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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转让
洛阳西工区新都汇

附近有 3000m2经营中
宾馆转让，证照齐全，客
源稳定，接手即可盈利，非
诚勿扰。电话：13213580023

王城公园大门
附 近 200m2 临 街 旺
铺 ，交 通 便 利 可 停
车，适合多种业态。
电话：18638838369

临街旺铺出租

华豫川酒家求租
求 租 700m2-1000m2，
适合做品牌餐饮的临街
商业用房。有意电联：
18538223990（寇先生）

商 铺 招 租
洛阳新区政和路丹尼

斯路东，一栋三层 850平
方米独立旺铺。商约即到
期。现对外招租。可作办
公，美容院，餐饮，金融
等。有意者请联系。

电话:13603416328

独院招租
万达广场北侧

100米商圈内有独院
招租，建筑200m2，院
落 300m2，适做办公
室、咖啡厅、物流仓
储、教育培训等。地
处繁华商圈，环境安
静，有停车场。
0379-65506677
15838876677

钢构厂房出租
洛南新区关林大道西新

建标准化厂房 3 栋，分别
1200m2一栋，1000m2两栋，
办公楼1300m2一栋，欲出租
或做仓库。18638823506

工业园独院四层框架厂
房7000m2，有电梯、餐厅宿舍
适合电子、电装、电控、精加工，
可改宾馆、娱乐、洗浴、学校、养
老院。电话：18637908540

厂房低价租售

独院厂房出租
五三四医院后面有独院

厂房，两间相连，各800m2，可
分租，办公楼三层800m2，院子
1000m2，水电齐全，交通便利。
13938858391 13949290461

门面房出租
位于新区牡丹大道

与通济街交叉口，康城逸
树楼下240m2门面房出
租，交通便利，水电齐全。
电话：13608460855

现房出售
洛阳翔通置业

有限公司位于原红
山乡镇政府北隔壁，
有部分剩余房源出
售，现房、多层，有天
然气，96m2~143m2，
起价2800元/m2

电话：13598160587

洛阳市西工区新
都汇附近纱厂南路独
立门面房205m2出租
电话：15038666866

门面房出租

出租转让
热线：65139977 65139988
业务QQ：2851698816 2851698812

会美女遭到偷拍，奥朗德真够郁闷
这次是被拍到与女演员加耶在爱丽舍宫私会，奥朗德身边已有5名工作人员被调离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记者 张伟）

在今年 9 月宣布重返政坛后，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11月29
日赢得首场政治胜利，以64.5%的支
持率当选法国右派反对党——人民
运动联盟主席。法国媒体报道称，
接下来，萨科齐将以此为重要的“政
治跳板”，谋求再次入主爱丽舍宫。

在此次人民运动联盟主席选举
中，萨科齐毫无悬念地在第一轮胜

出，再次当选。萨科齐曾在2004年
当选人民运动联盟主席，并于 3 年
后赢得法国总统选举。

人民运动联盟是法国主要的右
派反对党，共有注册党员 26.8 万
人。这次选举是通过网上投票的形
式进行的，从 11 月 28 日 20 时至 11
月 29 日 20 时，虽然据称受到“网络
攻击”，但投票率仍高达58.1%，打破
了以往网上投票的纪录。

包括萨科齐在内，共有 3 名候
选人参加了这次选举，前部长布鲁
诺·勒梅尔获得29.18%的选票，现议员
埃尔维·玛利东只获得6.32%的选票。

近年来，人民运动联盟麻烦不
断，不仅惹上官司，而且部分选民还
转投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
的阵营。媒体认为，当选主席后，萨
科齐的首要任务是重组人民运动联
盟，重新赢得选民青睐。

奥朗德疑遭贴身工作人员偷拍
事件引发外界对爱丽舍宫安保措施
的担忧。

曾任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
朗安保部门主管的克里斯蒂安·普鲁
托说：“一个人如果能通过摄像头对
准总统拍摄清晰的照片，就意味着这
个人可以拿着任何东西指向总统。”

这起事件同样引发人们对总统
隐私权的讨论。不过，《这便是》杂

志编辑玛丽昂·阿兰贝特称，曝光照
片的做法符合公众利益，没有触犯
相关法律。

她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9个
月来，人们一直在问他们是否在一
起。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

今年1月，法国《更近》杂志刊登
了据称为奥朗德乘坐摩托车前去与
加耶约会的照片，从而“证实”了两
人的绯闻。

法国政府消息人士11月28日证
实，奥朗德身边已有5名工作人员被
调离岗位。一些法国媒体指出，被调
离者中有4人曾在奥朗德的前任尼古
拉·萨科齐手下工作，他们可能是萨
科齐指派的“贴身间谍”。

萨科齐现年 59 岁，2007 年至
2012年任法国总统。他2012年在总
统选举中败给奥朗德后宣布退出政
坛，但今年9月宣布复出。法国媒体
猜测认为，萨科齐可能打算借这起偷
拍事件拉低奥朗德的支持率，为自己
重返爱丽舍宫铺路。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即便萨科
齐最终获得 2017 年角逐总统的机
会，来自党内同僚的有力竞争、丑闻
缠身以及糟糕的个人形象都可能成
为他竞选道路上的绊脚石。

《这便是》杂志称，这组照片拍摄
于今年10月，展现了“爱丽舍宫宫墙
内的柔情瞬间”，并称加耶每周都有
数日在爱丽舍宫度过。不过，《这便
是》杂志编辑否认照片是在爱丽舍宫
内部或通过无人机拍摄的。

照片被曝光后，奥朗德极为愤
怒，要求立即展开调查，以查明身边
工作人员何以偷拍自己。警方通过
拍摄角度判断，这组照片应由总统身
边一名工作人员用智能手机拍摄，地
点在爱丽舍宫内部。不过，警方未能
找到幕后“黑手”。

法国媒体通过研究加耶所戴手
表位置认为，这张照片可能被处理
过，以隐藏拍摄者所在地点。媒体
称，加耶习惯把手表戴在左手腕上，
但照片中手表却戴在右手腕上，照片
显然被修改过。

法国名人杂志《这便是》11月早
些时候刊登3张奥朗德与加耶的合
影。在杂志封面照上，现年60岁的
奥朗德身穿黑色西装、系黑色领带，
与现年42岁的加耶围坐在一张圆桌
前谈话。加耶身穿黑色上衣，手托腮
部，与奥朗德对视。

照片旁写道：“奥朗德与加耶在爱
丽舍宫。我们拍到的第一组合影。”

自奥朗德2011年开始参加总统
竞选宣传活动以来，这是媒体第一次
拍到他与加耶的合影。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记者 张旌）

法国媒体11月29日报道称，在
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与女演员朱
莉·加耶在爱丽舍宫私会的照片被媒
体曝光后，奥朗德身边已有5名工作
人员被调离岗位。这起偷拍事件引发
人们对爱丽舍宫安保措施以及总统
隐私权的担忧。

奥朗德遭偷拍

身边人干的？

萨科齐指派？

安保措施引担忧

萨科齐重返政坛后获首胜
当选法国右派反对党——人民运动联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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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供本报特稿（记者 闫洁）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11月29
日和两个女儿一道光顾华盛顿一家知名
书店。不料，奥巴马在买书时遭到顾客

“提问”，顾客希望他关闭关塔那摩监狱。
奥巴马一口气买了适合不同年龄段

读者阅读的17本书。从书单来看，除了
给女儿买的青少年读物，美国前驻华记
者描绘中国的新作以及亚马逊年度图书
排行榜上榜书籍显得颇为醒目。

奥巴马当天带女儿马莉娅和萨莎来
到华盛顿知名的“政治与散文”书店。在
挑选书籍过程中，奥巴马不时与顾客闲
聊，还抱了抱一名跟随大人逛书店的小
宝宝。

奥巴马随后来到柜台结账，却遭到
一名顾客对他施政政策的“提问”。

“希望你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这
名顾客说。奥巴马见状答道：“我们正在
处理这件事。”随后，他开玩笑地“提醒”
聚在周围的其他顾客，询问他们是否还
有其他想谈论的话题。

美国2002年1月在美军驻古巴关
塔那摩基地设立监狱，关押恐怖犯罪嫌
疑人。监狱因多次传出虐囚丑闻而备受
谴责。奥巴马曾在2009年就任总统时
承诺关闭关塔那摩监狱，但因种种原因
至今未能实现。

逛书店遭遇“提问”
奥巴马真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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