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叙利亚从3月中旬开始出现反政府示威。5月以来， 美国陆续对叙政府高官和实
体实施制裁，企图迫使叙利亚政府停止针对示威者采取的行动。叙利亚当局则指责
恐怖团体和外国势力为叙利亚动荡局势的幕后黑手。 ■综合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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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柔漂亮女 29 岁丰满迷人因夫致
残无生育离特诚寻一健康男子圆梦
有缘助发展 18620242595亲谈

●本人圆梦：女陈红 28岁温情柔美夫
港珠宝商生理不育分雄厚家业无后继
承寻健康男圆梦 18750418162亲谈

●女 28 岁丰满动人夫港商不育分家
业大无孩寻健康男 15071858337亲谈

高薪诚聘
会计：女 35 岁以上，全职，销
售财务管理经验， 熟悉财务
软件，性格好，耐心强，住汽
车南站附近。住家保姆：女 30
岁左右，身体健康，性格好，
能独自负责 1 岁小孩日常生
活及家庭卫生，能下厨房。 导
购员数名： 女 30 岁左右，有
建材行业导购经验， 底薪加
提成，居然之家高桥店、湘江
世纪城店，红星美凯龙店。
电话：13786184660

丹丹女 28岁性感妩媚经济优觅品
正男圆我心愿 18720562873亲谈
丽丽女 29 岁 1.65 肤白如脂夫不育离
寻健康男圆我母亲梦 13694855171

我战友男 45岁责任心强经商经济
稳定寻重情贤惠女 15626839136

更正声明
本报于 2011 年 8 月 11 日见报的
远见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长
沙芙蓉店，应为芙蓉路店，特此更正。

85151519
85495777

专业搬琴 拆装家具空调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全款 13.8万起
86901590

买长沙生态动物园宠物市场
黄金小旺铺!小投资、大回报！
30 年稳赚 300%！

现场购铺更有好礼相送！
抢购热线：

中国走火第一人徐嘉庆老师湖南
省第二届《激发心灵潜能倍增销
售业绩》 走火大会将于 8 月 25、
26 日在长沙（宁乡）通程温泉大
酒店举行。 结交五星级人脉的同
时， 世界级老师还教你如何突破
心理障碍， 如何在最短时间快速
倍增销售业绩， 如何激励自己激
励团队，走火热线—87879729

湖南省走火大会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工商代办 82147786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急聘

客户经理、讲师
专员。 84533500平安保险诚

聘

4千/月，自驾租车
85514556闲置汽车代租

13607480245高
价

电器厨具
厂房设备收

你炒股 我出资 84257918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搬家移空调 回收电脑蚂蚁85710002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聘
搬
运
工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钻工、
焊工、油漆工、叉车工、滚齿工、勤杂
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诚聘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黄春和●粉面土菜馆转让
百年老店，营业中。 电话：13755002626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商翔
驾校

太升投资
自有大额资金寻求项目投资合作
（区域不限）多方式灵活运作
电话：400-0011-424 028-86913008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贷款 13874807772咨询
有抵押，低息贷款，无抵押，信誉贷
款 。 即 日 放 款 。 韶 山 路 66 号

无抵押无担保贷款月息
2%。 电话：13588080095湘诚贷款

必胜牌技
批 高 端 牌 具 ， 教 实 战 牌 技
独家推出三星翻盖分析仪镜头。
联系电话：13507434677 李老师

澳门千王
最新独家开发（澳门化学变牌）麻
将机不用安装程序一人胜三家。 普
通扑克麻将一摸即变。 百人围观无
破绽。15211031808刘老师。长沙火
车站凯旋大酒店 A栋 1405房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 最新广角镜
头，高清透视眼镜、感应变牌仪、
万能一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
技。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麻将机
报牌仪多功能

程序麻将机、扑克报牌仪、变牌衣、高
清隐形眼镜、白光麻将、扑克等。安装
麻将机程序。13467671788

15111152628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王者牌具
最新斗牛、三公扑克分析仪不限
场地自动探测庄闲绝杀，高清博
士伦眼镜看清所有扑克麻将，化
学变牌一摸即变安装四口程序机。
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A 座 1602 室

15111263016
普通麻将扑克一摸即变包教包会
租售扑克分析仪牌只需过手自动感
应报牌,特价高清博士伦,安装四口
程序机。 火车站 QQ 电脑城 A 栋 7 楼

千王牌具13487564225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通程律师集团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湖南中亿佰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经湖南省工商局登记
注册的大型投资管理服务机构， 致力于为投融资双方牵线搭
桥。 帮助有富余资金的客户寻找投资渠道，安全、高效、有保障；
为需钱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融资平台，专业、规范、速度快。

中亿佰联，投资服务金桥

总店地址：长沙市五一大道 389号华美欧大厦一楼
24小时服务热线：0731-88888292 网址：www.hnzybl.com

鬼手千王牌具 13357229900
麻将一打三包胜， 烂牌也能自摸，
扑克变牌发牌控牌认牌神出鬼没。

仪器治疗费每侧 100元

痔疮
韩式微创专治

包皮包茎
0731-82258120
长沙市五一广场文运街 2号（口腔医院东侧）

手术费优惠 50%

长沙中医学会门诊
高科技清除仪一次性告别

腋臭
大型肛肠综合治疗仪专治

仪器治疗费 180元

女 33 岁丧偶自营生意多年诚寻爱
家上进男为伴 13424193922亲谈

宁小群遗失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会员证书， 证号：（432009B247
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豪意安防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 财务专用章、（黄意斌）
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罡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
430105196811041020，声明作废。

长沙江隆建材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
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45 岁男自营实体经济优丧偶有女在
读觅贤惠休养好女 13632927598亲听

张一红 43072419900113510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谭亮华遗失集体户口卡， 身份证号
码 430381198707286518，声明作废。

【诚心求缘】 女苏珊 26 岁温柔典
雅气质大方， 真心寻健康男给我
一个美好的家 18270347055亲谈

遗失声明
中建五局遗失上海大世界基尼斯
总 部 颁 发 的 大 世 界 基 尼 斯 之
最———最长的木简文化墙《论语》
证书遗失，编号：02452，特此声明。

本人征婚男 49岁退伍军人丧偶
经商经济优随和稳重诚觅懂珍
惜善良重情真诚会持家的单身
女士为伴（可带孩） 本人电话
15889676200亲谈！ 非诚勿扰

单身温柔女 36 岁高雅大方肤白
夫意外去世留下家业诚寻正直有
事业心男士为伴 13539772578

快速包办
信誉第一，好借好贷，快速包办中
小企业贷款，贷款额度高，息底，外
地可，可加急办理，下款快速，资金
雄厚（不诚勿扰）。 027-84594133
18971254402 何经理 武汉汉阳区
钟家村汉商大厦 1801室

●女总 50 岁丧高雅资产雄厚急寻有
缘人无缘做秘友 18850411146亲谈

●女 28 柔情夫港商年迈不育无孩分
继家寻健康男圆梦 15279360225亲谈

●女 30 岁漂亮夫港商不育无子分继家
业寻体健男圆梦 18296308842亲谈

●女 28 性感迷人夫豪门不育无后分
继家寻品正男圆梦 13918213579亲谈

杨国良遗失报到证，证号：
2006105512006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旭东网络教育有限公司遗失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
的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510005256302，声明作废。

随着叙利亚示威抗议者与现政权
的冲突不断加剧，西方对叙利亚总统阿
萨德的谴责也在步步升级。8月18日，在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了要求阿萨德下
台的声明后不久，英国、法国、德国以及
欧盟也陆续发表声明，齐声催促阿萨德
为了“叙利亚的福祉和人民的团结”而
下台。

法新社8月18日报道， 当地时间18
日上午， 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要
求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并宣布对

阿萨德政权施以严厉的制裁，包括冻结
资产、禁止美国在叙利亚投资等。

“我们一贯表示，阿萨德总统必须进
行民主转型或者让出职位。为了叙利亚
人民的利益，现在是阿萨德总统下台的
时候了。”

报道称，这是美国第一次明确表态
要求阿萨德下台， 但奥巴马也强调说，
华盛顿“不能也不会向叙利亚强加民主
转型”， 并发誓会听从叙利亚人民不希
望外国势力介入的“强烈要求”。“现在是
时候让叙利亚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了，
我们将继续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奥
巴马说。

就在奥巴马刚刚发表这份声明后，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也代表
欧盟发表声明，称阿萨德的执政已完全
失去合法性，必须下台。

除美国、欧盟外，欧盟最大的三个国
家的领导人也在18日联合发表了一份
措词极为强烈的声明， 要求阿萨德下
台， 并支持欧盟进一步制裁阿萨德政
权。

美欧同日发声促叙总统下台
联合国将派人道主义代表团前往叙利亚

巴基斯坦当地电视台19日报道，该
国西北部靠近阿富汗边境的部落地区一
座清真寺当天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造
成至少53人死亡、127人受伤，另有多人
被埋在废墟下。

据报道，当地时间14时许，位于开
伯尔部落地区贾姆鲁德镇的一座清真寺

遇袭，此时有数百人在进行祷告。目击者
说，一名15岁左右的自杀式袭击者冲进
清真寺内引爆炸药。 爆炸导致清真寺建
筑完全倒塌，很多人被掩埋在废墟下。

这是巴基斯坦本月初进入斋月以来
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

■据新华社电

8月19日，在巴基斯坦西北部的贾姆鲁德镇，当地人在遭袭清真寺内查看。 新华社 图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联合国将派人道主义代表团赴叙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

书长阿莫斯1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说，
联合国将于本周末派遣一个人道主义
代表团前往叙利亚。

阿莫斯说，代表团已得到叙利亚方

面的保证，“可以自由进出想去的地方”。
代表团初步计划在叙利亚停留3到4天，
“将聚焦于那些发生武装冲突的地区，
亲身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初步了
解之后，代表团将做出详细评估。

15岁自杀式袭击者引爆清真寺
事发巴基斯坦，100余人伤亡

日本本州岛东北部19日下午发生
里氏6.8级地震，日本气象厅向宫城县和
福岛县太平洋沿岸地区发布海啸预警。

地震发生后，新澙县柏崎刈羽核电
站、宫城县女川核电站及福岛第一和第

二核电站均未出现异常， 山形新干线、
东北新干线和上越新干线一部分路段
一度停运。日本气象厅15时15分解除此
前发布的海啸预警。目前尚无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据新华社电

6.8级，日本福岛又遇地震

最新

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