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7日，奥朗德向支持者挥手。 新华社 图

“默克朗德”或取代“默克齐”

奥朗德的当选， 短期内很可能会引
发债务危机背景下的市场紧张情绪和一
些不确定性。因为他所宣称要修改的“财
政契约” 已经受到市场和国际评级机构
广泛认可， 被认为是改变一些欧洲国家
过度依赖负债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举措
和避免债务危机重演的重要保障。 而德
国在这一点上的坚持意味着对克服欧债
危机至关重要的法德关系可能会受到一
些干扰。但分析人士认为，长期来看，奥
朗德的上台不会对欧债危机形势产生重
大负面影响， 甚至还有可能推动欧洲更
快地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增长。 曾在上世
纪90年代担任法国内阁政策顾问的韦龙
对记者说，由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和
萨科齐主导的“默克齐”方案不久便会被
“默克朗德”取代，因为默克尔和奥朗德
深知， 解决欧债危机离不开德法两国的
“团结”。

萨科齐6日晚承认自己落败， 同时
“祝奥朗德好运”。他成为31年来首位未
能连任的法国总统。

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当萨科齐失
去总统的豁免权后， 他将面临司法调
查。法国司法部门目前正在调查欧莱雅
掌门人贝当古涉嫌在上次大选期间向
萨科齐竞选团队、 人民运动联盟成员、
甚至萨科齐本人行贿的案子。 此外，萨
科齐还被指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预算
部长期间， 与时任总理爱德华·巴拉迪
尔一起在与巴基斯坦的国防交易中拿
回扣。

有分析认为，萨科齐是牺牲在欧债
危机之下的又一个欧洲国家领导人。但
英国媒体称，萨科齐粗俗自我，在担任
总统期间因为举止夸张，爱炫耀私生活
被称为“bling-bling（亮闪闪）”总统，
无论在政策制定还是自我形象定位上
都犯了错，他的失利无可避免。

法国民众认为，萨科齐背叛了他自
己当初的竞选承诺，他给他们留下的只
有失望。他执政5年，法国新增了100万
失业人口，还有数百万人在收支平衡的
门槛上挣扎。他的税收减免政策让富人
更富有，法国民众内心不公平的感觉剧
增。 ■据新华社、新闻晚报、都市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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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渴望拥有欧洲男人的
强壮和威猛， 能在夫妻生活中达到
巅峰的本领。

在印度的卡朱拉荷神庙，我们看
到昌德拉王朝时期的人们对夫妻生
活的热爱和大胆， 大量各式各样图
画和模型，让成年人看得脸红，这里
还有腾玛（印度） 国际中心研制的
DA睾蛋白。

神庙信徒科恩博士说：“这是欧
洲男人最喜欢的褐色小药丸， 它能

让你晚上更尽兴， 并且第二天精神
抖擞。 ”博士再三嘱咐我们，如果没
有好女伴，千万不要尝试，因为它会
让你按捺不住，躁动三天。一位叫大
卫， 比利的小伙子说，“他每次和女
友亲热时，都要服用 DA 睾蛋白，他
感觉全身有使不完的力量， 生殖器
官也会变的硕大、坚挺，激情不止，
给女伴充分性高潮和满足。

在新德里的红灯区，如果你提起
伟哥，她们会觉得你落伍了，褐色的

DA 已经取代了蓝色的小药片，它的
成份来自多种动物睾丸， 靠激发营
养男人的睾丸起效， 两粒就可以持
续三天，可以长期吃，没有任何副作
用。

一般人吃上三个月，睾丸分泌睾
丸酮的能力就已经很强劲了， 再吃
就会让女伴和床“吃不消”，由于这
粒褐色小药丸能促进男性器官的第
二次发育， 联合国卫生组织和欧洲
药品局（EMEA）及美国 FDA 只允许
向成人销售。

现在康巴公司引进 DA 睾蛋白
已经到了中国， 很多男人今晚就想
体验一下欧洲男人的疯狂， 但是请
认准 DA 睾蛋白小药丸， 并且关好
门窗以防打扰邻居。

�����DA 睾蛋白的效果好不好， 销量可以证明一切，在
广州、沈阳……男人们毫不犹豫的排队购买，创下了一
天销售百万的奇迹。“DA 睾蛋白的效果太棒了，让我告
别了时间短的痛苦，现在每次都很激情”。“DA 睾蛋白
让我老婆非常吃惊，为什么会这么显效？ 这么厉害”？。
“老公用了 DA 睾蛋白真是太神奇了！ 我很久没有这样
的疯狂的享受了，太妙了”“DA 睾蛋白效果就是好，

只用了 8 盒，十多年的前列腺病治好了，性功能
也比以前强多了。 ”

应广大消费者的强烈要求， 公司决定举行为期 7
天的《疗效验证、体验价销售活动》，本次活动以宣传为
目的，用疗效见真情，让服用 DA 睾蛋白]的男人第二次
发育，让你早日感受 DA 睾蛋白]带给你神奇的效果，树
立良好的口碑形象。

DA 睾蛋白现已到货
专业营养睾丸 促进器官发育

女人感到寂寞 男人负有责任
������我觉得女人会空虚寂寞，绝对是男人的责任，这对女人来说是
最最不公平的，也是最无奈的事情，因为我老公有十多年的性功能
障碍，而且那儿特别短小，每次不到 2 分钟就成了一摊烂泥，我从
来就没有快乐过。 每当我那些姐妹谈起她们的老公是多么多么的
厉害，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啊，可是老公不行，还能有什么办法，我
也给他买过许多壮阳药，越吃越不行，对身体副作用也大，就在元
月份吧，我的闺蜜神密兮兮地介绍给我 DA睾蛋白，她说她老公用
了特别好，从她的脸上我读懂了她的幸福。我拨打 400—089—7277
参加了体检价承诺活动买了 8 盒，老公用了 20 天，那儿明显粗壮
了许多，每次性生活我特别刺激，半个小时，那种感觉太美妙了，太
消魂了，到现在老公用 DA睾蛋白有一个多月了，神奇的是老公的
那儿增长了几公分，粗度也增加了，每次老公都能让我高潮，感谢
DA睾蛋白让我们的夫妻生活如此幸福。

欧美男人最爱“褐色小药丸”

限前 30 名打进电话订购者
免费咨询热线：

上市优惠活动
买 4就送价值 298元

美国威裤一条

全国免费邮寄，货到付款。
400-090-1778

温馨
提示

有分析认为， 奥朗德从竞选期间
开始就表现出一种“惧华”态度，由此
在三大议题上对华立场强硬， 不过当
选总统后， 他可能会更柔性地处理中
法关系。

早在法国总统选举期间，有分析就
指出，本次法国大选关于外国议题的热
度，德国排第一位，其次是中国。作为左
翼政党的代表，尽管奥朗德在公开场合
屡次宣称法国需要良好的中法关系，但
有分析称，考虑到其所代表的左派价值
观及争取左派选民，奥朗德的对华政策
很可能和萨科齐唱反调。

奥朗德“惧华”。首先，奥朗德反对
中国经济援助欧洲， 他认为这会影响

法国的主权；其次，他把中国当做法国
贸易逆差的祸根， 声称不接受不可兑
换的人民币， 这已成为他总结法国经
济问题的一个重点论调。此外，他也考
虑到法国影响力有限， 把解决中法经
济上的分歧提升到欧洲层面， 提议欧
洲应对不遵守社保原则和环境保护的
产品征额外税，这一建议如果落实，受
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中国产品。

不过， 奥朗德也给自己的主张留了
余地。他声称自己不拒绝中国产品，而是
希望双方贸易平衡。有分析称，奥朗德
当选， 中法关系短期内肯定有磨合期。
在中法交往互利互惠的大背景下，与中
国发展良好关系是奥朗德的必然选择。

萨科齐卸任后
或面临司法调查
成为31年来
首位未能连任法国总统

法国现任总统、 右翼政党人民运动联盟总统候选人尼古拉·萨
科齐6日晚承认， 在当天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败给左翼社
会党候选人弗朗索瓦·奥朗德。

奥朗德预计将在5月15日之前走马上任。 奥朗德在政策主张层
面与现任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大不相同， 这名左翼社会党人的胜出
因而不仅影响法国政坛，同样影响欧洲乃至欧洲以外的西方国家。

观察

对中国
“惧华”心态或致法政策改变

对欧洲
法德将因欧债危机产生冲突

奥朗德当选使得萨科齐和德
国总理默克尔的联盟面临瓦解命
运。

奥朗德在获胜后发表讲话，称
他的胜利代表了“欧洲的全新开
始”。 他还承诺将赋予欧洲一体化
建设以“增长、就业、繁荣和未来”。

奥朗德宣布， 自己上台后的
第一个举措将是向德国施压，把
刺激经济增长的条款加入到目前
的欧洲财政紧缩方案中。 奥朗德
此前早已宣布， 拒绝全盘接受经
过艰苦谈判达成的欧盟财政协
定。他表示，他希望就欧盟有关债
务问题的协议重新谈判， 将重点
放在刺激增长和增加就业方面。
这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将是一个艰
巨的挑战。默克尔已经表态说，欧
盟一些基本政策， 如严控开支将
不再有重新协商的可能。

德国外交官认为， 法德之间
将会就欧盟预算等问题产生冲
突。

对法国
对内承诺可能只“摆个姿态”

除了把重新谈判欧盟条约作
为优先考虑外， 奥朗德准备在
2017年实现财政预算平衡， 对富
人征税。

奥朗德在当选总统后发表讲
话说， 他上台后第一项任务就是
团结法国民众，促进就业和增长，
带领法国走出债务危机。

在7月议会举行特别会议期
间， 奥朗德将推动一项追加预算
案，并推行一系列财政措施，其中
就包括对收入超过一百万欧元的
家庭按照75%的最高新税率征税，
而相关措施约有3000项： 对巨额
遗产征收附加遗产税， 提高大型
公司缴税率， 大幅增加资产常年
财富税，颁布银行业新规，遵守承
诺首批新增6万个教师岗位。

奥朗德打算推行的计划究竟
有多少？奥朗德的朋友表示，他在
竞选时所做的承诺很多都是摆摆
政治姿态罢了。

连线

奥朗德当选法国新总统，支持者欢庆。

向
左

法
俄
大
选

萨科齐承认败给奥朗德。

奥朗德当选总统，法国“向左转”
成17年来首位法国左翼总统 “惧华”心态或致法政策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