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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兴亚种业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24643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省成遗失雨花区恒大城小区
30、31 栋 1606 房维修资金缴
款凭证第二、 三联， 凭证号：
（2010）№0059542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罗财香 362526197303151225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经长沙芷伊开关贸易有限公司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张筱
俐 电话：13874929659

注销公告
长沙市芙蓉区金鼎斓桂轩酒店遗
失长沙市工商管理局芙蓉分局核
发的 430102600043359 号营业执
照正本，地税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市利万不锈钢制品经营部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1916000524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受法院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1 年 12 月
16 日上午 10 点在长沙芙蓉中路尚来商
务 酒 店 贺 龙 店 拍 卖 “三 一 ” 牌
SY5230THB-28W、SY5313THB -40 型
混凝土泵车各一台。 每个标的竞买保证
金 5 万元， 报名登记日至 12 月 15 日下
午 5点止。报名地址：芙蓉中路佳天国际
新城南栋 33E； 咨询电话：13874947155
（龙）；工商监督：89971678。

湖南飞龙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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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公 告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交友 声讯
屈新早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0103195110211536，声明作废。

女 39岁丧偶独居肤白体贴有涵养
诚寻健康重情踏实上进的男士共
建家园有孩视亲生 13631581791 长沙良缘米业有限公司法人

代表彭平遗失公司公章一
个，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章湘云 430104195312273520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宁乡县花明楼镇周迎春遗失
国有土地使用证：宁（2）国用
（2001）2073 号； 遗失国有土
地出让合同一份： 宁土合
（2001）660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蔬菜协会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510004081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长沙市顺隆装饰商行遗失银行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55100032737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瑞创广告有限公司
公章作废，特此声明。

声 明

真心成家男 47 岁丧偶为人随和
脾气好，经商经济优，诚寻贤惠顾
家孝顺女为伴，贫富不限，有孩视
亲生 13424316300本人亲谈

女 33岁丧偶独居温柔贤惠貌佳，
自营生意多年， 诚寻健康重感情
有上进心男为夫，贫富不限，有孩
视亲生 13631524412本人接听

肖正伟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编号：
43000000036381，声明作废。

长沙肯格王三氧电器设备营销有
限公司，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510001367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女 25未 163白领肤白漂亮 S 身材 30
以上成熟男为密友 15274865477

交友择偶找袁园 15574846589

华容华海水产养殖有限公司遗
失华容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11 月 8 日核发的工商营业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306230000111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春华镇中心学校遗失
《湖南非税收入票据购领证》，
号码：1003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大步房地产销售代理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J55100014569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湘楚菜香根酒楼有限责任
公司遗失公章壹枚，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俄数千人街头抗议选举不公
普京承诺新政府增加新面孔
西方媒体煽风点火，梅德韦杰夫强硬反击：与你们无关！

继5日数千名年轻人示威抗议杜马
选举不公后，数百名俄罗斯民众6日再次
走上莫斯科街头，要求普京下台，两天共
有700多人被警方带走。 西方舆论也乘
机兴奋了一把，宣称这是“12年来俄罗
斯最大规模的反普京示威”。

对于掌权12年来最糟糕的一次选举
结果，普京6日首度正面回应，称“失分在
所难免”， 并承诺将在明年3月总统选举
后改组政府， 对中央和地方官员进行换
血。

【民众集会】 两派发生小规模打斗
5日有数千名俄年轻人走上莫斯科

街头示威，抗议杜马选举不公。
当日， 大约5000名抗议者在瓢泼大

雨中走上莫斯科街头，高喊“革命！”“俄
罗斯不需要普京”和“为了一个不搞阴谋
诡计的俄罗斯” 等口号， 与警方展开对
峙。警方与一些示威者扭打起来，并将其
包围，防止他们向克里姆林宫前进。一些
示威者试图逃离并奔向克里姆林宫，至
少有30人被大客车拉走。

继5日之后， 数百名俄罗斯民众6日
连续第二天走上莫斯科街头， 要求执政
12年的现任俄罗斯总理、 下任总统候选
人普京下台，结束执政。

另有数百名支持普京的年轻人试图
破坏集会， 他们高呼俄罗斯人民支持普京
的口号， 并试图用打鼓声淹没抗议者的呼
喊声。报道称，双方发生了一些小规模打斗。

俄罗斯警方表示，警方6日分别在莫
斯科中心区逮捕拘留了约250人，在圣彼
得堡也拘捕了约200人，原因是这些民众
试图非法集会。

【普京承诺】 改组政府撤换班子
5日，在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初步明朗

后， 普京虽然露面， 但只发表了寥寥数
语，也未提及执政党选举失利之事。6日，
普京再次发表讲话， 承认执政党的选举
结果不尽如人意。

普京在一场由党内地方官员出席的
会议上说：“确实有所失分， 但对任何政
治力量而言，失分在所难免。”但他强调：
“当前形势下，这算是好结果。”

法新社解读，普京所言形势，指由主
权债务危机引发的欧洲经济低迷。

同一天，普京承诺，会在明年3月4日
总统选举后改组政府。

上月27日， 普京接受统一俄罗斯党
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不少西方媒体断言，
普京在明年总统选举中获胜没有悬念。

他说，总统选举后，俄罗斯中央和地
方政府将面临人事变动。“总统选举后的
下一步就是组建内阁。毫无疑问，政府会
出现相当数量的新面孔， 随后是地方行
政长官的变动。”

质疑

据东方早报报道，尽管梅德韦杰
夫表示，此次选举是“公平、诚实和民
主的”， 但有欧洲观察人士表示，有
“公然破坏选举程序”的证据和“多个
伪造选票的严重迹象”， 经常性的程
序违规包括计票问题、堵塞票箱和缺
乏公正等等。最可疑的一些投票结果
出现在北高加索地区，那里的计票结
果显示，车臣地区99.5%的选民和达
吉斯坦地区91%的选民都支持统俄
党。精神病院超过90%的患者也投票
给该党。

俄罗斯多个反对党抗议称，选举
存在舞弊，俄罗斯监督选举的独立组
织“格罗斯”称，该组织已收到5300
多份选举投诉。

据东方卫视报道，一段杜马选举
的相关视频显示：一位选票站的工作
人员在选票上做手脚，在空白选票上
勾勾画画。类似揭露选举违规的视频
不断在俄罗斯的网站上出现，更加引
发了民众的不满。

堵塞票箱，伪造选票，
精神病人投票？

美国媒体则开始借选举结果挑
拨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关系。据彭博
新闻社分析， 普京再次当选总统后
可能让梅德韦杰夫成为此次杜马选
举失利的替罪羊， 使自己摆脱首次
选举失利的阴影。 文章援引伦敦苏
格兰皇家银行新兴市场研究部负责
人蒂姆·阿什的话称，梅德韦杰夫可
能成为选举失利的替罪羊， 使普京
得以任命前财政部长阿列克谢·库德
林代替他担任总理。梅德韦杰夫今年
10月解除库德林的职务，因为后者批
评他增加军事开支。

美国环球通视有限公司驻伦敦
分析师利利特·格沃尔吉扬则认为普
京可能按照约定，在回到克里姆林宫
后任命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理，但是后
者的任期很可能不太长。
■综合新华社、新闻晚报、环球时报

梅氏或成替罪羊？
将失未来总理位？

外媒分析

包括俄罗斯共产党在内的一些政党
指责4日国家杜马选举投票存在违规。部
分政党和社会团体5日在首都莫斯科举
行集会，抗议选举结果。

俄罗斯新闻社6日报道，梅德韦杰夫
已责成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调查相关
情况。

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任何
未获官方许可的示威将遭警方制止。

梅德韦杰夫6日表示，政治体系是俄

罗斯内政，不容外国势力干涉。他说：“如
果他们观察选举进程， 监督是否存在违
规，这是一码事。但俄罗斯的政治体系与
他们无关。”

俄新社解读， 梅德韦杰夫这番话是
在回应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国家杜马选
举的批评声音。

俄媒体报道，希拉里5日批评俄罗斯
举行的议会选举，她呼吁调查欺诈，称选
举“既不自由也不公正”。

“走上街头的俄反对派显然受了阿
拉伯之春的影响”，英国《独立报》6日这
一判断从俄反对派将示威称为“脸谱革
命”上就能看出。美国彭博社则说，如果
俄政府找不到一个更合法的权力交接
机制，“一个暴力的俄罗斯之春并非不
可想象”。 美国参议员麦凯恩还在“推
特”上写了这样的留言：“亲爱的弗拉德
（弗拉基米尔·普京）， 阿拉伯之春已逼
近你身边”。

“谁仇恨普京，谁就是背叛祖国”，俄
罗斯网民海克斯托在俄罗斯电视台网站
上的留言让人看到了俄罗斯民意与西方
舆论宣传的尖锐对立。他质问道，你们还
记得普京上台前的俄罗斯什么样吗？“把
俄罗斯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普京是世界
上最好的总统”。女网民安琪质问道：“俄
罗斯人真希望暴力革命在21世纪的祖国
重演吗？上街闹事的所谓反对派抗议者，
你们搞这场闹剧收了西方多少钱？”

声音

希拉里抓紧起哄，梅帅强硬回应

俄网民：谁仇恨普京，谁就是背叛祖国

当地时间2011年12月6日，俄罗斯莫斯科，防暴警察逮捕反对派示威者。俄罗斯上千名
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不公正的议会选举，反对现任总理普京再掌总统权力。 IC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