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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田 安 静 ( 身 份 证 号 码 ：

620104197009240843)不慎将海

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

球俱乐部会员证号为T060137A

的会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梁溢安(身份证号码：44030119680

9245611)不慎将海南台达旅业开

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

证号为台旅D字第000266号的会

员卡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澄迈润来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

章、发票专用章和法人（王成军）私

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张小燕2021年7月11日不慎遗

失 居 民 身 份 证 ，证 号 为 ：

460002197606065627，特此声明。

●海南泉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磨损，声明作废。

●田江丽遗失居民身份证，证号为：

420528198305182828，特此声明。

●海口晋海永红建筑防水材料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不慎遗失，现声

明作废。

●文昌市会文镇冠南村委会龙头村

民小组村民王月秀遗失土地承包经

营权证书，原承包经营权证编码：

469005103200160009J，声明作废。

●澄迈县金江镇木棉村民委员会昌

茂村村民小组遗失基本户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410004240903，声

明作废。

●朱小亮遗失货运从业资格证，证

号：460007198601010818，流水

号：4600049578，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进利家具城不慎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海南东方工业园区富岛公司
35000立方液氨接收站

项目环评公示
根据国家法规及规定，征求附近居
民和单位对项目在环境保护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详细信息见网站：
http://www.zghbgjw.com/in
dex.aspx?menuid=5&type=ar
ticleinfo&lanmuid=10&infoid=
203。建设单位：海洋石油富岛有限
公司，联系人：王永京，电话：
13876546637。 邮 箱 ：
wangyj79@cnooc.com.cn。起 止
时间：2021年7月27日-8月16日

和泓·海棠府协议解除通知
尊敬的和泓·海棠府安映高、张莉
莉客户：
您好！因您未按照《海棠府退款转
监管账户申请单》约定收到退款之
日起2日内将房屋总价款汇入我
司指定监管账户，视为自愿放弃该
套房屋所有权，您与我司权益即终
止。同时，您与我司签订的《和泓·
海棠府预约登记协议书》即日起正
式解除。特此公告！解除协议名单
如下：房号：G21-1-101，姓名：安
映高，退款时间：2021 年 7月 14
日；房号：G27-3-801，姓名：张莉
莉，退款时间：2021年7月8日。

海南和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2日

公告
海口美兰佐岸咖啡厅：
本委受理申请人陈小翠与你单位
劳 动 争 议 案（海 劳 人 仲 案 字
〔2021〕第431号）已审理终结。现

遗失声明
海南中东方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工

会不慎遗失工会法人资格证书正

本、副本及主席证，证件号码：

211300095，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华能海南实业有限公司海口喜来
登温泉度假酒店工会委员会遗失
工会法人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814600005573877838，声明作废。

●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街道办事处
石塔村民委员会遗失海口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园支行开
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为 ：
J6410004107704，声明作废。

●赵龙、司马雪不慎遗失海南宝名
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白金海岸二
期 26#302 房收据一张，编号：
7578650，金额：1002102元，特此
声明作废。
●谢锋不慎遗失五指山水务有限公
司开具的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
张，发票代码：4600162350，发票
号码：02667343，金额：229386.98
元，特此声明。

典 当

公 告

遗 失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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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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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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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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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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海 融 媒 海 报 招 聘

致歉声明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
2021年7月31日，本人韩耀祥（身
份证号：610326198710021536）
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施工(作业)过
程中，未能严格按照《电力安全工
作规程》的要求，不慎误碰电力线
路，导致220KV龙平线故障跳闸，
给贵局造成十分不良影响，这是本
人工作上的失职。因此在此郑重
的向贵局致歉!
本人将认真汲取教训，加强安全防
范意识，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此致敬礼!

韩耀祥
2021年7月31日

声 明

仓库招租
府城红城湖路周边有1000平方米
的仓库招租。陈小姐13005008379

招 租

临街商铺出售
海口市府城高登街高登大厦一、二

楼商铺对外出售，每层建筑面积

1200m2，可单独出售，有意者请联

系，电话：13158982278。

出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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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68541188、
68541288、13307529219。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广告·热线：66810888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海劳
人仲裁字〔2021〕第520号仲裁裁
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
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地址:
海口市西沙路 4 号，联系电话:
0898- 66783032），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口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1年8月12日

●赵进传遗失坐落于海南省东方

市八所镇琼西路西十九巷十八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东方国

用（八所）字第4352号，声明作废。

●海南深琼物业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

证，证号：白国用（1998）字第 53

号，特此声明。

●文昌问天房车露营俱乐部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现声明作废。

●海南磊龙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460000MA5TK

DY2XK）财务章及合同章遗失，声

明作废。

●海南德银律师事务所李佳珊律师

于2021年8月8日遗失了由海南

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业

证号 14601201021193389，流水

号11008443，现声明作废。

●海南德银律师事务所关绍斌律

师于2021年8月8日遗失了由海

南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执业证，执

业证号 14601199410861439，流

水号11330055，现声明作废。

世界新闻 2021年8月12日 星期四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毕军 美编：杨千懿 检校：叶健升 苏建强A11 综合

观 天下民调起伏 德国选情生变数

目前距离9月26日联邦议院选举已
不足 50天。依照现阶段德国各政党的
支持率，新的执政联盟可能有多种组合
方式。

先前，联盟党、绿党、自民党被认为最
有可能形成执政联盟，其支持率相加超过

50%。三党代表色分别为黑、绿、黄，正好
是牙买加国旗的三色，因此被媒体广泛称
为“牙买加组合”。

随着社民党支持率在最近的民调中走
高，社民党、绿党、自民党支持率相加接近
50%，执政联盟的组成又多了一种可能

性。这三党代表色分别为红、绿、黄，因此
被媒体称为“红绿灯组合”。不过，因为自
民党在德国政治光谱上靠右，政策主张与
社民党、绿党均较难兼容，所以这一组合形
成的概率相对较低。
（据新华社柏林8月11日电 记者张远）

不少德国媒体指出，7月发生的洪灾
是支持率变化的重要因素。社交网络上流
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德国总统施泰因迈
尔7月17日视察灾区发表讲话时，处于后
排背景中的拉舍特与多名同行官员谈笑，
还一度大笑。这一视频引发公众和政界人
士对拉舍特的广泛批评，也累及联盟党的
支持率。

社民党候选人肖尔茨作为联邦政府副

总理兼财政部长在灾情发生后多次前往灾
区视察，并宣布紧急救助方案，计划拨款4
亿欧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帮助灾民重
建。这为肖尔茨收获了不少人气。

除了洪灾，支持率的变化还与德国新
冠疫情的防控形势密切相关。不少分析人
士指出，疫情向好，执政党联盟党和社民党
的支持率就走高；疫情严峻，执政党就受到
苛责，支持率走低。

现阶段，德国正处于第四波疫情暴发
的初期，近一个月以来7天感染率（每10
万人7天内新增确诊病例数）不断回升。
联邦政府正就应对措施展开激烈争论，焦
点包括是否应再度封城、是否应给予完成
疫苗接种的人群更多自由、是否应对核酸
检测收费以促进人们接种疫苗等。不同
政党的不同主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
支持率。

这份民调结果显示，此前支持率排名
首位的联盟党目前的支持率是26%，比7
月中上旬下跌3个百分点，不过与今年4
月底至5月初的低点相比仍有2到3个百
分点的上升。此前排名第二的绿党支持率
为18%，与5月初最高时相比大幅下滑了
6个百分点。此前排名第三的社民党支持
率为18%，相较5月初时的低点上升了3
个百分点，已与绿党持平。

按照德国联邦议院选举规则，选民投
票给支持的政党，得票率最高的政党优先
组阁。这意味着，按照现阶段的民调支持
率，联盟党将可能主导组阁进程，其推举的
候选人阿明·拉舍特将有较大可能成为未
来总理，接现任总理默克尔的班。

不过，这份民调中总理候选人的个人
支持率数据显示，社民党推举的总理候选
人奥拉夫·肖尔茨人气最高，支持率为

27%，拉舍特支持率仅为14%，绿党推举
的安娜莱娜·贝尔伯克为13%。

不难看出，无论是党派支持率还是总
理候选人个人支持率，社民党近期都呈现
出较强的上升势头。而几个月前曾一度追
平甚至在其他公司民调中超过联盟党的绿
党则呈现颓势。联盟党虽然仍维持最高支
持率，但拉舍特的低支持率显然也给该党
敲响了警钟。

德国媒体近日刊
登民调机构INSA舆
情研究所和舆观调查
公司的一份调查报
告，显示德国联盟党
（由基督教民主联盟
及其姊妹党基督教社
会联盟组成）与绿党
的支持率近期下滑，
社会民主党（社民党）
支持率大幅提升。

一些媒体与分析
人士认为，7月的洪
灾与近期新冠疫情抬
头是各党支持率变化
的原因，疫情走势还
将影响未来支持率走
向。这些变化可能给
定于9月举行的联邦
议院选举带来新变
数。

美国国会参议院10日以69票赞成、
3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总额约1万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较总统拜登
的最初提案大幅“瘦身”。分析人士认为，
法案在众议院闯关前景不明，对经济的提
振作用有待观察，且将进一步增加联邦财
政压力。

经过数月讨论和修订，当天通过的
“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将为现有联
邦公共工程项目提供资金，同时在5年内
新增约5500亿美元投资，用于修建道路、
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完善供水系
统、电网和宽带网络等。该法案虽然得到
共和、民主两党支持，但规模较拜登最初
提出的约2.25万亿美元大幅缩水。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并不显著且“很难量化”

拜登当天发表声明称，虽然白宫的经
济议程“远未完成”，但这项“历史性投资”
将在未来10年使美国焕然一新。参与起
草该法案的参议员当天也称，基建法案将
给美国带来“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和繁荣”。
但在经济学家看来，这一“瘦身”后的基建
法案能在多大程度上提振经济有待观察。

短期而言，基建法案中的新增支出仅
为5500亿美元左右，与国会疫情期间累
计通过的近6万亿美元经济纾困措施不
可同日而语。同时，基建法案中的新增支
出将在未来5年内分阶段实现，与经济纾
困法案中的失业救济福利以及小企业支
持资金等向经济直接注入大规模资金的
财政支出相比，对经济增长的短期贡献并
不显著。

高盛研究部首席政治经济学家亚历克·
菲利普斯认为，基建法案对2022年和2023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提振力度或
将分别达0.2个百分点和0.3个百分点。

长期来看，基建法案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很难量化。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卡
伦·戴南表示，目前很难期待基建法案对
经济增长贡献“亮眼数据”。基建项目通
常规模大、耗时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很难量化”。
前旧金山联储银行经济学家约翰·费

尔纳德指出，虽然州际高速公路曾大幅提
高美国经济生产力，“但这不意味着再建
一个高速公路网能起到相同效果”。

从事基建经济研究的麻省理工学院
经济学家詹姆斯·波特巴认为，基建法案
提出的使用美国本土制造原材料等要求，

将推高建设成本，从而压缩基建法案带来
的收益。

州政府较大的自主权
恐难让法案得到全面落实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联邦体制给予州
及地方政府较大的财政自主权，联邦基建
投资落实到州及地方具体项目的过程中
往往难以充分发挥效用。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日前发布的一
份报告预测，在道路和桥梁等实体基建领
域，联邦政府每多投资1美元，州及地方
政府投资将相应减少15美分，相当于给
联邦政府投资打了“八五折”。

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基建政策
部门主任凯文·德古德形象地指出，州政

府在运用联邦基建资金方面的极大自主
性，恐难让基建法案得到全面落实。

基建法案将送至
众议院审议

与此同时，基建法案或导致本已岌岌
可危的联邦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据美
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2021 财年
（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9月30日）
美国联邦财政赤字将达到3万亿美元，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13.4%，是
1945年以来第二高水平，而基础设施投
资法案将在未来10年内推高联邦预算赤
字约2560亿美元。

虽然基建法案提出通过挪用未使用
的疫情救济资金、推迟降低处方药价格以
及强化加密货币投资收益报税制度等方
式筹集资金，但有分析认为，这些措施于
支出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接下来，基建法案将送至众议院审
议。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此前曾表示，众议
院希望在参议院通过另一项3.5万亿美
元支出法案后，一并就这两项法案进行审
议。不过，民主党籍众议员就众议院同时
讨论并通过上述两项法案存在分歧。众
议院中间派民主党议员10日致信佩洛
西，敦促后者发起对基建法案的全院投
票，以及时提振受疫情重创的美国经济，
同时对3.5万亿美元支出法案可能继续
推高通胀压力和财政赤字表达了担忧。
这表明，两项法案一并在众议院顺利“通
关”并非易事。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10日电 记者
许缘 高攀）

美基建法案“瘦身”后获批
提振经济作用有待观察

这是8月10日在美国纽约拍摄的一处维修的路段。 新华社发

8月10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射场，携带“天鹅座”飞船
的“安塔瑞斯”火箭发射升空。

美国一艘货运飞船10日启程前往国际空间站，为在那里生活的7名宇航
员送去披萨饼等补给。据美联社报道，航空航天企业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
的“安塔瑞斯”火箭当天携“天鹅座”飞船从美国弗吉尼亚州瓦勒普斯航天发
射场升空，预计12日抵达国际空间站。 新华社/美联

货运飞船给国际空间站送披萨饼

意大利研究人员10日说，今年
喷发数十次后，欧洲最高活火山埃特
纳“长高”，目前海拔3357米，刷新自
身纪录。

据德新社报道，意大利国家地球
物理与火山学研究所7月13日至25
日分析处理卫星图像后发现，埃特纳
火山目前海拔3357米，超过以往任
何时候。这一结果误差为3米。

过去40年来，埃特纳火山的顶

峰为东北部火山口，1981年测量高度
为海拔3350米，创下这座火山海拔
高度纪录。后来，这个火山口边缘坍
塌，2018年海拔高度降至3326米。

今年2月以来，埃特纳火山东
南部火山口喷发约50次。由于岩
浆和火山灰等沉积物黏附，东南火
山口海拔高度超过了“哥哥”东北
部火山口。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喷发数十次 埃特纳火山“长个”

这是8月10日在美国纽约拍摄的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发表讲话的视
频画面。

由于受到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并面临州议会弹劾，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
莫10日宣布辞职，并将于两周后离任。 新华社记者 王迎 摄

美国纽约州州长因性骚扰丑闻宣布辞职
支持率涨跌互现

灾情疫情带来变数

执政组合或有新可能

德国下萨克森州地方政府10日
说，由于部分新冠疫苗可能遭调包，
8600人或需重新接种疫苗。

据北德意志电台报道，该州弗里
斯兰地区政府当天说，将联系3月5日
至4月20日在当地一个红十字会接
种中心接种疫苗的约8600人，安排
重新接种。这个接种点的一名护士4
月下旬承认，用生理盐水代替新冠疫
苗为接种者注射。警方调查后发现，
这名护士不止一次这样违规操作。

当地政府先前打算，通过检测抗
体确定哪些接种者并没有真正接种

疫苗。然而，由于已经过去数月，这
一方法的检测结果不准确，因此考虑
重新接种。

德国卫生部门官员说，注射生理
盐水不会对人体构成危害。不过，涉
事护士的做法不利防疫，因为受影响
的接种者年龄均超过70岁，属于新
冠病毒易感人群。

警方目前不清楚这名护士掉包
疫苗的动机，不过，警方调查人员说，
这名护士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过怀疑
疫苗对防疫是否有效的言论。

王逸君(新华社微特稿)

疫苗疑遭盐水调包 德国逾8000人需重新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