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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不再沉默。”法国阿尔
斯通公司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鲁
齐在《美国陷阱》一书中这样写道。
2019年，这本书揭开了美国以司法工
具为伪装围猎阿尔斯通的黑幕，引发
舆论哗然。

今年，又一位法国企业家选择不
再沉默。金普斯公司创始人马克·拉
叙斯的新书《芯片陷阱》先后在法国
和中国出版，他在书中揭示了美国安
全部门对他进行迫害并强行将金普
斯控制权据为己有，而后利用该公司
技术大搞监听的暗黑历史。美国罔
顾国际准则，为维护其霸权肆意打压
瓦解他国高科技企业的强盗面目，再
次暴露在世人面前。

抢夺“绝对话语权”
同能源巨头阿尔斯通一样，法国

芯片卡制造商金普斯公司当年也是
行业翘楚。该公司1988年由拉叙斯

创办，以芯片卡研发和推广为核心业
务，设有多个生产工厂和研发中心，
运营范围涉及全球 37 个国家和地
区。截至2000年底，金普斯已成为芯
片卡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占据世界
40%以上的市场。

让拉叙斯没想到的是，美国情报
部门暗中盯上了金普斯公司，中央情
报局早已暗中指使为其服务的投资集
团悄悄掌握金普斯的“绝对话语权”。

拉叙斯说，美国投资集团故意排
挤他，否决他的决策方案，雇佣美国
安全风险调查公司对他进行秘密调
查，委托一些机构收集他的隐私，污
蔑他违反美国禁运规定。他在伦敦
曾遭各种跟踪，“好几次，我的电脑和
手机遭到黑客入侵，甚至被盗”。

劫夺“情报大门密钥”
2013年，皮耶鲁齐在美国被捕并

被起诉入狱。阿尔斯通被美国司法部

处以巨额罚款，主体业务被卖给主要竞
争对手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依靠长臂
管辖等手段，美国在这场“地下经济战”
中获得了法国大多数核电站的部分控
制权，大大削弱了外国竞争者，巩固了
自身经济地位。

而在金普斯事件中，美国并不只
是贪图该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更是
为了获得这家高科技企业的技术优
势来收集情报、监控全球，以实现自
身战略目的，维护超级霸权。

“以往，美国间谍需要前往他国，
尝试通过盟友或情报人员进行渗透
活动，”拉叙斯日前对新华社记者说，

“但金普斯事件发生后，间谍不用亲自
到场，坐在电脑前使用软件便可进入
系统（实现监控）。”

据拉叙斯介绍，美国还直接为英
国政府通信总部提供财务和技术支
持，二者联合开发黑客技术，“通过入
侵金普斯的芯片卡，成功拦截和解码

了数十亿次通话和短信”。
《芯片陷阱》出版后，立刻在互联

网上引发了对美国的谴责之声。网
友fofifonfec认为，面对美国这样“没
有灵魂的国家”的贪婪，天真可能导
致毁灭，金普斯的所有资产都被掠夺
了。网友Cliona说，美国就像一只布
谷鸟，无耻地掠夺和挪用他们感兴趣
的技术。

“黑客帝国”在行动
拉叙斯说，金普斯早在2001年就

遭到了美国中情局的侵袭。正如他
所言，金普斯事件只是美国动用国家
力量不择手段窃取情报的历史一幕
而已。数十年来，无论是对普通民
众、竞争对手还是盟友，美国凭借技
术优势在暗处行动，偷窥成瘾、窃听
成风，是全球最大的网络攻击来源
国，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2013年，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

斯诺登向媒体曝光美方“棱镜”大规
模秘密监听项目，监听对象包括德国
总理默克尔等多国政要。时隔一年，

“维基揭秘”网站又爆料，美方曾先后
对希拉克、萨科齐、奥朗德等几任法
国总统实施监听。今年5月，丹麦媒
体再次爆料，美国国安局利用盟友监
听盟友，通过与丹麦国防情报局合
作，监听欧洲国家领导人。美方对盟
友的承诺，犹如肥皂泡一般，看起来
光彩夺目，但经不起真相冲击，徒留
一地污渍。

随着美国再次曝出“窃听风云”，
《芯片陷阱》的销量激增。拉叙斯说，
美国不断施以恐吓、设下圈套，用种
种诡计阻碍他国工业繁荣，特别是在
高科技领域，现在“是时候揭示真相
了”，“要让欧洲各国意识到美国并非
真正的朋友，有时甚至是敌人”。

（据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者
陈绍华 杨骏 张健）

窃据法芯片企业搞监听

“美国陷阱”再曝光

遗失声明
三亚振宏劳务服务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财务专用章；营业执照正本、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000MA5TE5FU37，声 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海口琼山天天百乐城歌城曳引驱
动乘客电梯 2 台，产品编号为
100802、100803，型号TKJ1000/
1.5-JXW，因保管不慎遗失产品
出厂合格证，特此声明。
●符金铃遗失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编号：ZY00514369，声明作废。
●孙霞遗失中国农业大学毕业证
书，证号：100197201405306487，
声明作废。
●海南洋浦屯贸易公司（注册号:
28422422-4）遗失公章一枚，声
明作废。

●海南中弘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三亚市崖州区城东村委会前
广场改造工程》的项目技术资料章
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中弘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盈滨综
合市场配套工程》的项目资料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
●符才美不慎遗失海南广播电视
大学财务会计专业毕业证书，证书
编号：200002403，特此声明。
●海南旭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符函遗失道路普通货物运输经
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琼交运管
文昌字469005004275号，声明作
废。
●海南椰城新希望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省企业文化促进会遗失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60000503865356N，声 明 作
废。
● 刘 凡 静 （ 身 份 证 号:
511028198802074620）遗失新闻
记 者 证 ， 证 号:
B46000155000169，特此声明。
●海南全库商品调剂（网络）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证
号：建字第（2021）001号，编号：
202047102，声明作废。
●曾维成遗失儋州恒海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开具的购买海花岛澜湾
一期3栋2105房的购房款收据一
张，收据编号：196963，金额：
51055元，声明作废。

道歉公告
本人在工作群里无意发布了詹道
海老师打母亲、偷学校电等事件，
并夸大事实骂了他，构成了影响，
特登报向他赔礼道歉。

道歉人:王康亮
2021年9月18日

道歉声明
我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作、出售野生动物制品，造成了
国家野生动物资源损失。我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行为造成了国家生
态资源的破坏。我错了，我向广大
社会公众表示最真诚的道歉，我为
自己的错误行为深感自责，诚请广
大社会公众对我谅解。

声明人：盆玉妹
2021年9月18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10918-1期）

受委托,定于2021年10月8日10

时至2021年10月9日10时止（延

时的除外）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

（http://zichan.jd.com）在线净价

公开拍卖：1、罚没的罗周忠涉恶犯

罪团伙涉案手机2部。2、罚没的张

清等人涉黑组织涉案电脑、ipad、

相机、手机一批（分七组）。展示时

间：2021年9月28日-29日。竞买

人须登录和注册京东账号并通过

实名认证，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

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电

话：13907526393；地址：海口市国

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南省泓盛跆拳道俱乐部不慎
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副
本 ， 代 码:
52460000MJP1161710，声 明 作
废。
●方标不慎遗失南山(2千股)股票
原件，特此声明作废。
●海南中坤渝安投资有限公司文
昌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分公司
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
可证编号：JY24690050019107，
特此声明作废。
●翁启荣不慎遗失琼C8E810车
辆 道 路 运 输 营 运 证 ，证 号:
469006061922，声明作废。
●黄国胜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林
权证一本，证号：定府林证字
（2010）第008053号，声明作废。
●定安县雷鸣镇石锦村委会石锦
四村民小组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
废。
●王川广遗失律师执业证一本，证
号 ：14601200510160817，流 水
号：10732521，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通什镇番慢村委会什
里村小组村民黄国球遗失土地承
包经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
码：469001100207040011J，声明
作废。
●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金贸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遗失放射诊疗许

可证正本，证号：海龙卫放证字

（2018）第460106-009号，声明作

废。

●保亭尚岛田园民宿客栈管理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声
明作废。

注销公告
北京侨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海南

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200557379353E）已向海南

省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注

销，经核准，于2021年8月26日注

销完毕。特此公告。

声明
海南浚升实业有限公司于2021年
6月20日在海南日报A11版刊登
的声明内容因有误，特郑重声明作
废。

海南浚升实业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7日

声明
我校郑重声明：若注销后，其剩余
财产用于公益性或者非营利性目
的，或者由登记管理机关采取转赠
给与该组织性质、宗旨相同的组
织，并承诺对声明的真实性承担法
律责任。

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
2021年9月17日

声明
本单位对投入华中师范大学海南
附属中学的财产不保留或者享有
任何财产权利，并承诺对声明的真
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海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7日

●屯昌县石油公司海口公司（注册
号:28399331-2）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五指山市通什镇红雅村民委员
会不慎遗失在五指山市农村信用
合 作 联 社 （ 账 号
1005707200000123）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10062302，特
此声明作废。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加
答村委会红信村村小组村民罗照
昌遗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原承
包 经 营 权 证 编 码 ：
469029102201020011J，声明作
废。
●海南鲁美逸商贸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副本，证号：琼交运管许
可保亭字469029100009号，声明
作废。
●林宏英遗失坐落于陵水县新村
镇青龙路房宅定居证明书，特此声
明。
●海南中弘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陵水黎族自治县机关幼儿园
工程第四标段主体建筑室内装修
工程》项目的技术资料章一枚，声
明作废。
●海南中弘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琼海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
扩建》项目的项目技术资料章一
枚，声明作废。
●海南中弘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乐东县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
网工程》的项目技术资料章一枚，
声明作废。
●海口龙华背篓人家湘菜馆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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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送达

声 明

公告
海南文臣武将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郑扬妹与你公司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659号），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劳动仲裁申请书及证据，应
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等，限你公
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
取（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系电话:
0898- 66595571），逾期视为送
达，并定于公告期满后的2021年
10月22日下午2时30分在本委
仲裁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决。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17日

公告
海口龙华景家百变千味餐饮店：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陈小文与你公
司劳动争议案，现送达你单位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 证 据 材 料（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782号）。因无法送达你公
司，限你公司在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海口市西沙路4号，联
系电话:0898-66775828）领取相
关仲裁材料，逾期视为送达。特此
公告。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9月17日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490499 南部区域 13876025930 东部区域 13876677710

海
口
发
行
站

市
县
代
理
商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海府一横路19号美舍小区10栋201房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81780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3876490499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3876025930
澄 迈 13876490499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公告类信息：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可实现移动端阅读和转发。 服务热线：
66810888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发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栏目无关。

资讯
广场 可查阅广告 看招聘信息

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

分店25家，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地

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正规专业、快

速灵活、高额低息。海口公司：国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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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租

儋州厂房仓库出租
1.儋州白马井厂房仓库出租，占地

200亩，建筑约2.2万平方米（含办

公楼、宿舍）；2.儋州木棠镇厂房仓

库出租，占地100亩，建筑约2万

平方米（含办公楼、宿舍），另有橡

胶 生 产 设 备 出 售 。 电 话 ：

18689982157。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日本自民党17日进行总裁选举
候选人登记，标志着竞选正式开始。
前外相岸田文雄、前总务大臣高市早
苗、现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
代理干事长野田圣子当天登记参选。

自民党现任总裁、日本首相菅义
伟本月3日宣布不参加定于29日举
行的新总裁选举，意味着新当选总裁
也将成为新首相。日本舆论此前普
遍聚焦岸田、河野、高市三人，野田虽
当选机会小，但会起到分散选票作
用，让选情更加扑朔迷离。

各有优劣势
按照此次自民党总裁选举规则，

在29日的投票中，383名本党国会议
员每人一票，各地普通党员、党友（不
受党章约束的党外支持者）投票按比
例折成383票，总共766票，得票过半
的候选人即可当选。如无人得票过
半，则对得票前两位的候选人进行第
二轮投票，国会议员一人一票，47个都
道府县的代表各投一票，得票多者当
选。这就意味着，一旦进入第二轮，国
会议员的投票将有决定性权重。

岸田在自民党内有自己的派阀，
共有46名国会议员，这是他的基本
盘。他在其他派阀中也有不少人支
持，在议员票方面有一定优势。

河野对外发声能力强，在民众中
人气高，在各大媒体民调“谁适合担
任下任首相”的项目中支持率一直领
先，而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一般会体现
在地方党员票的投票意向上。

高市则以其右翼主张得到以前
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党内右翼保
守势力支持。虽然她在民调中支持

率偏低，但在右翼网民追捧下，在一
些网络民调中处于领先。

不过，三人也各有劣势。岸田在
选民中存在感较弱，其民调支持率明
显落后于河野。河野因在部分政策上
与党内主流派唱反调而被一些大佬视
为“异端”，就连他所在的麻生派首领
麻生太郎都不愿支持他。高市虽有

“可能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的噱头，
但这在保守的自民党内反而可能成为
劣势，民调支持率低也是她的软肋。

与上述三人相比，野田不仅民调
支持率不高，而且在党内国会议员中
支持者也少，直到选举登记前夕才凑

齐了20名议员为她当推荐人，勉强
达到参选门槛。

选情难预测
从上述情况看，此次自民党总裁

选举的格局可以说是三强一弱，但目
前很难说岸田、河野、高市之中谁拥
有胜选的绝对把握。

与此同时，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
最晚将在11月底举行，自民党很多
年轻议员在地方选区和党内根基都
不深，与资深议员相比更容易落选，
因此他们更倾向于支持人气高的候
选人，希望利用新总裁的人气提高自

己继续当选议员的概率。而党内大佬
和资深议员不容易落选，他们在选择
支持对象时更多考虑派阀利益、人际
关系、政策理念等因素。这导致自民
党内各派阀很难像过去那样统一支持
某一位候选人，岸田派之外的几个主
要派阀大多允许所属议员自主投票。
以往根据各派阀意向就能大致预测选
举结果的情况这次不再出现。

三强之中，岸田得到较多资深议
员支持，河野更受年轻议员欢迎，而
高市则主要吸引右翼保守派议员，各
人能得到的议员票票数尚不明朗。

此外，两轮投票的不同机制给选

举结果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对民调支
持率领先的河野而言，如果其高支持
率能顺利转化为地方党员票优势，利
用这一优势在首轮投票中一举得票过
半自然是最理想的。然而野田的参选
意味着一部分票会被分走，这令河野
首轮获胜的可能性下降。而如果进入
第二轮投票，国会议员票将成为主导，
河野在地方票上的优势将丧失，结果
可能出现反转。对岸田和高市而言也
是如此，无论谁杀入第二轮，都将再次
面对自民党内的“派阀力学”。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记者
刘赞）

9月17日，在日本东京，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候选人河野太郎、岸田文雄、高市早苗和野田圣子（从左至右）在竞选演讲之后的记者会上。 新华社发

这是9月16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德尔里奥
国际桥附近拍摄的非法移民。

美国中南部得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16日下
令关闭该州位于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6处入境口
岸，以应对边境非法移民危机。综合美国媒体报
道，在得州西南小城德尔里奥，当局划出德尔里奥
国际桥的部分桥下区域作为等待申请避难的非法
移民临时营地。一周前，这座营地里只有数百名
非法移民，但到16日，已激增至9000人左右，多
数来自海地。市政官员预期未来数日内，还可能
有大量非法移民越过美墨边境深仅及膝的河水涌
向这座小城，美国边境执法部门表示将增派更多
人手处理大量非法移民聚集问题。 新华社/路透

美墨边境移民潮涌
得州关闭6处口岸

加拿大大选在即

奥巴马为特鲁多“拉票”
加拿大定于本月20日举行第44届联邦众议

院选举。民意调查显示，执政党自由党与保守党支
持率接近，总理贾斯廷·特鲁多争取连任仍有压力。

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16日在社交媒体
推特发声，祝愿特鲁多竞选顺利。奥巴马称赞特
鲁多的领导力，并写道：“我为我们过去的携手合
作感到骄傲”。这是奥巴马第二次在加拿大联邦
众议院选举竞选期间公开表态支持特鲁多。加拿
大2019年联邦众议院选举时，奥巴马也力挺这名
自由党领导人。特鲁多在推特上回复奥巴马：“感
谢你的支持。”

加拿大联邦众议院选举一般每4年举行一
次，赢得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将成为执政党，党
首出任总理。 陈立希（新华社专特稿）

9月15日，阿富汗民众在喀布尔街头吃早
餐。

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进入并控制首都喀
布尔。这一个月来，饱受战乱之苦的阿富汗民众
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治安状况和安全形势好
转，但是经济状况在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妥善
解决这些问题成为阿富汗民众对塔利班临时政
府最大的期待。 新华社发

阿富汗塔利班掌权下的民生现状

自民党总裁竞选开启

谁能成为菅义伟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