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04看天下 2020年10月17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唐丽霞/美术编辑/姜涛国际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本报地址：烟台市北大街54号 邮政编码：264001 集团办公室 6631198 印刷:报捷新闻印刷有限公司 烟台市福山区聚福路620号 自办发行：小报童发行有限公司 邮发代号：23-4020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8-002 ■报价全年540元

公 告

公告栏
6631203 17854581238

■房产证、土地证、营运证、营业执照(个)800元 ■公
章、财务章、各类印章(个)，支票、发票、收据(张)，税务
登记证、资格证、代码证、渔船用各类证件（个）及其它各
类证件400元 ■身份证、工作证、户口本、出生证明、下
岗证(个)150元 ■残疾证、学生证、失业证(个)20元

通 知

烟台市公交集团牟平有限公司职工
沙永升同志，你因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
度已被我公司于2020年 10月13日解
除劳动合同，请你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
1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等
相关手续，逾期不办，将按规定办理。

烟台市公交集团牟平有限公司

公 告
桦林·彩雲城1#~5#、7#~13#、17#~20#、
22#~24#、29#、30#、商业楼、物业管理用
房、商业一、商业二号楼的业主：

我公司受桦林置业有限公司的委托，于
2020年5月，对桦林·彩雲城1#~5#、7#~13#、
17#~20#、22#~24#、29#、30#、商业楼、物业
管理用房、商业一、商业二号楼的房产进行测
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测
绘已基本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10月17日
至10月22日在桦林·彩雲城小区内公告栏进
行测绘成果公示。请各位业主自公告之日起，
到公示现场认真核对所购房产的现状、位置、
各边长数据是否准确。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
和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
公司将派人到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程工
联系电话：0535-663150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公 告
三兴·御海城10#~15#、26#~30#、S10#
商业楼的业主：

我公司受烟台旺埠置业有限公司的委
托，于2020年10月，对三兴·御海城10#~
15#、26#~30#、S10#商业楼的房产进行测
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
测绘已基本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10月17
日至10月21日在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公
示。请各位业主自公告之日起，到公示现
场认真核对所购房产的现状、位置、各边长
数据是否准确。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和疑
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
司将派人到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 系 人：程工
联系电话：0535-663150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公 告
高新区东方御景1-5号楼及沿街网点的
业主：

我公司受烟台东谭印象置业有限公司
的委托，于2020年10月，对高新区东方御
景1-5号楼及沿街网点的房产进行测绘。
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测绘
已基本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10月17日
至 10月 21日在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公
示。请各位业主自公告之日起，到公示现
场认真核对所购房产的现状、位置、各边长
数据是否准确。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和疑
问，请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
司将派人到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 系 人：刘工
联系电话：0535-663150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公 告
东海岸·书香府第1、2、6、7、10、11、22、
28-30、32-35#楼业主：

我公司受烟台容大置业有限公司的委
托，于2014年3月，对东海岸·书香府第1、2、
6、7、10、11、22、28-30、32-35#楼的房产进
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
户测绘已基本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10月
17日至10月21日在售楼处进行测绘成果公
示。请各位业主自公告之日起，到公示现场
认真核对所购房产的现状、位置、各边长数据
是否准确。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
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司将派
人到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 系 人：程工
联系电话：0535-6631506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6日

公 告
开发区长江路 200 号富饶中心 3号楼
业主：

受烟台裕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委
托，我公司于2020年9月25日对开发区长
江路200号富饶中心3号楼的相关面积进
行测绘。现测绘数据采集、内业计算等工
作已完成，决定于2020年 10月 17日至
2020年10月21日在物业办公室及售楼处
进行测绘成果公示。请各业主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到公示现场认真核对所购房产
的现状、位置、各边长数据是否准确，对确
认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在公示期内及
时反馈我公司，我公司将派人到现场复测，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李工、刘工
联系电话：0535—6110759

烟台市中立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开发区分院
2020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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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南仓小区11#住宅楼各业主：

受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街道办事处南
仓居委会委托，我公司对芝罘区南仓小区
11#住宅楼的相关面积进行测绘。现测绘
数据采集、内业计算、分层分户测绘已基本
完成，现决定于2020年10月15日至10月
19日在公告栏进行测绘成果公示。请各
位业主自公告之日起，到公示现场认真核
对所购房产的现状、位置、各边长数据是
否准确。对确认中发现的问题和疑问，请
在公示期内及时反馈至我公司，我公司将
派人到现场复测，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联系人：程工
联系电话：0535-6631507
烟台市中立房产测绘研究院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14日

国家立法 反对浪费

对于以勤俭为美德的日本来说，食品浪费主要不是出现在餐桌上，
而是出现在商品流通环节。据日本农林水产省官网介绍，2015年度日
本产生食品废弃物2550万吨，其中本来可以食用却被丢弃的食品高达
612万吨。日本食品流通业采取“三分之一规则”：即将食品制造日至
保质期截止日这段时间均分为三段，制造商和批发商必须在第一阶段
交货给零售商，错过日期零售商可以拒绝收货。这造成大批没有质量
问题的食品遭废弃。为解决这类问题，2019年5月，日本通过《减少食
物浪费促进法案》。法案写明，政府有责任推进有关避免食物浪费的政
策。此外，在农林水产省的支援下，日本食品厂商及零售商开始商讨修

改业界惯例，以部分饮料、零食为对象，计划将交货时间期限从现行的
三分之一保质期放宽到二分之一。

法国面临类似问题时，也采取了立法手段，并且惩罚措施更为明
确。法国在2016年颁布《反食品浪费法》，要求各大超市将未能售出、
但仍可食用的食品捐赠给非政府组织。从2019年10月开始，这项法
令扩展至餐饮业和农业食品加工业，要求每天销售超过3000份饭食的
餐厅和年营业额超过5000万欧元（1欧元约合1.17美元）的农业食品
加工企业，都必须和慈善协会签订捐赠合同。违者将承受3750欧元的
罚款，以及张贴处罚通知、被媒体曝光等其他处罚。

2020年，法国通过《为循环经济反对浪费法》，特别强化了与减少
食物浪费相关的具体措施。比如，年营业额超过5000万欧元的食品批
发商不得销毁未出售食物，并有义务捐赠食物；商家需要分清“最佳食
用期限”与“最长食用期限”的区别，并在标签上明确标出。

粮食银行 剩余回收

在新加坡，来不及食用且即将过期的食物不用扔掉，可以“存”入“食物银行”，由“食物银
行”提供给需要它们的人。“食物银行”是新加坡一家慈善机构。该机构从食品生产商那里收集
保质期至少为一周的食物，或者包装有误、稍有破损但仍能安全食用的食物，或者民众提供的
未开封的和保质期至少为四周的食物，通过再循环的方式，捐赠给私人和公众救助机构。

在以色列，民众也自发发起类似行动。夕阳西下，以色列中部城市特拉维夫的卡梅尔市
场已临近关门时间，一些志愿者开始回收剩余的水果、蔬菜、面包等食物并分配给有需要的
民众。参与食物回收运动的组织拉泰特总裁兼创始人吉勒斯·达尔蒙说，以色列有大约25
万个家庭的食物短缺情况比较严重，但另一方面，旅馆、公司食堂、军队基地等每日都会剩余
大量的食物。该组织与以色列180个地方机构合作，为超过20万以色列人提供食物援助，其
中绝大多数食物都是从餐厅、超市、农户手中直接回收的。

借助科技 加强创新

正如达尔蒙所言，随着科技的发展，把新的技术和大数据应用使用在食物节约方面，是
一些国家正在进行的尝试。

据统计，2018年英国家庭产生的食物浪费总量达450万吨，价值140亿英镑（1英镑约
合1.29美元）。而在超市一次购买过多食物是造成浪费的原因之一。一些食品科技公司为
此开发应用程序，提醒消费者避免浪费食物。在英国一家名为“它是新鲜的！”公司网站上，
消费者可在登录后选择家庭成员人数，输入每月最常丢弃的蔬果种类及数量，便可计算出家
庭一年食物浪费总量、价值以及相应的碳排放量，最后还会为使用者的消费行为打分，例如

“做得很棒”“还可以”“应该更好”。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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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国本，粮为民本。粮食安全关乎世界每一个
人。然而正如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所说，粮食
损失和浪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挑战”。据统计，每
年全世界损失和浪费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13.8%，价
值4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去年全世界有6.88亿人处于
饥饿状态，预计今年这一数字将会再增加1.32亿人。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尤其在新冠疫情令粮食
安全更加脆弱的当下，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势在必行。

美国总统选举两名候选人15日晚以另一种
方式展开已经取消的第二场“辩论”。

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民主党籍前副总
统乔·拜登“隔空打擂”，各自表演。讲台一东一
南，相隔近2000公里，没有机会出现首场辩论频
繁互相插话乃至“对骂”场景。两人不忘互相攻
讦，但“火药味”明显少了许多。

聚焦内政 讨论“孤立”

第二场辩论原本为“市民大会”形式，特朗普
和拜登同台回答主持人和选民代表提问。由于
特朗普本月初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辩论取消。特
朗普大约10天后宣布康复且“不具传染性”，但
拒绝组织方改为线上辩论的提议。双方最终各
自选定会场。

特朗普的舞台设在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经济
重镇迈阿密一处户外场地，由全国广播公司直
播；拜登场地在东北部宾夕法尼亚州最大城市费
城，由美国广播公司主持。两个州都是握有较多
选举人票的“摇摆州”，是两党必争之地。

提问多聚焦于美国内政，如新冠疫情应对、
最高法院法官任命、经济和能源政策、执法系统
改革等，同时也诘问两位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疑
点”，如特朗普的纳税及负债状况、拜登参与草拟
而如今备受争议的1994年犯罪法案。

在费城会场，一名特朗普支持者向拜登抛出
一个涉及外交的问题：是否认为特朗普在外交政
策领域“值得加分”。拜登回答：“可以给一点儿，

但不会很多。”
他说，特朗普促成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

确实值得肯定，但他的其他作为让美国在国际上
“空前孤立”且“不受信任”。“他几乎退出了每一
个国际组织，去联合国时遭人嘲笑”，“推行‘单边
行动，美国优先’，让美国变成孤家寡人……甚至
我们的北约盟友都公开说我们靠不住”。

特朗普“躲避”

不少美国媒体用“躲避”一词形容特朗普回
应敏感问题的态度。提问中有不少关联新冠疫
情。其中一个是：他9月30日首次与拜登面对
面辩论当天有没有接受新冠病毒检测？这关系
他是否遵守防疫规范、避免危及会场人员健康。

特朗普的回答是“不知道，不记得”。但他提
到，辩论完大概一天后，即10月1日晚，他首次
得知自己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特朗普2日凌
晨经推特公布这一消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首席政治记者
达娜·巴什说，“没回答也是一种回答”，“假如他
（特朗普）辩论当晚做了检测，他就会说‘我当晚
做了检测’”。

特朗普称专家们对于口罩防护作用口径不
一，遭主持人当场反驳。

关于《纽约时报》先前报道他负债高达4亿
多美元、而近年缴纳联邦所得税额极低，以及他
一直拒绝公布纳税记录的问题，他说“4亿是小
菜一碟”，称自己已在接受税务审计，指责“国家

税务局对我非常坏，里面有前任政府的人”。

拜登“放慢”

拜登同样遭遇尖锐提问，但回应较为柔
和。他小时候曾有口吃问题，开始讲话时似乎
有不太流畅迹象，他随即放缓语速，有些回答颇
为冗长。

拜登承认当参议员时推动犯罪法案通过，在
执行层面“出了错”。该法案为严打犯罪降低判
处监禁的门槛，致后续数年入狱者大增，非洲裔
和拉美裔尤甚。这成为政治竞争对手攻击拜登
对少数族裔团体不利的把柄，也是美国现在抗议
种族歧视浪潮中一个热门议题，妨碍拜登争取黑
人选票。

除了澄清自己各种政策立场，包括“取消减
税只针对富人、不针对中产阶层”“投票日前会表
明是否支持扩充最高法院法官席位”，拜登集中
攻击特朗普应对疫情不力。

拜登说，特朗普“错失多次机会，不断散播不
实信息”，并称如果他是总统，会敦促美国民众戴
口罩，仰赖各州州长强制执行。

美联社报道，距选举日还有两周多，已有
1700多万张选票在44个州和首都华盛顿提前
投出，显露今年选举投票率可能创新高的迹象。

两名候选人定于22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市举行最后一场同台辩论。拜登说，他会要求特
朗普到场前提供其个人病毒检测阴性结果，否则
不会与他同台。 据新华社电

特朗普与拜登“隔空打擂”
双方火药味大减 特朗普“躲避”敏感问题

这张10月15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拍摄的照片显示，电
视上正在播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宾夕法尼亚
州费城参加选民问答会的节目。 新华社

这张10月15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拍摄的照片显示，电视
上正在播放美国现任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市参加选民问答会的节目。 新华社

10月1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抵达
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准备出席欧盟秋
季峰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5日在推特
上说，因一名办公室职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
阳性，她决定从即日起进行自我隔离。新华社

10月15日，俄紧急情况部工作人员在俄罗斯莫
斯科一个火车站消毒。据俄防疫指挥部14日消息，
过去 24 小时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14231 例，再创疫
情暴发以来新高。俄卫生部长穆拉什科当日出席视
频会议时表示，目前俄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俄民众须
严格遵守防控规定。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路透社15日疫情
汇总数据显示，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当天新增超过
6.2万例，累计801.6万例；密歇根、北卡罗来纳、威
斯康星等10个州的单日增幅再创纪录。

加利福尼亚依然是全美累计确诊最多的州，
其次是得克萨斯、佛罗里达、纽约和佐治亚。上述
五州的累计确诊病例占比全美总数超过40%。新
冠病毒检测阳性率在南达科他州达到30%，在爱
达荷州和威斯康星州达20%。

住院人数同样是评估疫情的重要指标。路透
社数据显示，全美15日住院总人数接近3.7万人，
是8月28日以来最高纪录。

以威斯康星为例，这个中西部州15日新增大
约4000例确诊病例。州卫生官员安德烈娅·帕姆
说，“增速很快”。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显示，截至15
日，全美累计死亡病例超过21.6万例。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
尼·福奇15日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当前
疫情令人“非常担忧”，“我们真的要就基本的公共
卫生措施加倍努力……因为它们真的能改变（疫
情）”。福奇再次强调，人群聚集将加大病毒传播
风险。他呼吁民众谨慎评估参加聚会的风险，包
括下月的感恩节聚会。

美确诊破800万例 多州再创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