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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培训招生

●学历证专本硕/资格证会计

经济医护建造师 15937121578
●211 高校研究生含 MPA
招生咨询 18737188226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专学建筑技术
造价识图施工钢筋 67100519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招聘

●飞腾排版、平面设计、02机
05机折页机师傅 13333710758

求职

●高会计求兼职 15093083067
●工民建、工程师18703865213
●资深会计兼职 13526884725

转让物资设备

●家有事生产中塑料桶厂设

备 整 体 转 让 13937191818
●转架子管扣件 13503785102

包装印刷

●标志画册设计 13598837225

机械物资

杭州叉车 68697669

抵押贷款

贷 款 快 5677778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急 用 钱 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先风商标所
商标版权专利 63588381/2

认证咨询

资质就位86180256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 注 册 公 司 18539578966
● 代 办 公 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注册公司●●15939040799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快办工商资质安全86187633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工商注册记账13838566531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房地产低价快办 56752288

●会计师理账13253362163王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超低快办公司 63702222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快办建筑房地产物业资质工

商代账税务疑难;八大员，

安全员，技工证 18039338166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专办生产型企业 86560456
●快办低价注册验资6365975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 代 理 记 帐 1359268466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 疗 器 械 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装饰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86107088
■办安防65675361
快办公司资质
快办公司房地产.物业资质

八 大 员 技 工 证 66364266
全省资质

建筑市政公路 18337119282
房地产水利●物业 86258790
疑难税务代理
全省税务案件代理 65771569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生意投●咨询
项目投资孵化 商业模式优化

连 锁 合 作 ：400-0789-639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先秦诸子集团
创业沙龙 招聘 建站 信用

免费代账工商 18736075619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加拿大大选开票 43岁帅哥特鲁多扳倒执政9年的哈珀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儿子赢了
加拿大政坛19日再现

“特鲁多热”。传奇人物、前
总理皮埃尔·特鲁多的长子
贾斯汀·特鲁多率领反对党
自由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
大多数席位，锁定总理职位。

年仅43岁的小特鲁多
在大选初期并不被看好，但
在竞选中表现抢眼，支持率
逐步上升，最终实现逆袭，
创下了加拿大父子两代人
担任总理的历史。

老特鲁多在上世纪60
年代至80年代担任总理期
间，曾经冲破外界阻挠，推
动中加外交关系的建立和
发展，被誉为“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小特鲁多也对中
加关系的未来抱有信心。

加拿大历史上首对父子总理“特鲁多热”再现

小特鲁多19日获胜后，许
多媒体在报道中都提到了“特
鲁多热”一词。事实上，这一词
汇最早用于形容他的父亲老特
鲁多。

1968年出任加拿大总理
后，老特鲁多凭借个人魅力在
国内赢得广泛支持，被视为前
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样的
风云政治人物。媒体由此创造
了“特鲁多热”一词。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理
查德·尼克松在渥太华出席老
特鲁多主持的欢迎国宴时说：

“今晚，我们免去那些礼节。我
要向加拿大未来的总理祝酒：
贾斯汀·皮埃尔·特鲁多。”小特
鲁多当时只有4个月大，恐怕
没人想到，这句话会在40多年
后成为现实。

与父亲相比，长大后的小
特鲁多更为随和。2000年在
父亲的葬礼上，小特鲁多发表
一份感人至深的悼词，首次引
起加拿大全国关注。

但直到8年后，小特鲁多
才参加竞选，成为议会议员，代
表蒙特利尔一个工人阶层社
区。2011年大选，小特鲁多所
在的自由党只赢得众议院308
个席位中的34席，退居众议院
第三大党，落后于保守党和新
民主党。但小特鲁多扩大了在
自己选区的支持率，迅速成为
自由党内的政治新星。2013
年，小特鲁多当选自由党领袖，
希望率领该党夺取下次大选的
胜利。

本次议会选举中，加拿大
舆论一开始并不看好小特鲁

多，认为他资历太浅。在三大
政党中，自由党的民调支持率
一开始排在最后。然而，小特
鲁多在竞选活动中的表现让选
民刮目相看。三大党派领袖中，
他更敢想敢说，表现最机智幽
默。自由党的支持率随之逐步
上升，在竞选后期一举超过保守
党和新民主党。

竞选中，小特鲁多提出让
加拿大重回父亲设定的道路，
承诺向富裕阶层增税，维持赤
字预算，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
进经济发展。

在率领自由党赢得选举
后，小特鲁多将成为加拿大历
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理。加拿大
史上最年轻的总理查尔斯·克
拉克在1979年6月就任时，距
离40岁生日只差一天。

提及老特鲁多，相信很多
中国人都记得他对中加关系发
展的贡献。

老特鲁多1968年 4月出
任加拿大总理时曾表示，在对
华关系上要摆脱美国的控制，
要干一些“美国不同意的、同时
也不喜欢的事。就算是老虎尾
巴，我也要扭它一下”！最后他
冲破美国阻挠，推动中加于
1970年10月建立外交关系。

老特鲁多对中国的感情与
其早年经历有着直接关系。上
世纪40年代末，就在新中国成
立前夕，他抵达中国，对这个东
方文明古国进行考察，但终因
战事而中断。12年后，他和好
友、作家雅克·埃贝尔再次前往
中国，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并把在中国的经历写成了《红
色中国的两个天真汉》一书。
书中，他同后来成为参议员的
埃贝尔描写了一个与当时西方
舆论宣传中截然不同的中国，
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世界必须
重视的民族，世界大家庭需要
中国。

在以加拿大总理身份首次
访华时，他还将加拿大国际主
义战士白求恩大夫用过的一套
医疗用具赠送给了中国人民。

老特鲁多2000年 9月病
逝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致电加拿大总理让·克雷蒂安
说，“特鲁多先生是中国人民的
老朋友，为中加外交关系的建
立和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

小特鲁多也对中加关系的
未来抱有信心。2010年中加建
交40周年时，他表示加中友谊
比40年更久远，早在建交10年
前，加中之间就开展了谷物贸
易，而白求恩则更早地把加拿大
人民的情谊带给了中国人民。

他还说，过去几年，加中关
系经历了一些波折，但他相信，
今后，加拿大政府将尽其所能
将两国友谊不断延续。中国的
经济规模、人口数量和文化需
求都非常大，加拿大除自然资
源外，可为中国提供善治廉政、
建设未来、环境保护等中国所
面临挑战方面的经验。新华社

10月20日凌晨，特鲁多在自由党获胜后向支持者竖起大拇指示意。 新华社发

老特鲁多:冲破美国阻挠推动中加建交
小特鲁多：将向华提供资源及廉政与环保经验

1973年，周总理教老特鲁多使用筷子。 新华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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