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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夏永和）
3 月 8 日，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李女士收到了一份特
别的礼物。李女士的丈夫夏先生于 2008 年为她购买的
一份五年期红利来保险于 2013 年 11 月满期，但李女
士一直没有领取，加上李女士搬去和儿子居住，当初
留存的联系电话也已更改，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服务专
员无法在第一时间找到李女士。最后公司辗转访得其
儿子的信息，直到 2014 年 3 月才寻访到李女士，替她
办理了满期给付。

像李女士一样忘记满期给付的人还很多。记者从太
平洋寿险湖南分公司提供的数据中发现，目前有近 2000
名客户没有按时领取总额近 3000 万元的给付金。太平
洋寿险湖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提醒 ：“各位客户看到此
消息后，可以查看一下您的保单，有可能您的保单已产
生了给付金，可以到保险公司领钱了！”

同时，客户可以通过各个网点柜面、95500 全国统
一服务热线、移动柜面、太平洋保险网站（www.cpic.
com.cn）、“中国太保”官方微信等 5 大通道完成客户信
息资料变更，不再让爱沉睡。

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支付宝和余额宝账户更安全
呢？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的国际金融理财师周明认为，
消费者在设置密码时不要怕麻烦，密码越复杂，密码门
槛越多，安全系数就越高。他提出了如下方法供大家参
考。

1绑定了余额宝的手机可以把能够设置的密码都设
置一遍，并且尽可能复杂一些。比如，手机开机

密码、支付宝数字证书、安全保护问题等。在设置安全
保护问题时，尽量不要选择妻子、子女的名字，最好选
择昵称，或者选择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名字。也
不要在网上使用同样的密码，因为在多个网站中使用一
样的密码，会增加不法分子获得密码的可能性。密码也
可以考虑隔一段时间就变化一次。

2开通短信校验服务。销售数控刀具的网店店主
李小姐，其支付宝账户没有开通短信校验服务，

余额宝转到本人银行卡的过程中也不需要短信校验，否
则，她可以第一时间发现账户异动情况，这样会更安全。

3发现自己手机突然没有信号，而他人手机信号
正常时，应引起警惕，如果排除手机故障及信

号临时问题，宜尽快查询是否 SIM 卡被补办，防患于未
然。

4手机、银行卡和身份证丢失后，要尽快向银行
挂失。如果是被盗，还应第一时间报警，因为

报警是向支付宝索赔的重要证据。手机丢失后，也要立
马致电支付宝客服挂失，冻结账户。

5无论是使用手机还是电脑上网，不要点击陌生
人发送的链接、压缩包等，就是熟人发来的，

同样要先确定对方身份，再决定是否打开。因为就算是
熟人的 QQ 号、旺旺等也可能被盗。也不要在公共电脑
上登录支付宝，尤其是不要在网吧里登录支付宝。

6一旦发现手机或电脑中了木马，要立即修改账
户密码，并致电相关客服确认安全。手机可以

在备份重要文件后，通过恢复出厂设置的方式清除木马。

支付宝账户盗刷犯罪已形成产业链——

“锁”好你的余额宝

余额宝被盗刷后，支付
宝公司会赔偿吗？点击进入
手机 APP“支付宝钱包”的“账
户安全”栏，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看到这样的提示：“支
付宝资金安全由平安保险全
额承保。”点击该段 话可显

示 ：“快捷支付、余额、余额
宝资金安全均由平安保险全
额承保，发生风险 100% 赔
付，赔付金额无上限。”支付
宝工作人员表示，以上承诺
没有问题。她提醒，用户手
机等私人物品丢失后，请一

定要致电客服并挂失。
事实上，今 年发生“余

额宝被盗”的受害人基本上
得到了满意的赔 偿。但 是，
对于前文提到的销售数控刀
具的网店店主李小姐 来说，
结果却让她有些不满意。目

前，支付宝方面承诺通过支
付宝平台损失的 18000 元会
给予赔偿，对于通过他人易
付宝账号消费的 38000 元需
要李小姐自己去追回。支付
宝客服表示 ：“因为不是在本
公司消费的，所以很难赔偿。”

支付宝平台造成的损失可获赔偿 

余额宝真的存在致命漏
洞吗？3 月 18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验 证发现，只要
满足三个前提条件，即用户
的手机、身份证和银行卡同
时被盗，刚好这个手机里面
安装了“支付宝钱包”，而且
这个手机号就是“支付宝钱
包”的账号，不法分子就可
绕过“用户”的密码，直捣“支
付宝钱包”，并“盗窃”余额
宝内的资金。

登录手机“支付宝钱包”
后，点击“忘记手势密码”，
会出现“忘记手势密码需要
重新登录”的界面，点击“重

新登录”，接着会出现“请输
入登录密码”。直接点击“忘
记密码”，随之出现“找回密
码”界面，在“账户”栏中
输入手机号，在“账户”下一
栏中输入“验证码”，手机将
立即收到一条“短信校验码”，
然后输入“短信校验码”，即
可重置登录密码。输入重置
后的密码，即可进入“支付
宝钱包”。

按照这种方法，加上掌
握的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
支付 密码 也可重置。这样，
就可以轻松地把余额宝里的
资金，转至“支付宝余额”，

然后消费，或转至其它银行
卡。 

而据新华网 2 月 26 日报
道，“洗劫”支付宝账户盗刷
犯罪已经形成了产业链。不
法分子首先通过网络购买大
量的支付宝账号和密码，并
用专门的软件进行扫描，从
中筛选出其中正确的信息；
接着，通过圈子里朋友的介
绍找到“熟人”——这些人
可以根据账号查到该用户的
真实姓名、身份证号以及绑
定的手机号；然后，根据姓
名以及身份证号查询到更详
细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是

办理 假 身 份 证 所必 需的 信
息；有了以假乱真的身份证，
不法分子就能堂而皇之地去
银行和手机营业厅办理与支
付宝账户在同一人名下的银
行 卡和 SIM 卡。 如 此一 来，
被害人的手机卡失效，而不
法分子就能将支付宝中余额
转到自己的银行卡上，从容
消费或套现。北京市西城区
检察院检察官韩帅透露，在
2014 年 1 月， 北 京 警 方 就
破获了一起不法分子如此作
案的案件，被害人支付宝内
65000 多元被轻松盗刷。

满足三个条件即可被盗

“我每天醒 来的第一件
事就是拿起手机登录支付宝
钱包看余额宝，其实不是看
收益，而是看钱还在不在。”
3 月 18 日，家住长沙马王堆
新桥沁园的谭琳告诉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我甚至在考
虑要不要把余额宝里的钱都
转走。”让谭 琳对余额宝心
生恐惧的原因就是，最近网
上有很多帖子，都在说余额
宝存在安全风险。

最新的一个“余额宝被
盗 ” 事 件 发 生 在 3 月 7 日。
当天上午，开了家销售数控
刀具网店的李小姐像往常一
样 打开 余 额 宝看 看 收 益 如
何，却发现一夜之间，其余
额宝里的 5 万多元不翼而飞，
只剩下几十元。这一幕让她
差点晕过去。

随后，李小姐立马到绑
定了支付宝的两家银行打印账
单，“除了余额宝的 51000 元

被转到支付宝之外，绑定了支
付宝的农行卡也被转走 38000
元到支付宝。”李小姐说，随
后分两次从支付宝里共转了
79000 元到另外一张绑定了支
付宝的建行卡里。根据账单
显示，有人通过支付宝共消费
了18000 元，另外的 38000 元
是通过他人易付宝账号给陌
生的电话号码充值了98 次。

其实，从今 年 1 月份算
起，被媒体曝光的“余额宝
被盗刷”事件有 5 起，涉案
金额 25 万元左右。今年 1 月，
江苏南通金先生收到“余额
宝”的客服短信，后按对方
指示办理了一张借记卡，并
向该账户内汇入 15 万元，不
久，这 15 万元被人利用余额
宝 转 走。1 月 2 日， 陕 西 西
安一位用户余额宝内的 6000
元被盗。1 月 8 日，广东广州
的宁先生手机突然失去了信
号，随后他余额宝及快捷支

余额宝 5 万元一夜被盗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近日，“一网店主余额宝 5 万元被盗”的消息在网络流传。今年以来，已有 5 起“余额宝被盗刷”
事件被公开曝光，涉案金额约 25 万元。投资余额宝的资金安全吗？

六招为余额宝“保驾护航”

■消息股
3000 万给付金“打瞌睡”，
太平洋保险喊你领钱

付绑定银行卡内的 2 万元被
盗。2 月 24 日晚，辽宁沈阳
一市民收到一条“10086”发
来的短信，声称下载客户端
进行实名认证可获得 50 元
话费；他点开短信中提供的
网络 链 接，下载了客户端，
并按照提 示先后输入姓名、

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
号完成认证，结果，3 小时后，
他话费没赚着，反倒余额宝
内 6205 元被人划走。 

记者上网搜索发现，在
百度输入关键词“余额宝被
盗刷”，居然得到 82.4 万个
相关结果。

中国体育彩票
开奖公告

排列3、排列5前7期中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前三期中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
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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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彩民喜中大乐透 867万大奖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全秀娟）3

月15 日晚，超级大乐透第 14029 期开奖，全
国劲爆 6 注 625 万多元一等奖，分别花落天
津、江苏、河南（2 注）、甘肃（2 注）等地。
其中，甘肃彩民收获当期唯一的追加一等奖，
多得奖金 375 万余元，使得追加一等奖总奖
金达到 1001 万余元。该期我省岳阳市 85501、
25014 体彩投注站各揽 1 注 8 万余元的追加
二等奖。之后喜讯再次传来！继 3 月1日常德
桃源彩民喜中 933 万元追加一等奖之后，3 月
17日，我省彩民再登顶峰，中得 867万元大奖。

3 月17日晚，超级大乐透第 14030 期开奖，
全国再中 3 注一等奖，每注奖金 793 万余元，
其中有 2 注进行了追加投注，每注多得 475
万多元追加奖金。2 注追加一等奖分落江苏

和陕西，另外 1 注一等奖则喜落我省岳阳市
25110 体彩投注站，该站还揽获 2 注 35 万多
元二等奖和 10 注 3000 元四等奖，总奖金高
达 867万多元。

另外，我省“奖上奖”活动仍在火热进行，
只要在省内任何一家体彩投注站购买超级大
乐透彩票，只要中得三、四、五等奖就可以额
外获得 2000 元、1000 元、200 元的体育彩票。
体育彩票以体彩代金券形式送出，可以在有
效期内换购体彩超级大乐透等玩法，方便继
续向大奖发起冲击！第 14030 期我省共中得 7
注三等奖、18 注四等奖和 364 注五等奖，“奖
上奖”送奖 10.48 万元，惊彩送不停！

目前，奖池依然保持 2.99 亿元，“2 元可
中 1000 万，3 元冲击 1600 万”机会期期在。

顶呱刮新票种抽奖送液晶电视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全秀娟）体彩 20

周年，感谢有您！近日，两款顶呱刮新票种“八方来财”
和“财富金字塔”已登陆湖南，即将抵达各体彩销售
网点，最高可中 25 万元和 100 万元大奖。特别要注
意的是，为感谢彩民朋友对顶呱刮玩法的支持，庆祝
体育彩票二十周年，国家体彩中心还针对这两款新票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二次开奖活动，将送出液晶彩电和
手机充值卡等大礼，千万别错过！

从这两款新票上市之日起至 2014 年 4 月13 日，全
国彩民在活动期间凡购买体彩顶呱刮 20 元游戏“财富
金字塔”和 10 元游戏“八方来财”，若该票为非中奖
票，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扫描二维码登录顶呱刮网站

（http://www.ticaidgg.com）参加二次抽奖活动，有机会
赢取一等奖 (50 英寸智能液晶电视 ) 或二等奖 (100 元
手机充值卡 )。活动期间将进行 3 期抽奖，共送出 320
台液晶彩电和 12000 张手机充值卡，大家要把握机会！

14030期	 03	14	18	29	35	+	11	12

14029期	 03	21	22	23	35	+	05	09

14028期	 03	10	20	25	30	+	10	12

14069期	 0		6		4		 0		6		4		4		0

14068期	 1		0		2		 1		0		2		3		8

14067期	 3		1		8		 3		1		8		0		3

14066期	 0		0		3		 0		0		3		3		4

14065期	 2		9		0		 2		9		0		3		1

14064期	 2		1		8		 2		1		8		1		4

14063期	 4		7		8	 4		7		8		2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