104530 西宁市城中区砖厂路 1 号第 20247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56879000035171 西宁市城中区花园南街金雅居宾馆对面第 20006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17779000059732 西宁市城东区八一东路 33 号东院小二楼第 20104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46579000104267 西宁市城西区西山一巷口第 20256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18379000053485 西宁市城东区曹家寨批发市场内第 20028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46579000113043 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 122 号第 20368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18379000057947 西宁市城北区柴达木路 83 路终点站第 20346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17779000056768 西宁市城中区七一路中医院东侧第 20023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17779000031279 西宁市城北区海西路中段第 20329 号体彩投注站

00006718379000069176 海东地区民和县川垣新区明珠雅居旁第 20904 号体彩投注站

2014年超级大乐透周周送豪礼年终大抽奖活动
第三周中奖名单公示

11月 24 日 ， 超级大乐透第
14138 期再爆 4 注千万元大奖，分落
山东、黑龙江、浙江和湖南。 其中黑
龙江彩民追加独揽 1600 万元。 开奖
结束之后， 大乐透奖池升至 11.85
亿元。

第 14138 期超级大乐透开奖号
码为：01+07+29+32+34�09+12,前区
开出 2 个小号 3 个大号， 后区 2 个
大号； 前区 34 为连开 3 期的热号，
其余号码从冷热形态来看， 遗漏次
数多在 5 期之内，属于温号。

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基本投注
4 注， 每注 1000 万元 , 出自山东 (1
注)、黑龙江(1 注)、浙江(1 注)、湖南(1
注), 追加投注中出 1 注， 单注奖金
600 万元,出自黑龙江(1 注)。 投注数
据显示，黑龙江的追加大奖出自七台
河 17206 站点，投注方式为 5 注单式
追加投注； 湖南的一等奖出自永州
51124 站点， 山东的一等奖被威海
17325 站点彩民摘得，浙江的一等奖
则花落绍兴 60081 站点， 遗憾的是，
这 3 注大奖都没采用追加投注或者
复式投注，错失更大的巨奖。

此外， 当期全国中出二等奖基
本 25 注，每注 41 万元 ,追加 9 注每
注 25 万元。

开 奖 结 束 后 大 乐 透 奖 池 余
11.85 亿元。 自 14128 期升至 10 亿
元之上后，大乐透奖池已经连续 11
期保持在 10 亿元之上， 而自 14133
期以来，则已连续 6 期在 11 亿元之
上。更让彩民心动的是，大奖没有停
下开出的脚步，从 14119 期至 14138
期，大乐透已经连续 20 期开出一等
奖，20 期一共中出一等奖达 52 注。

青海省体彩中心为回馈彩民而开展
的 2014 年超级大乐透“周周送豪礼” 年
终大抽奖活动共 8 周 ， 每周均有 5 部
iPhone6 手机以及 10 辆捷安特山地自行
车送出， 最后的终极大奖还有 1 辆价值
11.9 万元的全新明锐轿车等您来拿！

25 日 14:30， 我们如期迎来了超级
大乐透 “周周送豪礼” 年终大抽奖活动

的第三周抽奖， 在公证人员、 新闻媒体
和社会公众代表的见证下， 对从 11 月
17 日零时至 11 月 23 日 24:00 时售出的
符合参与抽奖条件的彩票中进行抽奖。
现场通过 15 位彩民的幸运之手， 第三周
的 15 组幸运彩票序列号新鲜出炉 (具体
名单如下)。

伴随着第三周抽奖的落幕， 第四周

活动也已于 11 月 24 日零时正式启动，
请喜爱超级大乐透的彩民朋友抓住机会，
行动起来， 也许下一个幸运儿就是您！
最后再次提醒彩民朋友， 不论您是否被
抽中， 都请妥善保管好您的超级大乐透
彩票， 让我们一起等待 12 月 28 日的终
极大奖抽奖环节！

（张丽丽）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
中奖公告

乐透不止 畅活由你

玩法 期数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321 6 5 2

排列 5 14321 6 5 2 9 7

7星彩 14138 3 2 5 3 7 2 9

超级大乐透再爆 4 注一等奖 奖池滚存至 11.85 亿元

2014年超级大乐透“周周送豪礼”年终大抽奖活动
第三周中奖名单新鲜出炉

印度总理分居数十年妻子现身
欲获总理夫人待遇

“史上最强木马病毒”入侵俄罗斯
多国感染此病毒 美英情报机构嫌疑最大

贾索达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