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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211工程”大学，是我国第
三批公共管理硕士（MPA）研究生培养院校。根据招生计
划，2019年我校拟招收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
生140名，其中非全日制120名，全日制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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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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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2月 22-24日(以
网上报名规定为准)。

初试科目及复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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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

招 生 简 章

海南九龙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你单位位于我县三才镇669.84亩土地（土地证号为：陵国用

（三）第14109号），存在不按约定时间开工建设满两年情况，经调

查，属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根据国家和我省有关闲置土地认定的

规定，现认定上述宗地为闲置土地，将按照闲置土地处置的有关规

定进行处置。

特此告知。

联系人：林宏圣 联系电话：15103607658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0月15日

闲置土地认定书
陵国土资〔2018〕555号

海南九龙湾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你单位位于我县三才镇669.84亩土地（土地证号为：陵国用

（三）第14109号）属于闲置土地，本机关将采取以下处置措施：（无

偿收回）。

如有异议，你方接到本告知书5个工作日内可向本机关申请听

证，本机关将依照《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依法组织听证。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放弃听证。

联系人：林宏圣 联系电话：15103607658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0月15日

听证权利告知书
陵国土资〔2018〕554号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第18011期）

受委托，定于2018年11月22日下午15时在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公开拍卖：儋州市白马井镇马口井村委会
9081.70m2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地上867.50m2建筑物,参考
价：1753.1689万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11月21日止；
报名时间：2018年10月22日至11月21日下午17时止

（以保证金到账为准），缴纳保证金账户名称：儋州市国有资产
监 督 管 理 委 员 会 ，开 户 行 ：工 行 城 北 支 行 ，账 号 ：
2201031229826400558；

特别说明：本标的物按现状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及土
地出让金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

报名地点：儋州市那大镇伏波东路20号；
咨询电话：0898-23881390 13322095777
监督电话：0898-23335866

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9日

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的公示
琼海官塘首府项目由琼海辉达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开发建设，位于

嘉积镇官塘出口处，用地面积为53298.0m2。海规划审批〔2018〕15
号文批复同意该项目修规方案，批准项目总建筑面积为61071.6m2，
容积率1.12。现该公司申请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积，根据《海
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227号），公示
如下：1.琼海官塘首府项目设置太阳能系统屋面总建筑面积
7497.53m2，太阳能热水系统集热器总面积为852m2，太阳能热水系统
应用建筑面积总和43211.32m2的2.5%为1080.283m2。 根据《海南
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太阳能热水系统补偿建筑面
积为852m2。2.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10月19日至11月1日）。
3.公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和用地现场。
4.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
（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组；地址：琼海市嘉积
镇金海北路琼海市规划委员会，邮编：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
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
效，便于我委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
话：0898-36869758，联系人：朱仲宜

琼海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0月18日

文昌市铺前镇新兴街综合改造项目（一期）位于铺前镇镇区，
建设单位为铺前镇人民政府。2017年 9月该项目方案已经专家
评审会审议通过并完成批前公示，2018年3月10日文昌市委召开
文昌铺前特色产业小镇方案汇报会。根据会议要求，建设单位对
项目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调整后改造总长度为1.6 公里，涉及
158 栋建筑，外立面总面积 28979.99 平方米，总投资估算为
5686.01万元。鉴于项目方案和投资规模发生较大方案变化，建设
单位申请对新兴街沿街建筑立面等内容重新进行设计，该方案已
经专家评审通过，现已修改完善。为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
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18年10月19日至11月2日）；
2、公示方式：海南日报、文昌市政府网站、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up0898@

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清澜经济开发区市政府大院
西副楼一楼文昌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管理室，邮政编码571339；（3）
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018，联系人:郭伟恒。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文昌市铺前镇新兴街综合改
造项目（一期）方案》批前公示

文昌市规划委员会 2018年10月19日

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增资扩股49%股权公告
项目编号：QY201810HN0084号

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平台采用增
资扩股的方式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募集的资金人民币70,291.68
万元对应持股49%股权，通过在综合评审的基础上择优评定的方式
公开征选符合条件的投资者。一、增资方基本情况：海南省农垦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1.67亿元，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海垦
建工集团资产总额为9.18亿元，负债总额为7.82亿元。农垦建工集
团主要经营建筑业、房地产开发、市政道路工程、园林设计、装饰装修

工程、物业服务等，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资质、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资质。
2012年进入海南百强企业排行榜，并于2013年至2017年6度入围
海南百强企业榜。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70,291.68万
元。三、公告期限为2018年10月19日至2018年12月13日。项目
详情请登录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hi.gov.cn）、海南
产权交易网（http://www.hncq.cn）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
大道61号华夏银行大厦18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19 李
女士、66558034黄小姐、66558023徐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1楼受理大厅4号窗口，电话：65237542 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18年10月19日

新华社华盛顿 10 月 17 日电
（记者杨承霖 高攀）美国财政部17
日公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认为
中国没有操纵汇率以获取不公平
贸易优势。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任后，美国财政部第四次作出这
一认定。

当天，美国财政部发布针对主要
贸易伙伴的《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
告》，认为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均未
操纵汇率，但将中国、日本、德国、韩
国、瑞士、印度6个国家列入汇率政
策监测名单。

美国财政部表示，美方高度重
视中国对于不进行竞争性贬值的
承诺，将继续密切观察人民币汇率

走势并与中国人民银行 保持沟
通。美方认为，中国推行更加市场
化的经济改革将有助于增强投资
者对人民币的信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上周
提交给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会议
的书面声明中表示，中国将继续让市
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决
定性作用。中国不会进行竞争性贬
值，也不会利用汇率作为解决贸易
摩擦的工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亚太部
副主任马库斯·罗德劳尔上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根据 IMF的分析框
架，当前人民币汇率与中国经济基本
面大体一致。

美国财政部于2016年4月首次
设立汇率政策监测名单，认定标准有
三条：该经济体与美国贸易顺差超过
200亿美元；该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
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至少为3％；该
经济体持续单边干预汇率市场。

如果一个经济体满足全部三条
标准，美国将会与该经济体进行商
谈，并可能出台报复性措施；而如果
只满足其中两条，该经济体将会被纳
入汇率政策监测名单进行密切观察。

不过，在特朗普上任后，如果美国
与一个经济体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体
贸易逆差的比例较大，即便该经济体
仅满足上述标准的一条也会被列入监
测名单。

美财政部再次认定中国未操纵汇率

美国务卿希望沙特同意土方就记者卡舒吉“失踪”事件进行搜查

记者“失踪”案加深土沙矛盾

土耳其外长恰武
什奥卢17日在与到访
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会谈后对媒体表示，希
望沙特阿拉伯方面同
意土方人员进入沙特
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
官邸，就沙特记者卡舒
吉“失踪”事件进行搜
查。土内政部长索伊
卢当天也做出同样表
态。同日傍晚，沙特同
意开放驻伊斯坦布尔
总领事官邸接受检查。

分析人士认为，卡
舒吉“失踪”事件加剧
了土沙已有的矛盾，土
耳其利用此事对沙特
施压，两国关系恶化。
不过，双方都试图留下
转圜空间，避免紧张关
系发展为全面对抗。

卡舒吉本月 2日进入沙特驻
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后“失踪”，土耳
其警方认为卡舒吉可能在领事馆
遇害，沙特政府则坚称卡舒吉已离
开领事馆。此事引发国际社会高
度关注。

针对这一事件，土耳其运用多
种方式对沙特施压。土外交部两次
召见沙特驻土大使，要求沙特配合
土警方调查，允许调查人员进入领
事馆。土总统埃尔多安9日表示：

“这不是一起普通案件，我们不可能

对此保持沉默。”他还要求沙特拿出
卡舒吉离开领事馆的证据。

11日，土耳其宣布应沙特要求
将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卡舒吉案展
开调查。但此后的事态发展显示，
双方合作并不顺畅。对此，土耳其
高官和政要放出狠话，逼迫沙特配
合调查。恰武什奥卢16日敦促沙
特与土方合作，称如有必要，土检方
将会讯问任何沙特领事馆官员。恰
武什奥卢和索伊卢17日的表态也
被认为是逼迫沙特同意开放驻伊斯

坦布尔总领事官邸接受检查的一种
施压方式。

此外，土耳其分析人士指出，土
政府还发动了对沙特的舆论战，令
沙特成为众矢之的。土方暗中将一
些照片和视频资料透露给媒体，放
任媒体炒作所谓土方已掌握卡舒吉
遇害录音资料、沙特派出暗杀小组
等话题。土警方还向媒体公布了8
名沙特嫌疑人的名单。这一系列举
措形成“土方铁证在手、沙特难辞其
咎”的一边倒的舆论氛围。

土耳其和沙特作为重要地区
大国，都把对方视为各自发挥地区
政治影响力的主要对手之一。沙特
与伊朗处于敌对关系，而土耳其与
伊朗保持密切往来。在沙特等国与
卡塔尔的断交风波中，土耳其不仅
力挺卡塔尔，还向其派驻军队。

此次卡舒吉“失踪”事件中，
沙特面对土耳其和西方国家的围
堵施压处境被动，但表态却十分
强硬。沙特内政大臣阿卜杜勒－
阿齐兹 13 日说，一些媒体有关

“沙特政府下令杀害卡舒吉”的说
法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谎言。沙特
国家通讯社14日援引沙特官方消
息人士的话说，沙特政府重申不

惧一切威胁和破坏企图，不管这
种威胁是经济制裁、政治压力还
是持续散布不实指控。

分析人士认为，卡舒吉案持
续发酵将加剧土沙已有矛盾。土
耳其智库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基
金会总协调人布尔汉丁·杜兰认
为，此案可能对土沙关系造成严
重冲击。

土耳其智库经济和外交政策
研究中心主席锡南·于尔根说，建
立联合调查组有助于缓解双方紧
张关系，然而一旦确认卡舒吉系
被杀害，将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系
列外交影响，包括驱逐外交官等，
有可能导致两国外交危机。

不过也有土耳其观察人士指
出，土沙领导人现阶段保持着沟通，
努力避免两国“撕破脸”，走向严重
冲突对抗。

14日晚，埃尔多安与沙特国王
萨勒曼就卡舒吉案通电话。埃尔多
安强调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的
重要性，萨勒曼则称“沙土关系牢不
可破”。

分析人士认为，双方上述表态
是两国领导人为避免卡舒吉案破坏
两国关系大局而进行的政治层面的
确认。两国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调
查，合作虽磕磕碰碰，但毕竟在缓慢
推进之中。

土耳其《每日新闻》专栏作家
巴尔琴·伊南奇认为，土方选择将
部分案件信息释放给媒体，恰恰
说明土政府保持着克制，避免两
国发生正面碰撞。土耳其采取的
是“为沙特留有出口的策略”，“避
免将其逼入墙角”。她认为，在敲

打沙特和规避紧张关系发展为地
区危机之间，土耳其试图保持微
妙的平衡。

此间分析人士还指出，土沙
关系中的经贸投资因素也不容
忽视。沙特是土耳其房地产的
重要国际买家。土统计局数据
显示，8 月份，在外国投资者购
买土耳其房地产数量的排名中，
沙特位居第三，仅次于伊拉克和
伊朗。

此外，美国的斡旋也是一个
重要因素。蓬佩奥 16日至 17日
先后访问沙土两国，主要就是斡
旋卡舒吉案。分析人士认为，尽
管美方能否说服土方接受沙方
的说法还有待观察，但美国与土
沙都是重要盟友，其介入有助于
避免土沙关系因卡舒吉案陷入
僵局。

（新华社安卡拉10月18日电
记者施春 秦彦洋）

加剧已有矛盾

谨慎避免对抗

美国宣布启动
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程序

新华社华盛顿10月 17日电 美国白宫 17
日宣布，美国启动退出万国邮政联盟程序；如
未来一年未能与万国邮政联盟达成新协议，美
国将会退出。

“终端费”指各国邮政运营商在本国国内运
送来自他国邮件时从他国获取的收入。按照白
宫官员的说法，万国邮政联盟当前“终端费”政
策对美国不公平，多国在国际邮件计费问题上

“占美国的便宜”。

2019年“科学突破奖”揭晓
新华社旧金山10月17日电 2019年“科学

突破奖”获奖名单17日在旧金山揭晓，共有9名
科学家上榜，其中华人科学家庄小威和陈志坚摘
得生命科学领域的两个奖项。此外，中国“80
后”数学家许晨阳获得专门面向年轻学者的“新
视野数学奖”。

一年一度的美国“科学突破奖”是目前全球奖
金额最高的科学奖。

土方频繁施压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抗议者举着“失踪”记者贾迈勒·卡舒吉的照片在
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门口示威。 新华社/法新

10月17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左）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盟峰会
开始前互相致意。

欧盟峰会于 17 日至 18 日在布鲁塞尔召
开，英国脱欧、欧盟改革和移民问题将是峰会讨
论重点。 新华社/路透

欧盟峰会在布鲁塞尔召开

10月17日，在克里米亚地区刻赤市，救援人
员转移伤者。

克里米亚半岛东端的刻赤工学院17日发生
爆炸和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47人
受伤。 新华社/美联

克里米亚刻赤工学院
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

至少19人死亡、47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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