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没有监听了！

影响

（设计对白）

◆“政治关系中，信任是一种重要资产。默克尔极为理性，可能会推定奥巴马不知
情。但是，这件事将会改变两人之间的气氛。”

———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专家福尔克尔·佩尔特斯

法新社评述，默克尔通信
疑遭监视事件使奥巴马再次
陷入“极为尴尬”的境地。这是
三天之内奥巴马第二次出面
“灭火”，解释美国情报机构的
窃听行径。

21日，法国媒体曝光美国
国家安全局涉嫌在30天的时
间内秘密窃听法国公民7030
万次电话通话。法国总统奥朗
德21日晚与奥巴马通电话，
“强烈谴责” 美国大规模窃听
法国 。法国外长也召见了美国

驻法大使表示抗议。
有分析指出，法国总统奥

朗德一直把美国当作“老大
哥”，在对叙利亚“化武疑云”
中， 他是唯一紧跟美国的盟
友，不仅先入为主地指责叙政
府使用化武，还积极推动对叙
军事打击， 结果却是徒劳一
场，已很丢面子，而窃听丑闻
再令其大伤自尊。

不断升级的窃听丑闻正
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
制造着越来越大的互信鸿沟。

随着窃听丑闻再次升级，美
国当局也正遭到越来越多的反
对和谴责。这个自视站在“道德
制高点”的国家，如今面临被拉
下“神坛”的窘境。

法国——— 21日， 法国总统
奥朗德就“法国公民7030万次电
话遭秘密窃听” 致电奥巴马，要
求奥巴马政府立即予以解释澄
清。

墨西哥———21日，墨西哥外
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国
家安全局监控墨前总统卡尔德
龙的电子邮件，要求美方作出解
释。据消息透露，美国对包括墨
西哥在内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
都实施了监控。

巴西 ———据爆料， 巴西总
统罗塞夫及其顾问的通讯内容
也遭到美国监控。罗塞夫反应强
烈，不仅取消原定于本月底对美
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而且在联合
国大会上猛烈批评美国。

欧盟———8月25日， 德国媒体
曝料称，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欧盟办
公机构进行监听和网络渗透已长
达5年之久，引发欧盟震怒，有议员
甚至呼吁暂停与美国的跨大西洋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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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盛鼎河道疏浚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2
年 9月 2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2-2）S副本，注册号：43010000
0168341另遗失国税税务登记
证正本，税号：430102053874932，
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05387493-2，特此声明作废 。

遗失声明

湖南四方同业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
代码：0622091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40元/行起(公告从高）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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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张进锋遗失驾驶证，证号 422202
198001085211，声明作废。

医 疗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 腰椎间盘突出、 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13975156778

本店新装修，经营餐饮客房，
位置好合同长，还有 7 年，客
源稳定，年纯利绝对有 20 万
以上，接手稳赚，现因老板有
特殊要事无心经营，26 万超低
价急转。 先到先得，无诚者请
勿扰。 详情来电 15581454833

酒楼带宾馆急转

转租 出售

洗车场急转
浏正街丽都大厦 18773361122贺

位于风景如画的衡山后山半山
腰处，有少量套间、标准间，可
短期或长期租用。 主要适用于
休闲度假、会员制别墅基地、避
暑养生、创作、中小会议等。 机
遇难得，有缘者请与陈先生
联系电话：13974972199。

天然氧吧招租

临街商务楼整栋出售
�东塘香舍花都 2-7层
4100平方，价格面议。
联系人：彭先生 13873030098

4室 2厅带厨卫，150m2 办公装修
3500/月，押 2付 3。 茉莉花酒店
旁郡原广场 13808428919王先生

出租办公住房一套

厂房仓库宾馆招租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2 万平
方米 ,框架结构 ,手续齐全。
13508486080李,13908459448周

������受委托，我们依法对下述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转让。 具体情况如下：
一、标的物的基本情况：
标的一：原电子仪器厂位于邵阳市双清区邵双路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构筑物、废旧机器设备。 总土地面积 14075.35m2，
城市规划道路将其分成 A、B 两部分， 其中 A 块土地面积为 11611.68m2，
土地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容积率≤3.5，建筑密度≤27%（高层≤20%），B
块土地面积为 2463.67m2，土地用途为商住综合用地，容积率≤2.0，建筑密
度≤30%（高层≤20%），具体详见《邵阳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用地规划
条件书》（2013-57）及《房屋建筑物清查评估明细表》（其中表中的第 13 项
厂门市部门面 69.57 平方米不属于该标的转让的范围）及《机器设备清查
评估明细表》。 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3300万元。

标的二：厂门市部门面 2 间，建筑面积 69.57平方米。交易保证金 200 万元。
上述标的的土地实际面积、 房产面积以办证时相关部门核定为准，土

地出让条件、规划指标均以国土、规划部门核定为准。机器设备以现场清点
数为准。

二、拍卖时间、地点：标的一的拍卖时间为： 201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
10:38分,标的二的拍卖时间为： 2013年 11月 27日下午 15:08分。 拍卖地
点均为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大厅。

三、意向受让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5:00 时以
前将交易保证金汇入到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指定帐户，并于 2013 年 11 月
26日下午 5:00前持交款凭证、 有效身份证照到本次拍卖转让的联合办公
地点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填报《意向受让申请书》并办理竞买报名手续。交
易保证金均以 2013年 11月 26日下午 5:00时前到帐为有效。

四、即日起开始展示标的，并接受报名（节假日不休）。详情请与我们联
系，并请登陆网站：www.sycqzx.com邵阳市产权交易信息网。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地址：邵阳市红旗路 355号中国银行宝西支行二楼。
联系电话：交易中心：0739-2277622 13487979121 15873787976
转让方：13975996257（孙女士） 15115968662（蔡先生）
监督电话：5322708 (市工商局) 5361976 (市国资委) 5430955 (市商务局)

资产拍卖转让公告

邵阳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邵阳市大诚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25日

遗失声明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湘乡支公司遗失以下单证，
声明作废。 机动车辆保险单 1
份，PCC010001132000076429。

贺谢艺遗失湖南涉外经济学院
毕业证，毕业证编号
123031200806002726，声明作废

冯大军：本会受理的[2013]长仲
字第 468 号申请人湖南湘雅集
团有限公司与你之间的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裁决书， 请你在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
逾期即视为送达。 本会地址：湖
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层。
联系电话：0731-84413261。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徐国力遗失驾驶证,证号:430921
198811207038,声明作废。

女 30 未 162 个体肤白传对漂亮气
质高雅诚交成熟男为友 18670383309
女 39 离经商独居车房全征实在成
家 男 （ 可 上 门 ）18073152693

高薪聘红娘 84321711

天安财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
心支公司承保以下客户因无法
正常联系，请于见报后 30 日之
内与我司联系索赔事宜：

陈宗荣，湘 A81C05，浏阳
市大瑶镇地段 ； 杨文训 ，湘
AFQ592， 长沙县消防队地段；
湖南中广传播有限公司，湘
A0ZG03， 长沙市万家丽路地
段；曾润平，湘 AHR017，南县华
阁镇地段；彭景，湘 AGQ003，
浏阳金沙南路地段；长沙湘运物
流有限公司，湘 A02854，浏阳跃
龙地段；罗新华，湘 A9P146，长
沙市岳麓坪塘地段；潘威，新车
（发动机号 103280507） 岳阳市
汨罗地段；浏阳市湘淮出租车有
限公司，湘 AXL757，浏阳劳动
路口；栗勇，湘 B14658，浏阳北
镇路地段。 万秋良，湘 A5EZ89，
望城光明村；徐明亮，湘 A8ML95，
浏阳劳动路地段。逾期未来处理
的案件，我司将做注销处理。

公 告

朱丰美遗失二级建筑工程注册
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1102752 号；
二级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注册
证书 00017409 号 ；二级建筑工
程注册建造师执业印章湘 2431
11217409 号上列证件声明作废。

蔡灿，身份证号 432301198405050622 于
2013年 10月不慎遗失机动车销
售统一发票联及报税联，发票代
码 14300112660，号码 00767105，
特此声明！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公告声明

联谊 交友

张慧遗失会计证一本，证号：
43012400004082，声明作废

中南大学钟晓聪遗失毕业证书，编
号 105331201105100994及学士学
位证书，编号 1053342011100994
声明作废。

付停遗失助理医师资格证，号码：
201143241430521198803051449，
另遗失助理医师执业证，号码：
241430100000595；中医药高专
毕业证，号码:13802120100600
0645，特此声明作废。

范嫩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证:
123971200706003035遗失作废。

●本人男 54岁丧稳重健康军人
退伍经济稳定情感孤单寻真诚
顾家女士安享晚年可带孩亲谈

本人征婚 13760172366

本人男 49岁丧偶健康忠厚随和
经商经济优特寻贤淑端庄成家
女重组幸福家庭可带老人小孩

《本人征婚 13824381178》

黎艳遗失保险代理资格证，编号:
200612HNCS417890，声明作废。

低转现代 1.5万，面的 6千 15073190325
小车转让

叉车转让
低价转让 3T、3.5T 叉车 9 成
新各一台，13973136843邓

������受长沙银行委托，我方定于
2013 年 11 月 6 日 15 时在长沙
市城南中路 290 号矿物珠宝市
场前栋三楼湖南省银剑拍卖有
限公司拍卖大厅，按现状公开拍
卖长沙市湘江大道 208 号晓波
大厦（欧陆经典）A 座 101 号商
铺财产权益。 该商铺建筑面积约
950.1m2（以最终权证面积为准），
现经营毛家饭店（租赁期到 2015
年 7 月）， 地处营盘路与湘江大
道交汇口东北角，周边商业氛围
浓厚，万达公馆、潮宗御苑，徐记
海鲜、秦皇食府等云集于此。 因
历史遗留问题，该商铺目前仅办
理了预告登记证（预告登记权利
人为：长沙银行东城支行），未办
理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

标的即日起展示。 有意竞买
者， 请在 2013 年 11 月 5 日 17
时前（以到账时间为准）将竞买
保证金人民币 200 万元缴至如
下账户(名称：长沙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管理部，开户行：长沙
银 行 营 业 部 ， 账 号 ：
800060272509011)，且于 11 月 6
日 12 时前凭付款凭证及有效身
份证明到湖南省银剑拍卖有限
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特别说明：请当事人、担保物权
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
人于拍卖日到场。 如参加竞买，
应按本公告的规定缴纳保证金、
办理竞买手续、参加拍卖会。
长沙银行联系人：
唐先生 13908480218
赵先生 18673156669
拍卖公司联系人：
湖南省银剑拍卖有限公司 金先生
15074992168 0731-84411166
湖南高地拍卖有限公司 田女士
13874857329 0731-82224675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张女士
13507311530 0731-82827770
湖南省高盛拍卖有限公司 郭女士
13908479699 0731-85504588

湘江大道商铺财产权益拍卖公告

刘靖雯遗失身份证,证号:430921
198908277040,声明作废。

胡胜湘 43280219650711261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何凤姣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0502194110262542声明作废。

周姣 430122199011122842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我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6 日
在《三湘都市报》（A21 版）发布
的《拍卖公告》内容中“标的一
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所
有的设备（单层间歇转移涂布
机四台、半自动注液机一台）,起
拍价 123.008元”现将起拍价更
正为 123.008 万元。 原《拍卖公
告》的其它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湖南万和拍卖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
尔23日要求美国总统贝拉
克·奥巴马给个说法，澄清美
国情报机构是否监视她的通
信。奥巴马保证，美方“现在
没有”、“将来也不会”做这种
事。

继今年6月“棱镜门”曝
光后， 美国情报机构窃听丑
闻再次升级。此前，遭美国相
关机构窃听的国家名单已包
括伊朗、俄罗斯、印度、巴西、
墨西哥、比利时、中国和法国
等。

默克尔怒了
“如属实，坚决予以谴责”

德国政府23日说， 依据
所获信息， 默克尔的手机通
信“可能”遭到美国情报机构
监视。 默克尔当天与奥巴马
通电话， 表达不满并要求对
方“立即作出全面解释”。

默克尔的发言人斯特
芬·赛贝茨在记者会上说，
默克尔告诉奥巴马，如果信
息属实，“她认定这种行径
完全不可接受，坚决予以谴
责”。

德国政府没有公布所获

信息的来源。不过，德国《明
镜》周刊说，这家新闻媒体分
析了美国“棱镜”情报监视项
目曝光者、 美国情报机构承
包商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
提供的信息， 继而促成德国
政府怀疑默克尔的通信遭监
视。

奥巴马急了
“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

美方的回应措辞微妙。
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在记
者会上说， 奥巴马向默克尔
“保证”，美方“现在没有、将
来也不会监视”她的通信。就
美方先前是否“无意”获取默
克尔通信信息， 卡尼没有正
面作答。

法新社评述， 卡尼的言
论并未排除美国曾经监视默
克尔通信的可能性。 德新社
记者稍后向白宫求证， 默克
尔是否过去也未遭窃听，遭
白宫拒绝。 路透社记者向一
名白宫官员提出类似问题，
同样没有获得明确答案。“我
不便公开评论传闻中的情报
活动每一个细节。”这名官员
如是作答。

默克尔手机也遭监听
美国再遭小伙伴们围攻
奥巴马三天内两次“灭火” 面临被拉下“道德神坛”窘境

敢监听
我的手机？

奥巴马三天内两次“灭火”

美国面临
被拉下“神坛”的窘境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