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
提示:根据有关部门规定,用工单
位不得收取求职者任何费用,如有
违规,求职者可向劳动部门投诉
●聘装饰设计/制图18615756399
●聘专兼职销售员20名3600元每
月15828321881
●招4色印刷机助手2名87026605
●海德堡对开四色印刷师傅、北人
双色、BB机师傅、胶包折页机师傅
及熟练装订工13518186667

综合技能培训

摄影培训
●博瑞摄影培训87799557

空调修移
●成百空调部移机维修86111518

●迎新修移空调加氟87736658优

家电维修
●成百修彩电空调冰洗86252819

中央空调销售安装清洗
●大金中央空调4S店★84597190

电脑维护
●电脑快速上门维修66659599

商务·休闲·礼仪
●丽人模特公关★13072827650

●学生白领模特★18781983188

全自动麻将桌
●寻扑克麻将合作18081123123
●扑克全能定位器13699000117
●传扑克麻将好牌13882077444
●扑克麻将一打三13551350444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87711000华电机票86065555

租车行
●吉安★高中低档新车83028288

●田氏奔驰宝马A6L领驭雅阁陆
尊本田途胜哈弗低租★85133111

装饰装修
●质优价廉装修13880358023
●16年专业装修66919669优惠价

保姆·钟点工
●81705819乐万佳家政保洁服务
●84530698欣勤家政聘84510282

清洁公司
●安君家政为人民服务66501515
●专洗油烟管道.保13308175318
●新鸿保洁.满意付款87514228.
83425277★84414889★85186977
●安洁石材清洁地毯墙61362155

保洁服务
●吉祥87678516墙86669716蜡毯
●乐当家85151456毯85171456蜡

疏通管道
●87762682汽车低掏●85555458

疏管掏粪
●85434505疏改抽掏粪84553337

●83382663高压掏低●84315886

●83337896专业疏掏抽67756778

●玛利管道工专业疏掏87308888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防水·堵漏
●防水堵漏改水电粉刷85020972

搬家公司

●红运低价84337798▲84345188

●宏运搬家搬设备搬厂84442888

●大发搬83288888空调85188195

●玉龙83334848优87326666空调
●吉发83333359优84116868大车
●好运低价84446188★84439358

●乐民搬家87743676优85543488

●鑫升华搬家诚信84866683低价
●红明搬家84333310优84331619
●吉祥搬家厂设备吊装83377555
●月月红120元搬家85181335

丧葬一条龙服务
●买墓到燃灯寺公墓84892222
●85593168周氏灵堂棚86276116

二手货交换

●高收废旧物资等13551226500

典当行
●★万豪典当费低快捷87335111
●人和典当★低息快捷87086222

印刷·礼品·喷绘
●海德堡四色印刷13518186667

求购汽车
●求购轿车小客车13981755304

报废车回收
●优价回收报废车13458596882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68268366
●定点回收报废车15828383468
●定点回收报废车13550283923

汽车防盗抢卫星定位
●国内领先品牌全球卫87602290

律师服务

●吴律师专业民婚疑案88882629
●大律师免费咨询13708193210

●公司律师4007799994免费咨询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8880698

工商行业咨询
●办执照、资质、验资86252656

●低价办执照★资质8627 7220

●★办照变更记账税务65361739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专业工商注册代记账80555888

●工商注册资质代理87621975

●专业办照★增资13320947899
●免费代办★公司注册85108030

●★优价办照验资增资86888837

●全程办工商注册18328349780
●中弘办执照资质审计86273718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取 名
●酿名苑★★专家取名66000076
测名.择吉日.选宅www.yzqn.com

商务咨询
●迪泰婚姻调查寻人★61320466

财会·税务
●优优账税审计★工商85087459

机械·设备
●★租售发电机15928927167陈
●出租沙石筛选成套设备
13602749039郑生

启 事
●成华区百顺针纺织品经营部发
票准购证遗失作废

房屋租售
●110平写字间低售18628270980
●新铺，坐拥文殊坊、城隍庙商圈，
酒类、品牌优先66278886
●二楼商用房300平13350094982

●优品道精装办公带全家具130平
转租13708000525

写字间租赁
●小型办公室出租68625605

●科华北路办公楼优租87571818营业房
●60平560平900平1800平商铺出
租可从事各种行业13880920312

酒楼·茶楼转让
●红牌楼高档千平茶楼转让或承
包或联营18080813267
●武侯大型茶楼转13980011872
●转让新津梨花沟观音寺旅游圈
生态园，交通便利环境宜人约50亩
已投入60万用于基本建设，特别适
合经营18030803830官先生

餐馆转让
●专业为你找铺转铺66995072
●好又多旁10平旺13981913661
●灯笼街500平餐馆转让，低房租
一万五/月13398159799
●720平铺出租可餐13708080817
●外双楠460平餐转18980751683
●都江堰中山北路380平餐厅优转
13281154445

店 铺
●西门会展中心旁茶铺、时装铺优
转三开间13330967633张女士

●高新区四百平店13808088930
●东站70平超市转13981788824
●五大花园KTV优转13880700598
●琴台路一楼130m2旺铺招租
13666162135，13808058048
●市内旺铺及网吧招81388533
●“世友网吧连锁”寻网吧合作、
收购。18080960799刘先生
●保健按摩转让18980801722
●银沙路80平低转18981902221厂房租售

●温江郫县厂房租13488937866
●城北成青快速通道旁标准厂房
六万平方招租13402858988李
●新都工业区1000-3500平米标
准厂房出租刘先生13881810959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租售13882157830，61627292
●金堂厂.库房租售13981831388
●光华大道厂出租13981787028
●视高厂房招租13908174666

●新津工业园新标准厂房17000平
带行吊5000起租13881931753
●中和厂房出租13980993833
●双流航空物流园一万平米库房

即将骏工招租13908092175
●空港二、三楼4000m2厂房出租，
有两吨货梯13808216863李
●北新大道厂房库房优租三层楼
房3200平可分租13981989088
●出租东门厂库房13551119525
●新津厂房出租13488987278万
●大型水洗厂转让13808003827

●外西沙西线1700余平方米厂库
房优租，可分租18030852620
●双流西航港开发区厂房招租，电
话：13308050659，王先生
●武侯机投厂房租13881819112
●龙潭寺厂库房租13709084028
●租光华大道厂库13308012652

担保公司

●★博厚有资金寻合作61353400
●蓉万恒资金寻合作68691234

房产抵押咨询
●钱媒投资，专业中介，详询
18081985598,18081986598

招 商
●南门独栋建筑招13228115396

●工程寻总分包13980616686

●大量出售硬青石15280916777

●售工业园100亩地18980461927

●新津花椒园转让13708053428

据CNN昨日报道，德国警方去年

侦讯一名恐怖主义嫌犯， 在他身上查

获数字储存装置和记忆卡， 里面存了

一部色情片。 专家随后发现色情片里

大有玄机， 隐藏了劫持邮轮等阴谋的

档案。

奥地利男子罗丁去年前往巴基斯

坦，5月16日在德国遭警方拦截时，内

裤藏着储存装置和记忆卡， 里面装有

一部名叫Kick� Ass的色情片，且暗藏名

叫Sexy� Tanja的秘密档案。随后，德国

调查人员破解保护程序和密码， 看到

Sexy� Tanja的内容：一百多个“基地”

恐怖组织档案， 包括未来作案和运作

的计划。“基地”组织的“未来任务”

阴谋，包括劫持邮轮，以杀死乘客为筹

码，逼当局释放特定囚犯；还计划进行

类似印度孟买2008年11月26日的恐怖

攻击。

调查人员认为，档案可能在2009年

完成，但至今仍是基地组织所有计划的

“模版”。 作者可能是2011年在巴基斯

坦被捕的“基地”高级干部莫瑞坦尼。

又讯

奥巴马竞选阵营日前发布

一则竞选广告， 质疑共和党总统竞选

人罗姆尼是否有勇气下令击毙本·拉

丹。罗姆尼4月30日说，如果他是总统，

同样会下令击毙本·拉丹。

色情片内藏密档 “基地”欲劫邮轮

新

闻

链

接

飞行中缺氧

F—22飞行员欲换岗

美国空军一名基地指挥官4月30日

说，一些F—22型“猛禽”式战机的飞行

员要求转往其他岗位， 原因是驾驶这种

隐形战机过程中感觉缺氧。

美空军兰利基地空中作战指挥官迈

克尔·霍斯蒂奇告诉媒体记者，“极少

数”F—22飞行员因为缺氧不愿继续飞

行。 霍斯蒂奇没有公布要求转岗的飞行

员具体人数， 称将依据每名飞行员的个

人情况作出决定。

（新华社）

今年最大满月———“超级月亮”将

于本周出现，亮度高于平均值16%。据外

媒报道， 月球将于北京时间5月6日11时

35分变为满月。 本月的满月恰逢月球运

行至近地点，离地球约35.6955万公里，因

此这将是今年最大的一次满月。

专家建议，“超级月亮”刚升起或即

将落入地平线以下时欣赏效果最佳。如

果月亮出现在树木或建筑物后面， 从视

觉效果而言，看上去更大。

科学家提醒， 虽然本月满月不寻

常的外观可能会让有些人感到惊讶，

但是不必恐慌， 这种微小的距离变化

不会引发任何地震或极度潮汐。

（新华社 杨筱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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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月亮”本周出现

“基地”组

织前头目本·拉

丹被美军击毙

已有一年，而有

关他及“基地”

组织的各种事

件仍不断被披

露出来。

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与反

恐事务顾问约

翰·布 伦 南 4

月30日宣布，

美国将于本周

在西点军校打

击恐怖活动研

究中心网站上

首次公布部分

从本·拉丹藏

身住所所缴获

的文件。

这批文件是由美国海军海豹特种部

队2011年5月2日在巴基斯坦拉丹藏身住

所所获得的，文件中包括一批拉丹生前亲

手书写的信件以及日记。

布伦南说， 这些文件显示本·拉丹对

“基地”组织在美国持续压力下的生存感

到担忧。其中一份文件显示，由于“基地”

组织大量中高层领导人被打死， 本·拉丹

对接替他们位置的低层领导人感到担忧，

认为他们可能重复犯错。

此外， 本·拉丹建议其主要副手们离

开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接壤的部落地区，到

没有美军无人机巡逻的地区去。而布伦南

当天还表示，美国在海外进行的无人机打

击行动符合国际法。

这些文件还显示， 本·拉丹考虑过给

“基地”组织更名。他认为，美国已经基本

停止使用“反恐战争”这一说法，转而用

“基地”组织来指代恐怖主义，这为“基

地”组织造成了“形象问题”。

重

视

形

象

计划给“基地”改名

拉丹认为，美国转用“基地”组织来指代恐怖主义，造成了“形象问题”

CNN国家安全分析专家，同时也是《追

捕：从9·11到阿伯塔巴德，十年搜寻拉丹路》

一书的作者彼得·伯根称， 有超过6000份关

于拉丹和“基地”的文件将被公布。

彼得称，文件中显示出来的拉丹“事必

躬亲” 成瘾。《华盛顿邮报》5月1日也报道

称，本·拉丹被视作“基地”的“首席执行

官”，全面介入各项事务，从应对财务危机到

招募成员，从指挥前线作战到挑选遭击毙头

目的替代人选……他有时因世俗琐事而烦

恼，如索马里青年党应种植何种农作物。

材料显示， 本·拉丹尽管藏身巴基斯

坦， 却与全球各地的副手们保持联络，许

多方面“亲力亲为”，包括“基地”行动策

划和战略思考以及向袭击者下达命令和

提供建议。

恐

怖

管

家

“事必躬亲”成瘾

拉丹被称为“基地”的

CEO

，他有时烦恼琐事，如索马里青年党应种植何种农作物

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采访美国政

府多名现任和前任官员，同时综合两本新

书内容，勾画出本·拉丹最后日子里的“思

考”。他在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寻求“整编”

“基地”及其附属组织，意欲改变袭击手

法，以“重塑”形象。

本·拉丹最后几年试图管理 “基地”

这一散乱网络，寻求重新掌控松散依附的

各派别以及一些独行者，包括从也门到索

马里的一些武装团伙， 他认为后者玷污

“基地”名誉。

直到最后， 本·拉丹还在全力策划对

美国再发动一次大规模袭击。他下达指示

说：“‘9·11’ 袭击事件10周年纪念日就

要来到了，现在就要开始准备。”同时，他

还督促副手说：“如果你能指派一名合适

的弟兄负责制造一起袭击美国的大规模

行动，最好派几个弟兄（

别超过

10

人

）回

到各自的国家学习飞行技术，而他们互不

相识。”

最

后

日

子

臆想袭击，欲内部整顿

直到最后，他还在全力策划大规模袭击美国，并试图“整编”组织以重塑形象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中国日报、杨筱亦

世贸中心

“纽约第一高”

美将公开拉丹日记

美国击毙本·拉丹一周年

去年5月2日，美军突袭本·拉丹并将其打死，时隔一年，

美国宣布将于本周首次公布部分在拉丹藏身住所所缴获的

文件，包括一批拉丹生前亲手书写的信件以及日记。

�

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

1

号楼、即“自由塔”

4

月

30

日

在 建 高 度 达 到

1271

英 尺

（

387.4

米）， 超过帝国大厦，

重新成为纽约第一高楼。

原世贸中心

1

号楼和

2

号

楼、即南北双塔高

1368

英尺

（

417

米 ），在 “

9

·

11

”恐怖袭

击中坍塌。新建

1

号楼位于原

世贸双塔北侧，

2006

年开始

建设。 新华社发

击毙拉丹

决策内幕曝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