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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征集公告

我公司拟在锦江区内环至
三环区间内寻找单价不超过1.3
万元、 面积在4-6万平方米的
写字楼资产。 现公开征集符合
以上条件的资产出让方， 有意
出让者请于2021年6月4日17:00
前将出让标的物报价资料送至
成都市锦江区小雅巷17号5楼
资产管理部。联系人：李小姐，
18108186929。
成都市兴锦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2021年6月1日
●本人刘国亮遗失一次性土地
费收据，声明作废。
●本人江俊于2021年5月30日
不慎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号：
510121199211257817）， 如有冒
用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成都雪诺科技有限公司。 基本
户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
0072847601编号：6510-02178
515账号 ：14700951201000014
9开户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高升桥支行。 遗失作
废， 特此声明。 由此引起的经
济纠纷和法律责任自负。
●成都市龙泉驿区特思乐文化
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罗秋升法定代表人名章， 印章
编码:5101120100604遗失作废
●党述杰身份证 （号码510823
200201263873） 于2021年5月
23日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四川众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吴德胜法人章 （编号：510104
000751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佳晨农产品有限公司遗
失法定名称章一枚， 编号5101
245133544，财务专用章一枚，
编号5101245133545， 发票专
用章一枚， 编号510124513354
6， 法定代表人名章一枚 （梅
燕丽），编号5101245133547，声
明作废。

●中诚国建有限公司遗失在成
都银行华兴支行， 帐号100130
0000585845预留印鉴章（游建
义印，编码：5101060271063）一
枚，声明作废。
●四川中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 （印章编码：5101089909
179）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省柏好木业有限公司原
法人韩昌霖法人章编号：51010
09218045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裕德瑾睿税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张小玉法人章编号51
01060390263遗失作废。
●彭州市仙子合唱团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6510108589902
账号51050156785200000518，
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彭州新城支行， 遗失
作废。
●四川恒和律邦金融服务外包
有限公司左立民法人章（编号：
5101055051088）遗失作废。
●成都趣靠枝商贸部， 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6MA63HNWW1N）
遗失作废。

●蒲江县尧舜乐耕家
庭农场公章 （编号：
5101315008660）遗失
作废。
●四川楠森消防装备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
5101085178048）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成华区槐虹饭店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85026766） 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彩虹社会事务
服务中心公章编号：51010092
14809遗失作废。
●四川毛毛说亲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公章 （编码：5101095822
512）遗失作废。
●成都房特优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原法人黄凯法人章编
号：5101250073467遗失作废。
●成都希朗商贸有限公司杨勤
业法人章编号：510109578026
0遗失作废。
●成都全盛商贸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注册号：51010700040104
8）正副本、公章（编号51010085
65597）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省柏好木业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9
218043）遗失作废。
●成都安博睿安全科技
有限公司段波法人章编
号：5101120052233遗失作废。
●四川西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民电站黄洪东法人章（编号：
5101245003122）、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245021876）、 杨华
安法人章（编号：510100951101
6）遗失作废。
●四川西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郫县水电厂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245021875）遗失作废。
●四川西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郫县唐昌水电厂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00077856）、公章（编
号5101000077855）遗失作废。

●成都盛玖机械设备租
赁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75527041）遗失作废。
●成都蓉城拓学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刘璐法人章编号51010755
93710遗失作废。
●成都市蓝恋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03851
2）、张通法人章（编号：5101075
038513）、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008791531）遗失作废。
●成都兴锦江科贸有限公司原
法人李楚武法人章 （编号 ：
5101000038007）遗失作废。

●四川壹聚增商贸有限
公司原法人郭一君法人
章编码：5101060069784
遗失作废。
●成都炜煌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杜俊伟法人章
（编号：5101060146540）
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聚汇海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原法人冯远玺
法人章（编号：51010552
02610）遗失作废。

丹麦广播公司5月30日报道，美国
国家安全局利用丹麦互联网设施，监
听、监视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等多
名欧洲国家高级官员。

丹麦广播公司以9名能接触机密信
息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丹麦情报部门
2015年完成的一项内部调查发现，美国
国安局利用与丹麦情报部门的合作关
系，借助丹麦互联网设施，监听、监视瑞
典、挪威、法国和德国的高级官员。

分析人士指出，素以“网络安全卫
士”自居的美国屡屡爆出监听欧洲盟友
的丑闻，使跨大西洋关系不断遭受重
击，双方之间互信削弱、裂痕更深。

利用盟友监听盟友

丹麦广播公司与瑞典、挪威、德国和
法国的媒体合作，在针对丹麦国防情报
局2012年至2014年工作的一份秘密内
部调查报告中，发现了“惊人的结果”。

这个代号为“邓哈默行动”的内部
调查报告于2015年完成，其得出的一个
重要结论是：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与丹

麦国防情报局合作，有目的地接入丹麦
互联网以获取数据，从而能够监听目标
国家高层官员，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
尔，现任德国总统、当时担任德国外长
的施泰因迈尔，当时的德国社民党总理
候选人施泰因布吕克，以及法国、瑞典、
挪威等国领导人。

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盟友
监听盟友，监听范围非常广泛，不仅截
获手机短信和电话内容，还能获取互联
网上的搜索内容、聊天信息等。

法新社说，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使用
丹麦互联网设施从事监听活动是否得
到丹麦当局批准。丹麦国防大臣特里
娜·布拉姆森30日晚些时候说：“系统性
窃听亲密盟友的行为不可接受。”

针对媒体就此事的询问，美国国安局
并未立即回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则拒绝评论。

“这是一桩政治丑闻”

针对这一报道，丹麦国防大臣布拉
姆森在给丹麦广播公司的一封电子邮

件中回应说，对亲密盟友进行系统性窃
听是不可接受的。

挪威和瑞典政府也要求丹麦政府
立即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瑞典国防大
臣胡尔特奎斯特表示，希望了解事件的
全部信息。挪威国防大臣巴克-延森称，
将“严肃对待”这一事件。

“友好国家的情报部门，真的在截
获、监听其他国家高级官员的信息，这
太荒唐了，”施泰因布吕克对德国媒体
说，“我认为这是一桩政治丑闻。”

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秘书克
莱芒·博纳在接受法国新闻台采访时表
示，此事如获证实，其性质“极其严重”。

德国联邦议院负责调查此前美国
监听事件的委员会负责人帕特里克·森
斯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情报部门背
后的驱动力“不是友谊，也不是道德伦
理，而是对利益的追逐”。

我行我素的“窃听帝国”

素以“网络安全卫士”自居的美国，实
际上一直在对欧洲盟友大搞间谍活动。

2013年6月，美国安局承包商前雇
员爱德华·斯诺登向媒体曝光“棱镜”秘
密监听项目，指认国安局监听对象包括
德国公民的电话通话和网络通信。同年
10 月，德国政府宣布，默克尔的手机可
能遭到美国情报机构监听。2015 年，维
基揭秘网爆料，法国三任总统雅克·希
拉克、尼古拉·萨科齐和弗朗索瓦·奥朗
德先后遭美方监听。此后，“维基揭秘”
网站又在2015年爆料，美国国家安全局
先后监听过法国三位总统希拉克、萨科
齐和奥朗德，获取了关于他们施政的一
些重要情报。

2020年11月，丹麦媒体报道称，美
国曾对丹麦政府及其防务产业以及其
他欧洲防务承包商展开间谍活动，以获
取相关国家战机采购计划的信息。

分析人士指出，最新曝光的丑闻再
次暴露了美国我行我素持续监听欧洲盟
友以维护自身利益的霸权主义心态。这
将令美欧修复关系的努力面临新挑战，

“美国优先”政策给跨大西洋关系留下的
深深裂痕将愈加难以弥合。 （新华社）

据外媒报道，美国洛杉
矶一个名叫卡什·奎斯特的2
岁女孩近日凭借高达146的智
商，通过全球知名高智商人群
俱乐部“门萨”的测验，成为该
组织在美国最年轻的成员。

卡什母亲认为，卡什虽
然表现出了超出同龄人的智
商，但她仍然是一个2岁的孩
子，她需要和同龄的孩子们
在一起。

智商高达146
两岁掌握元素周期表

尽管卡什只有2岁，但她
能够在地图上清楚地辨认美
国50个州的位置，并从1数到
100，甚至还掌握了元素周期
表。卡什的父亲德文表示，女
儿总是表现出对周围环境的
好奇和喜欢问“为什么”。如
果卡什遇到不知道的东西，
就会想去了解，去认识这个
东西如何起作用，一旦她学
会了，就会使用它。

据卡什的家人介绍，从
学会说第一个字开始，卡什的
语言能力就开始突飞猛进，很
快就能说出含有五个或者以
上单词的句子。卡什在学说英
文的同时，还在学习西班牙
语，她还会打50种手语。

通过观察，全家人都觉
得卡什展现出来的能力可能
大于她的实际年龄。卡什的儿
科医生也同意这一观点。医生
表示，在卡什18个月体检的时
候，父母向其展示了卡什在数
字、形状、颜色认知方面的能
力。“她太神奇了，这是值得研

究的事情。”医生说。
所以，卡什的父母决定

带她进行门萨测试，结果卡
什以146分的成绩通过了考
试，成为门萨俱乐部在美国
接收的最年轻会员。要加入
门萨，需要先通过斯坦福-
比奈智商测验，132分为基本
门槛，在测试中获得145分以
上的人可被视为“天才”。

家人经常对卡什的进步
表示鼓励，当她在完成一项
任务遇到困难时，父母会鼓
励她，并为她的进步感到骄
傲，而卡什也通过鼓励父母
展示出了较高的情商。

“不希望女儿
承受太大压力”

父母鼓励卡什进步的另
一种方式是建立一个幼儿
园，卡什的母亲Sukhjit有教
育背景以及在新冠大流行期
间社区的需求，一所独特的
家庭幼儿园诞生了。这个幼
儿园将于10月份开放，会有
12名学生入学。

卡什的妈妈在接受福克
斯采访时提到，卡什也有同龄
孩子们的脾气和特性，但能够
比同龄人更理解他人的意思。
Sukhjit认为，卡什虽然表现出
了超出同龄人的智商，但她仍
然是一个2岁的孩子，需要和
同龄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们
不想让她承受太大的压力，不
希望让她表现得太老成。”

虽然卡什测试中表现出
来超高的智商，但父母与她的
交流没有任何不同。现在，卡
什的父母正在学习有意识的
说话和沟通，因为卡什会让他
们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这教会了我们耐心地
和她交流，以及作为一个家
庭集体，我们必须步调一致。
我们现在对自己跟她说话的
方式和解释事情的方式都非
常在意。”Sukhjit说。卡什父
母还表示，卡什学习都是根据
自己的节奏，会向父母展示自
己学会的技能。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蒋伊晋

尼日利亚警方5月30日
宣布，一伙武装人员当天袭
击中北部尼日尔州泰吉纳
镇，从一所学校绑架了学生。
按照州政府说法，遭绑架学
生人数大概200人。

尼日尔州警方发言人瓦
休·阿比奥登说，袭击者骑摩
托车来到泰吉纳镇，胡乱开枪
造成1死1伤，随后从萨利胡·
坦科伊斯兰学校绑走学生。

阿比奥登说，遭绑架学
生人数“有待确认”。警方将全
力营救学生，确保他们安然无
恙。学校所有者阿布巴卡尔·
泰吉纳家距离学校150米左
右，目睹了学生遭绑架过程。

“我亲眼看到20到25辆
摩托车载着全副武装的人，”
泰吉纳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
时说，“他们闯入学校并带走

150名或更多学生。”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校

方管理人员告诉法新社记
者，袭击者起初带走100多名
学生，“后来把一些他们认为
年龄太小的学生送回来，那
些4到12岁的孩子”。

尼日尔州政府在社交媒
体推特发文说，约200名学生遭
绑架，袭击者释放11名“低龄且
无法步行（太远）的”学生。

法新社报道，武装人员
近来经常以洗劫村庄、偷盗
牲畜、实施绑架等方式在尼
日利亚西北部和中部侵扰居
民。从去年12月到泰吉纳镇
遇袭前，该国已有730名儿童
和学生遭绑架。

美联社报道，尼日利亚
不少学校因绑架学生事件频
发而被迫关闭。 （新华社）

尼日利亚又发生武装绑架学生事件

2岁、智商146！
她成为门萨俱乐部美国最小成员

““窃听风云窃听风云”！”！
美国安局被曝监听默克尔等盟国官员

欧美裂痕再加深

政治对手结盟谋划组阁

内塔尼亚胡连续执政或遭终结
欲拉他下马的人是何身份？

志在“总理”的亿万富翁

据路透社报道，现年49岁的纳夫塔
利·贝内特曾是一名白手起家的亿万富
翁。他出生于以色列海法市，来自一个
美国旧金山移民家庭，他的童年有一段
时间是在北美度过的。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贝内特从
小就梦想着成为总理。长大后，在高科
技行业工作期间，他还在耶路撒冷希伯
来大学学习法律。1999年，贝内特成立

了一家初创公司，随后搬到了纽约。
2005年，他以1.45亿美元将自己的反欺
诈软件公司Cyota卖给了美国信息安全
公司RSA。2006年，贝内特成为内塔尼
亚胡的幕僚长。

在内塔尼亚胡第一次担任总理时，贝
内特是其支持者，他甚至以内塔尼亚胡弟
弟尤尼的名字给自己的长子取名。直到
2008年，开始有报道称两人关系不睦。

此后，据路透社报道，贝内特与内塔
尼亚胡的关系陷入了长期不稳定的状态。

2013年，贝内特正式进入以色列政
坛，改组了一个支持定居者的政党，并
先后在内塔尼亚胡的多届政府中担任
过国防部长、教育部长和经济部长。

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在进入政
界时，贝内特的终极目标便是接替内塔
尼亚胡成为以色列总理。但此前，他从
未打算以驱逐其下台的方式实现目标，
因为他清楚，右翼选民非常尊重内塔尼
亚胡，驱逐他可能会在自己的政治履历
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疤。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贝内特在过去
几周一直非常谨慎地处理着自己的政
治事务。

左右逢源的“关键人物”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反对现任总

理的中左翼政党“拥有未来”党（Yesh
Atid）领导人拉皮德及贝内特将领导一
个权力共享政府，贝内特将担任以色列
下一任总理，57岁的拉皮德随后将接替
这一职位。

据悉，贝内特的政党在上次选举中
仅赢得了7个席位（共120席），但贝内特
却在如今的以色列政坛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让内塔尼亚胡及其反对阵
营都试图拉拢他。最直接的原因是，双
方都需要这7个席位，才能达成组建政
府所需的超半数席位，以解决已持续两
年的政坛僵局。

2020年3月的大选，内塔尼亚胡领
导的利库德集团赢得36席，以色列前总
参谋长本尼·甘茨领导的“蓝白党”获得
了33席，双方携手组建联合政府。但由
于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双方合
作破裂，议会于2020年12月宣告解散。

今年3月，在自2019年以来的第四次议
会选举中，内塔尼亚胡仍未能成功组阁。

5月4日午夜，内塔尼亚胡的组阁期
限结束。5月5日，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宣
布，授权拉皮德在法律规定时间内组建
新政府。据《环球时报》报道，根据以色
列法律规定，拉皮德拥有28天的组阁期
限。若拉皮德也无法按期组建政府，里
夫林将直接把组阁权交给议会，任何一

名议员只要能在21天内获得至少61名
议员的推荐即可获得组阁权，否则议会
将自动解散，并再次举行议会选举。

当时，以色列媒体分析指出，拉皮
德大概率将与贝内特联手组阁。贝内特
也表示出愿意加入联合政府的意愿。然
而，距离贝内特和拉皮德共同组建取代
内塔尼亚胡的新政府仅剩两天之际，当
地时间5月10日，哈马斯向耶路撒冷发
射火箭弹，随后以色列开启了被称为

“护墙行动”军事反击。冲突爆发后，贝
尼特和拉皮德与阿拉伯联合党领导人
曼苏尔·阿巴斯的决定性会议不得不推
迟举行。

“小心机”被识破后“上船”

《耶路撒冷邮报》称，在巴以双方冲
突期间，双方并未进行过重要的谈判。
当冲突结束后，贝内特做出了自己的选
择——尽可能拖延时间，并继续在两方
发挥作用。因为当拉皮德的授权期满
后，任何议会成员都可以在三周内尝试
建立联盟，而这或将是贝内特的机会。

然而，贝内特的“小心机”被拉皮德
“釜底抽薪”。5月24日的一次会议上，拉
皮德透露，如果他不能成功组建政府，
就将寻求解散议会。《耶路撒冷邮报》
称，尽管拉皮德的理由是，此举将阻止
内塔尼亚胡组建政府，但其真正目的是
彻底根除贝内特的这一选择，促使他尽
快做出决定。

在26日的党内会议上，贝内特抨击
了内塔尼亚胡，并为组建反内塔尼亚胡
政府奠定了基础。

四天后，他公开宣布加入拉皮德的
联合政府，并表示：“我打算尽我的全力，
和我的朋友拉皮德一起组建全国团结政
府，这样我们就能把这个国家从目前的
恶性循环中拯救出来，让它回到正轨。”

目前，拉皮德和贝内特面临的更紧迫
的挑战是召集61名议员在议会宣誓就职。

而分析人士称，在仅剩不多的选择
中，内塔尼亚胡可能会在接下来一周向来
自亚米纳党及联合政府中其他右翼政党
的议员施加压力，希望削弱这一联盟在议
会中的多数地位，举行第五次选举。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徐缓 综合新华社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
胡的一名前政治盟友5月30日宣
布，与反对内塔尼亚胡阵营结盟，寻
求组建联合政府。如果组阁成功，已
经连续执政12年的内塔尼亚胡将
下台。

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纳夫塔
利·贝内特当天发表电视讲话，宣布
与获得组阁权的中左翼政党“拥有
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合
作，“使国家脱离混乱、回归正道”。

据美联社报道，贝内特曾是内
塔尼亚胡的幕僚，两人政治理念相
近。不过由于个人分歧，两人后来渐
行渐远。据《华尔街日报》31日报
道，贝内特的这一决定为组建新政
府铺平了道路，如果联合政府宣誓
就职，将结束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
的执政。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反对内
塔尼亚胡的“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
皮德及贝内特将领导一个权力共享
政府，贝内特将担任以色列下一任
总理，拉皮德随后将接替这一职位。
分析人士指出，鉴于以色列政坛

过去两年的反常情况及混乱，贝内
特逐渐成为最有可能组成联盟、领
导以色列第36届政府的人选。那
么，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右）与纳夫塔利·贝内特

卡什·奎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