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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也是海南省公共

管理硕士（MPA）重点培养单位。根据招生计划，2017年我校拟招

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150名，其中非全日制110

名，全日制40名。专业代码为：125200。

报名条件：大学本科毕业3年或大专毕业5年及以上者。

报名方法和程序：1.网上报名：2016年10月10日-31日每天9:

00-22:00。报名网址:http://yz.chsi.com.cn 或 http://yz.chsi.

cn 2.现场确认时间地点、打印准考证日期：以网上报名规定为准。3.

考试时间：2016年12月24-25日。

初试科目与复试科目：初试：1.英语二 2.管理类联考综合；复试：

思想政治理论

联系方式：电话及传真：（0898）66292663 网址http://www.

hainu.edu.cn/mpa 邮箱E-mail:hainumpa@sina.com

海南大学MPA教育中心地址：海南大学社科群楼A栋A110室

2017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
(MPA)招生简章

股权变更公告
我司拟将进行股权变更，为保障各界朋友、业务伙伴的权

益，特此公告。请与我司有未结清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
个人及时进行登记确认，若超过登记期限，则视为放弃法律权
利。为避免遗漏，请及时来我公司登记确认。一、至2016年
10月25日之前未结清的债权、债务。二、登记时间：自本公
告之日起15天内。三、登记地点：海南省东方市双吉水泥
厂。四、登记依据：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2.有效债权、债务凭证（原
件及复印件）。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5091966800。

海南省东方市双吉水泥厂
2016年10月9日

海口海事法院征询异议公告
（2016）琼72执476-482号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海南仲裁委员会（2016）海仲
（三）字第233-239号仲裁裁决书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林日平、林
文峰、肖仲贵、李珍华、肖鑫铖、陈江宾、詹毅勇与被执行人海南家
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七案。上述仲裁裁决
书第一项分别为：被执行人海南家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
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协助申请执行人林日平办理坐落于海南省
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二东路北侧丰源商厦二层201号房产过户登记
手续；被执行人海南家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生效之
日起5日内协助申请执行人林日平办理坐落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甸
岛沿江二东路北侧丰源商厦一层101号和111号房产过户登记手
续；被执行人海南家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生效之日
起5日内协助申请执行人林文峰办理坐落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岛
沿江二东路北侧丰源商厦一层112、113、114、115、116号房产过
户登记手续；被执行人海南家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
生效之日起5日内协助申请执行人肖仲贵、李珍华办理坐落于海
南省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二东路北侧丰源商厦一层105号房产过户
登记手续；被执行人海南家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生
效之日起5日内协助申请执行人肖鑫铖、李珍华办理坐落于海南
省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二东路北侧丰源商厦一层110号房产过户登
记手续；被执行人海南家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生效
之日起5日内协助申请执行人陈江宾办理坐落于海南省海口市海
甸岛沿江二东路北侧丰源商厦一层107号房产过户登记手续；被
执行人海南家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应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5日
内协助申请执行人詹毅勇办理坐落于海南省海口市海甸岛沿江二
东路北侧丰源商厦一层108号房产过户登记手续；由于被执行人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强
制执行。如对上述土地使用权的权属有异议者，应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1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逾
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2016年9月30日

三亚航空城位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候机楼及凤凰机
场动车站之间，建筑面积 10万m2。项目区域内总商业建
筑面积5万m2，涵盖旅客候机、商业、酒店、停车等功能，将
形成旅游+购物+航空一体化的核心商业旺区，可满足不同
客群需求。现面向社会公开招商。

招商项目包括：精品超市、美食休闲、时尚品牌、海南
风情、酷炫娱乐等。现诚邀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参加。即
日起接受报名，欢迎现场考察，节假日照常接待。招商截
止至2016年10月25日。

招商方：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陶先生：18689888326、余先生：13876200138。

三亚航空城招商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丁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招标单位：

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招标代理：海南泓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本项目北至凤翔西路，西至迎宾大道，东邻城南路，北以美舍
河为界。招标范围：征收服务及工程拆除清运等。本项目共分2个标段:
其中1标段：海口市龙华区丁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北片区）；2标
段：海口市龙华区丁村棚户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南片区）；工期：360日
历天。投标人资格：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在有效期内的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含）以上（非爆破）资质或
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房屋拆迁及拆迁服务。项目负责人具备建筑工
程专业贰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每个投标人只允许报1个标
段。报名事宜：有意者请于2016年10月09日至2016年 10月13日，委派
委托人携带单位介绍信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到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世
贸中心D幢 11层 1105房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每套 500
元（不含图纸费），售后不退。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
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
称)上发布。联系方式：联系人：陈工 电话：0898-68919651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市龙华区金垦路改造工程项目；招标单位：海口市龙
华区房屋征收局；招标代理：海南泓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项目概
况：本项目沿金牛岭公园东侧和南侧行走，由西向东，为一圆弧，改造范
围西起海秀中路，东至金岭路，全长约2850米，进行拓宽，拓宽后道路宽
39-40米、部分路段按现状实施，宽18米。招标范围：征收服务及工程拆
除清运等。工期：360日历天。投标人资格：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非
爆破）资质或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房屋拆迁及拆迁服务。项目负责人
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报名事宜：有意
者请于 2016年 10月 09日至 2016年 10月 13日，委派委托人携带单位介
绍信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到海口市世贸东路 2号世贸中心D幢 11层
1105房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每套500元（不含图纸费），
售后不退。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发布公告的媒介名称)上发布。联系
方式：联系人：陈工 电话：0898-68919651

招标公告
项目名称：海口市龙华区友谊路中段改造工程项目；招标单位：

海口市龙华区房屋征收局；招标代理：海南泓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项目概况：本项目位于龙华区滨涯路北侧，拟征收土地面积约
41200平方米，拟征收建筑面积约 28163平方米。招标范围：征收服务
及工程拆除清运等。工期：360日历天。投标人资格：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在有效期内的爆破与拆除工程专业
承包叁级（非爆破）资质或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房屋拆迁及拆迁服
务。项目负责人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
格。报名事宜：有意者请于 2016年 10月 09日至 2016年 10月 13日，委
派委托人携带单位介绍信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到海口市世贸东路2
号世贸中心D幢 11层 1105房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每
套500元（不含图纸费），售后不退。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
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日报、海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发布公告
的媒介名称)上发布。联系方式：联系人：陈工 电话：0898-68919651

招标公告

虽然与美国闹矛盾，但是菲律宾
仍打算与日本发展防务关系。日方
已经承诺向菲方提供巡逻船和租借
巡逻机，可能最早下月抵达菲律宾。

洛伦扎纳表示，将继续研究与日
本签订部队访问协定的可能性。如
果达成协定，日本自卫队飞机和舰船
将可使用菲律宾的基地加油、补给，

与菲律宾军队举行联合演习。
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日本政府

正积极向菲律宾示好，试图借提供军
事技术和装备、建立防务关系插手南

海事务。杜特尔特的前任贝尼尼奥·
阿基诺三世去年访日期间，宣布准备
与日本就签署部队访问协定谈判。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菲仍打算与日本发展防务关系

菲律宾暂停与美在南海联合巡航
菲防长：将在“不远的将来”要求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特种兵撤离

菲律宾国防部
长德尔芬·洛伦扎纳
7日说，菲律宾已经
“暂停”与美国在南
海联合巡航，将在
“不远的将来”要求
驻扎在菲律宾的美
军特种兵撤离。

洛伦扎纳在马
尼拉的外国媒体见
面会上说，菲律宾总
统杜特尔特上月表
示，10月两国军队的
联合演习是最后一
次。菲方已经在本
月初通知了美方这
一决定。

杜特尔特9月说，菲律宾将不再
与美国在南海联合巡航。

洛伦扎纳说，杜特尔特打算终止
菲美两国每年举行的28场联合军演。

杜特尔特先前还表示，美国应撤
出在菲律宾南部的特种部队士兵。
美国2002年开始向菲南部派驻特种
兵，帮助菲政府军打击反政府武装，
美军人数最多时达到大约600人。

洛伦扎纳说，一旦菲政府军有了
自己的无人机并具备了情报收集能
力，就打算要求美军撤离。“总统说
过，他不想他们立即离开，但是可能
在不远的将来（要求美军撤离）。”

杜特尔特就任总统后大力扫毒，
招致西方国家在“人权”“法治”方面
的指责，他随即与传统盟友美国“翻
脸”，发表措辞强硬的言论，比如杜特

尔特6日表示，如果美国和欧洲联盟
看不惯他，打算取消援助，那么“请
便”，他不会“乞求”援助。

洛伦扎纳表达了相同立场，称美
援对菲律宾的重要性“没有那么
大”。洛伦扎纳说，杜特尔特已经命
令他向其他国家寻求购买武器装备。

被问及菲美军事关系变化会如
何影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洛

伦扎纳回答：“如果我们不再允许他
们把舰船停靠在这里，他们也不会缺
少停靠的地方。”

杜特尔特本月2日表示，已下令
审查菲美《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根
据这份2014年达成的文件，美军可
以在菲律宾部署武器装备。洛伦扎
纳说，杜特尔特尚未正式下令废除这
份协议。

菲总统打算终止菲美两国每年举行的28场联合军演

杜特尔特先前表示，在他任内，
菲律宾可能与美国“分手”。

不过，洛伦扎纳暗示，菲美不会
从友变敌。

“总统不想过度依赖某一个国
家，这就是他想与美国发展的关系。”

菲外交部长佩费克托·亚赛6日
也表示，美国一直以“一条看不见的
锁链”控制菲律宾，因而必须摆脱对
美国的过度依赖，独立处理菲对内对
外事务。

亚赛还说，菲律宾对美国感到“失

望”。洛伦扎纳支持亚赛的说法，特别
在防务事务上，抱怨美国一直向菲律
宾提供二手装备，“没有帮我们把实力
提升到与地区现状相称的水平”。

洛伦扎纳说，杜特尔特很在意外
界对菲扫毒行动的评论，如果西方国

家停止指责菲侵犯人权，杜特尔特的
强硬态度可能会缓和。

洛伦扎纳还表示，他不确定杜特
尔特是否真的决定停止菲美南海联
合巡航。“巡航将暂停，直到我们弄清
楚他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

菲可能与美国“分手”，但菲美不会从友变敌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7日电（记者周而
捷）美国总统奥巴马7日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美
国终止实施针对缅甸的《国家应急法》，并由此
解除针对缅甸的相关制裁措施。

美国财政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美国终止
实施针对缅甸的《国家应急法》后，美国财政
部监管下的针对缅甸的经济和金融制裁措施
将不再有效。

美国对缅甸的制裁始于1997年。今年9
月14日，奥巴马在白宫会见来访的缅甸国务资
政昂山素季后表示，美国将“很快”解除长期以
来对缅甸实施的制裁。

奥巴马宣布

美国解除对缅甸制裁

10月7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美
国总统奥巴马在一个投票站参加提前投票。

当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州芝加
哥提前为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11月8
日是大选投票日。从9月9日起，美国37个州
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陆续开启总统选举
普选阶段提前投票程序，允许选民于大选日前
在无需出具任何理由情况下，通过邮寄选票或
现场投票方式提前投票。 新华社/路透

奥巴马参加
美国大选提前投票

美驻菲大使要走人了
曾跟杜特尔特“骂架”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菲利普·
戈德堡即将完成三年任期，尽管
同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
关系不睦，离任前他依然对美菲关
系给予肯定。

近日在菲律宾美国商会的一次
演讲中，戈德堡说，美菲双边合作的
基础是牢固的，“我们的合作长达70
年，我们将致力于合作，不会改变”。

杜特尔特与戈德堡的交恶始于

今年竞选阶段，当时戈德堡对杜特尔
特在竞选活动中调侃1989年达沃市
一起刑事案件表达了异议。

除此之外，戈德堡还建议菲律宾
公众在选举时要考虑到政策的连贯
性，暗示他支持时任总统阿基诺三世
属意的候选人。之后戈德堡又对杜特
尔特强力反毒行动提出看法。

为此，杜特尔特责骂戈德堡对菲
律宾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并拒绝道

歉。
戈德堡2013年12月出任美驻

菲大使，据《马尼拉时报》报道，他
的继任者可能是金成。

金成是韩裔美国人，是公认
的美国国务院的朝鲜半岛问题专
家，曾出任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美
方团长、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
别代表等职务。

夏文辉（新华社微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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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
杰西·沃特斯在政治评论节目《奥赖利
因素》中走访纽约唐人街，针对首场美
国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中有关中国的
内容进行了街头采访，但采访中随处
可见对中国以及华裔的偏见与奚落。

节目一经播出便引发美国当地华
裔等少数族裔团体愤怒抗议。沃特斯
的节目也遭遇“打脸”。

当地时间6日晚在美国喜剧中心
频道播出的《每日秀》节目中，马来西
亚华裔主持人龙尼·钱逐条对沃特斯

的节目进行了痛快回击。
在福克斯电视台的节目中，沃特

斯在看到街上华人贩卖手表时，问道：
“这些手表很好看，是偷来的吗？”

甚至在节目引发网络非议后，沃特
斯依然“嘴硬”，坚称他的采访“是开玩
笑的”，“很遗憾有人因此受到了冒犯”。

这激起了美国华裔等少数族裔强
烈愤慨。华裔、非洲裔、拉美裔等多个
社区团体代表6日在福克斯位于纽约
曼哈顿的总部前抗议，要求其对沃特
斯的辱华节目道歉。

而在《每日秀》这档著名喜剧脱口
秀节目中，马来西亚华裔龙尼·钱一上
来就提醒观众，福克斯的节目不是讽
刺喜剧，而是真实的采访视频，这样

“愚蠢”的采访根本不应播出。
钱还说：“大家都在好奇谁会成为

2016年大选最严重种族歧视的对象。
我之前根本不知道亚裔有希望中选！”

钱对沃特斯节目中出现的种种错
误的刻板印象也大加讽刺，“如果你想
当种族歧视者，至少把那些陈腔滥调搞
清楚吧”，因为沃特斯在节目中做的空

手道手势来自日本，他走访的跆拳道工
作室源于韩国，哪个都和中国不沾边。

而对沃特斯“欺负”长者不懂英语
的采访，钱也对着沃特斯的大幅照片
大加抨击。为证明自己的观点，钱在
节目中再次走访纽约唐人街，并利用
中文的语言优势采访了当地华裔民
众。结果显示，不少美国华裔其实对
今年的大选有细微独到的见解。

有采访对象表示，美国日益看重
美中关系，过去把中国称为“朋友”，如
今则唤作“敌手”，这很“危险”。

当钱问这名女士怎么“对美国政
治知道这么多”时，她回答道：“我可是
从（纽约）昆斯区来的。”

还有一名男士表示，今年两党总
统候选人都是“垃圾”，他准备“在选票
上写上艾尔弗雷德·E·纽曼的名字”。

这其实是一则经典政治笑话。艾
尔弗雷德·E·纽曼是美国幽默杂志
《疯狂》虚构的人物，这个鼻翼长满雀
斑、缺颗门牙的男孩每4年就会出现
在该杂志封面上，宣称将要参选总统。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一节目辱华遭喜剧脱口秀“打脸”

英镑闪跌6％
外汇市场一片哗然

东京时间7日晨，亚洲外汇交易市场英镑
对美元汇率瞬时跌至 1 比 1.1841，跌幅达
6％。外汇市场一片哗然。多名外汇分析师认
为，多种因素叠加造成这次闪跌，自动交易系统
的算法可能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

日本《日经产业新闻》援引一家日本银行外
汇交易员的话报道，罪魁祸首是所谓“胖手指”、
即交易员键盘操作失误，导致一笔巨大数额的
买进或卖出交易产生，进而影响汇率。

另有一种推测是，由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
朗德的强硬表态引发。闪跌前不久，奥朗德就
英国“脱欧”表示，欧盟应立场坚定，“英国想不
付出任何代价就离开，这不可能”。

郭倩（新华社专特稿）

10月8日，在英国伦敦，一名货币兑换工
作人员在整理英镑硬币。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