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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收单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遗失领票时间2010年9月16日
财政非税票据（电脑票三）号段0308600513-0308600759（遗失25
份），票号编码为0308601022（遗失1份），票据号段0308601516-
0308601751（遗失25份）；领票时间2011年3月7日财政非税票据
（收费定额2元）（遗失1份），票号编码为0076999034；领票时间
2002年12月3日财政非税票据（手工票）（遗失51份），票号编码为
0010130299、 0010130360、 0010130387、 0010130467、
0010130491、0010130571 - 0010130598（3 份）、0010130627、
0010130678、0010130694 - 0010130766（8 份）、0010130782、
0010130803、0010130918 - 0010130926（2 份）、0010131013 -
0010131048（4份）、0010131259、0010131275 - 0010131507（24
份）。领票时间2014年2月28日财政非税票据（诉讼费专用缴款书）
（遗失3份），票号编码为0249639951、0249646270、0249646457；领
票时间2007年12月25日财政非税票据（诉讼费专用缴款书）（遗失
33 份），票号编码为 0255912520、0255912547 - 025591258X（5
份）、0255912600 - 0255912635（4份）、0255912678 - 0255912686
（2 份）、0255912766、0255912782、0255912854、0255912969、
0255913013、0255913056、0255913152 - 0255913187（4 份）、
0255913224、 0255913259、 0255913291、 0255913398、
0255913443 - 0255913507（7份）；领票时间2011年3月7日财政非

税票据（诉讼费专用缴款书）（遗失7份），票号编码为0256001016、
0256001075、0256001120、0256001155 - 0256001163（2 份）、
025600126X、0256001358；领票时间2015年11月17日财政非税票
据（诉讼费专用缴款书）（遗失 3 份），票号编码为 0480490301、
0480490467、0480490889；领票时间2017年4月11日财政非税票
据（诉讼费专用缴款书）（遗失 27份），票号编码为 0481384666、
0481385300、0481385335 - 0481385343（2 份）、0481385781、
0481385802 - 0481385810（2 份）、0481385837、0481385933 -
0481385941（2 份）、0481385968、0481386055、048138608X、
0481386100、0481386151 - 048138616X（2 份）、0481386215 -
0481386231（3 份）、0481386354、0481386434、0481386522、
048138659X、0481386610、0481386741 - 048138675X（2 份）、
0481386776。

领票时间2017年4月11日财政非税票据（新版电脑通用票四）
（遗失1份），票号编码为0502364657；领票时间2018年11月1日非
税缴款书（诉讼费专用）（遗失 5 份），票号编码为 0518062530、
0518062637 - 0518062653（3份）、0518062872；领票时间2019年3
月 25 日非税缴款书（诉讼费专用）（遗失 6 份），票号编码为
0518451464、0518451819 - 0518451827（2 份）、0518451982 -
0518451990（2份）、0518452088、领票时间2019年10月12日非税缴
款书（诉讼费专用）（遗失3份），票号编码为0519112173 - 0519112181
（2份）、0519112245，在此声明以上票据均已遗失，声明作废。

非税票据遗失声明

金岛国际二期（C地块）项目位于海口市迎宾大道东侧。项目
于2019年2月通过规划许可，现依据建设单位申请，对项目进行调
整，主要内容为：1. 2#楼增设空调外机飘板；2. 5#楼首层西侧增设地
下室疏散楼梯，北侧增设采光井，商业增设外开门；3.地下室布局微
调，车位数不变。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序进行批前
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8月9日至8月20日）。2、
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zzgj.
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示意见
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cn。（2）
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栋南楼
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码：
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为
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金岛国际二期（C地块）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城投·海一方（三期）项目位于海口市向荣路北侧。项目于
2017年6月通过规划许可，现依据建设单位申请，对项目进行调整，
主要内容为：1.地下室布局调整，总车位数调整为99个；2.外立面材
质调整；3.商铺平面布局调整。为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意见，现按程
序进行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1年8月9日至8
月20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
//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报。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
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政编
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的，视
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联系人：白雪。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8月9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城投·海一方（三期）项目变更方案公示启事

执收单位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遗失领票时间2006年4月19日海
南省代管款押金保证金专用票据（遗失 100 份）,票号编码为
6170801 - 6171000；领票时间2017年2月9日海南省代管款押金保
证金专用票据（遗失53份），票号编码为6492251 - 6492262（12份）、
6492285、6492298、6527125 - 6527150（26 份 ）、64923269、
6492341 - 6492350（10份）、6492402、6492427；领票时间2017年2
月20日海南省代管款押金保证金专用票据（遗失13份），票号编码为
6492751 - 6492752（2份）、6492774 - 6492784（11份）；领票时间
2017年2月9日海南省人民法院诉讼费退费书（遗失229份），票号编
码为 8446101 - 8446162（62 份）、8446164 - 8446201（38 份）、

8446204 - 8446205（2份）、8446208 - 8446213（6份）、8446215 -
8446219（5 份）、8446227、8446237、8446243 - 8446245（3 份）、
8446247 - 8446248（2 份）、8446251 - 8446350（100 份）、
8446353、8446357、8446370、8446372、8446375、8446377 -
8446378（2份）、8446381、8446400；领票时间2020年7月17日海南
省人民法院诉讼费退费书（遗失 3 份），票号编码为 0103406、
0103409、0103453；领票日期2010年6月28日海南省行政事业单位
往来结算凭证（25联）号段2830501-2830525（遗失25份）；领票时间
2001年11月15日海南省行政事业单位统一收款收据（遗失10份），
票 号 编 码 为 1162434、1162441 - 1162442（2 份）、1162486、
1162499、1162510、1162539、1162543、1162547、1213680，在此声
明以上票据均已遗失，声明作废。

其他财政票据遗失声明

中石化龙桥旅游服务区位于海南东线高

速 2 公里处，位置优越，总建筑面积约

5700m2，是海南环岛高速及海口周边具有本

土风情的服务区，为充分结合发展政策，现对

龙桥东、西服务区综合楼对外招商，详询邢经

理13379906900。

海南海口龙桥服务区综合楼招商

观 天下
关注全球抗疫

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在5月达到高
峰，逐步趋缓后近期又出现反弹。为扭转
经济颓势，印度政府自6月初开始相继放松
多项疫情防控措施，但国内经济并未见明
显起色。分析人士认为，疫情形势严峻令
内需复苏乏力，印度经济短期内或难恢复。

近半月以来，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仍在4万例左右，单日死亡病例约500例，
两项数字仍居高位。截至7日，印度累计确
诊人数近3200万，累计死亡人数超42万。

印度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消费推
动，尽管疫情防控措施放松，但消费需求
并未随之释放。由于疫情肆虐，大部分印
度民众的实际收入和收入预期下降，加之
物价上涨，消费需求受到明显抑制，经济
复苏严重受挫。

一方面，印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也是经
济较发达的地区，病毒传播和频繁封锁使这
些地区的家庭遭受疾病、死亡以及收入锐减
的打击。构成劳动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外来
务工人员经历了失业、返乡、回城、再失业的
窘境。另一方面，印度通胀压力明显上升。
在食品和燃料成本上升推动下，5月和6月

印度通胀水平走高，连续两个月高于印度央
行设立的6%通胀上限。收入锐减和物价上
涨抑制了消费需求的释放。

以首都新德里为例，当地商业机构因
第二波疫情影响短暂关闭后重新开放，但
营业时间和营业面积均被要求缩减。记

者走访发现，高档商场和餐馆里的客流量
已恢复到疫情前的70%至80%，但面向
中低收入民众的市场里大多数店铺仍然
关闭，客流也十分稀疏。新德里拉克希米
市场的一家奶制品店主马希姆告诉记者，
第二波疫情来势汹汹，很多店铺难以维持

经营，都在转让或招租。
过去一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及相邻

地区报告大量感染病例，同时部分地区基
本感染数回升，引发印度国内对第三波疫
情的担忧，民众消费活动趋向保守。印度
理工学院近期一项研究预测，如果不采取
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印度可能会在10
月至11月迎来第三波疫情。

专家指出，印度政府迄今出台的政策
主要着眼于供给端，需求端的刺激很少。
由于印度经济问题症结在于需求不足，因
而这些政策短时间内效果不会很明显。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日前表示，第二波
疫情对印度大量中小微企业构成冲击，其
对印度经济的影响将持续更长时间。同
时，出于对第三波疫情暴发的担忧，印度
民众消费意愿严重受挫。由于需求端疲
弱，印度经济难以在短期内恢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发布的《世
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中，将印度
2021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12.5%下
调至9.5%。
（新华社新德里8月8日电 记者赵旭）

疫情冲击内需

印度经济短期或难恢复 新冠疫情期间，越来越多韩国
民众通过叫外卖解决吃饭问题，一
方面极为便利，但另一方面也造成
餐盒垃圾泛滥成灾的问题。不少
环保组织和政府机构开始反思，如
何减少塑料污染、更好保护环境。

《韩国先驱报》8日援引韩国
环境部数据报道，韩国2020年外
卖订单量比上一年增加78%，塑
料垃圾随之增加。

据环保组织“绿色韩国”估算，韩
国每天外卖订单量约为270万份，这
意味着需要用到大约830万个塑料
餐盒，其中多数是非循环使用的一次
性餐盒，其污染规模令人担忧。

“绿色韩国”所作一项民调显
示，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表示，叫外
卖时需要扔掉大量餐盒垃圾，为此
感到“内疚”“不安”。

杨舒怡（新华社微特稿）

外卖餐盒垃圾成灾 韩国反思如何“限塑”

8月7日，人们在德国柏林泰格尔机场参加名为“自由晚餐”的户外
野餐会。

大约3000人7日在德国柏林已关闭的泰格尔机场的跑道上参加
了一场大型户外野餐活动，其间遵照防疫规定，以这一特殊方式促推当
地旅游。 新华社/路透

促旅游 柏林举办3000人户外野餐会

日前，一名女子走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坦林大街上。新华社发

新华社堪培拉8月8日电（记
者白旭 岳东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研究人员日前发表公报说，他们与
多国研究人员合作，捕捉到了超新
星爆发的“最初景象”。这是天文学
家第一次细致地观测到完整的超新
星爆发过程，有助于研究宇宙起源。

超新星是某些恒星在演化接
近末期时经历的一种剧烈爆炸。
天文学家对爆发前光的亮度如何
随时间变化特别感兴趣，因为这可
以提供判断恒星类型的线索。但

因为超新星形成的初始阶段过程
极快，大多数望远镜很难记录下
来。此前，天文学家掌握的有关数
据并不完整，仅包括光线变暗和随
后的爆发，但从未捕捉到爆发开始
的最初光芒。

据公报介绍，美国航天局的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在2017年捕
捉到了有关数据。而澳国立大学
研究人员记录下了恒星爆炸前，
第一个冲击波穿过恒星时所释放
的光芒。

澳研究人员说捕捉到超新星爆发“最初景象”

东京奥运会8月 8日晚落下帷幕。
同一天，东京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连
续第5天超过4000例。按照共同社说
法，东京都疫情呈现“爆发式”扩散趋势。
首相菅义伟先前重申，疫情快速恶化与举
办奥运会无关。

东京奥运会最后一天，东京都报告
4066起新增病例，而在奥运开幕的7月
23日，这一数字是1359例。

8月5日，东京都日增病例创下疫情
暴发以来最高纪录，达5042例。

7月底以来，东京疫情扩散速度明显加
快，最近7天的日均新增病例升至4037例，
首次超过4000例，比前一周激增30%。

日本厚生劳动省6日报告该国首例
感染变异新冠病毒拉姆达毒株病例。一
名去过秘鲁的女性7月20日在东京羽田
机场入境检测时查出感染拉姆达毒株。

这种最早在秘鲁发现的毒株被世界
卫生组织列为“需要留意”的变异新冠病
毒之一。这种毒株可能具有更高传染性、
更强抵御中和抗体的能力。

东京奥组委8日说，7月1日以来，与
奥运相关的确诊病例累计436例，其中居
住在日本的确诊者有286人，居住在海外
的为150人。奥运村检测到33例阳性，
包括涉及希腊花样游泳队的聚集性病例。

首相菅义伟6日否认疫情恶化与举
办奥运有关。他说：“东京商业区人流相
比奥运会开幕前没有增加……现阶段我
不认为奥运会导致了疫情扩散。”

多家媒体开展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菅义伟内阁所获支持率跌至30%左右，

创他上台以来新低。多数调查对象不满
政府在目前疫情形势下举办奥运。

鉴于疫情蔓延，日本政府8日宣布把
实施重点防疫举措的地区从5地扩大至
13地，期限与处于防疫紧急状态下的东
京都等6地一样，持续到8月底。

所谓重点防疫举措是疫情出现扩大
迹象时，为避免进入紧急状态而采取的一
种对策，力度小于紧急状态，内容包括缩
短餐饮业营业时间等。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奥运闭幕 东京疫情呈现“爆发式”扩散
首相菅义伟否认疫情恶化与举办奥运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