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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海南文昌金椰湖畔住宅小区项目位于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

发区惠民路南侧地段，建设单位为海南文昌滨海花园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项目总用地面积10666.87平方米（折合16亩），属《文

昌市清澜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范围内。现建设单位向我局申请

太阳能补偿建筑面积。经核查，海南文昌金椰湖畔住宅小区项目

规划指标为：总用地面积10666.87平方米（折合16亩），总建筑

面积10242.99平方米（其中补偿前计容建筑面积8747.40平方

米，不计容建筑面积1495.60平方米），容积率0.7996，建筑密度

14.95%，绿地率46.79%，建筑限高11层，住宅总户数78户，总停

车位78辆。根据《海南省太阳能热水系统建筑应用管理办法》，

可补偿建筑面积为218.68平方米；以上内容符合规划要求。为

广泛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该

项目报建方案和太阳能补偿批前公示。

1、公示时间：15天（2020年1月3日至1月17日）；

2、公示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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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管理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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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3日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南文昌金椰湖畔住宅小区项目太阳能

补偿建筑面积批前公示

公 告
尊敬的号码百事通114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20年1月8日

00:00- 06:00对号码百事通平台进行优化升级，届时将短

时影响114业务。

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

线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20年1月3日

澄迈县交通运输局关于澄迈县金江、
老城城区公交线路经营权招标公告

一、招标人：澄迈县交通运输局
二、标的：澄迈县金江、老城城区公交线路经营权（具体内容见招

标文件）。
三、报名时间、地点：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0年 1 月3日

至2020年1月9日，每日上午8：30时至11：30时，下午14:30时至
17:00时（北京时间），请经办人持单位介绍信到海南省道路运输协
会（海口市琼山区龙昆南路95号星河广场601室）报名及领取招标
文件。联系人：陈南平，联系电话：18976323908。本招标公告同时
在澄迈县政府网站(网址：chengmai.hainan.gov.cn)以及海南省道
路运输协会网站（网址：www.hainandx.com)予以公布。请报名企
业登陆网站进行查询、下载。

澄迈县交通运输局
2020年1月2日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0103期）

受委托，定于2020年2月19日10:00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净
价公开拍卖：海口市海甸三西路16号市政花园A、B、C座综合楼二层
201-1号房产；建筑面积：418.3m2；产权证号：HK171935。

参考价：485.32万元，竞买保证金：50万元。
特别说明：竞买人拟购买上述房产，需自行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

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相关过户所有的税费及拖欠的
物管、水电、燃气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展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年2月18日。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2月18日17:00前将竞
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我司账户（以款到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
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

网址：www.hntianyue.com。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李先生。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朗庭苑项目建筑方案规划公示启事

朗庭苑项目位于海口市秀英区永万路西侧、向荣村东侧，属《海
口市药谷工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B17地块。本次申报四栋六单元长
租 公 寓 楼 ，规 划 用 地 面 积 为 22177.69m2；地 上 建 筑 面 积 为
68869.5m2，地下建筑面积为16708.42m2。经审查，送审方案指标符
合规划要求，西侧用地满足≥10米的最小退线要求。为广泛征求相关
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
10个工作日（2020年1月3日至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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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长滨路第二行
政办公区15栋南楼2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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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724370，联系人：王刚。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1月3日

本院立案执行申请执行人吴明智与被执行人海南银泉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未主动
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于2019年12月10日依法查封
被执行人海南银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00006931562340）名下位于海口市海秀公路 (北侧)银泉花园
2单元-2-1905号房(琼（2019）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98464号）。
现本院拟对上述查封房产进行评估拍卖，如对上述房屋权属有异议
者，请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逾期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法官；联系电话：0898-68644005
本院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68号；邮编:570311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二0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2019)琼0105执137号之一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美国政府收紧签证政策

业内人士：赴美学子做“两手准备”

去留两从容

近年来，既有大批中国留学生从美
国学成归国，也有很多国内学子和学者
希望前往美国留学或从事研究工作。
那么，面对美方收紧留学签证等复杂情
况，他们该何去何从？

丁迷拉雯建议，有意赴美留学的中
国学生应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在选择
留学专业之前做好调研，尽可能避免出
现因专业原因拿不到签证的情况；二是
在国内选择好适合自己的发展平台，做
到“去留两从容”。

针对中国赴美留学生增长率放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一次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这充分说明，美方一段时
间以来采取的一些政策明显地影响了
美国的形象和声誉，阻碍了美方与外界
的沟通与往来，也损害了美方自身的利
益。他强调，中美双方应该秉持开放包
容的态度，为两国留学合作创造积极条
件，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不断向前发展。

（据新华社纽约1月1日电 记者
夏林 张一弛）

在美中国留学生人数年度增幅
触底的同时，2018-2019学年美国
国际学生新入学人数连续第三年下
滑。虽然在美国际学生人数连续第
四年超过100万，但增幅放缓，仅为
0.05%，是10年来最低。

美国高校官员日前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
要有4个方面：签证流程变长、拒签

人数增多，美国社会和政治环境恶
化，学费昂贵，以及越来越多国际学
生选择去其他国家留学。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公共
政策主管雷切尔·班克斯对媒体说，
造成美国高校国际学生数量增长放
缓的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美国现任
政府的政策和言论影响所致。

就 美 国 政 府 签 证 政 策 的 变

化，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哈
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美国知名高校的负责人近期通过
各种渠道传达校方声音，一方面
重申对留学生一如既往地欢迎，
另一方面对美国政府收紧留学签
证等做法提出质疑，认为人为地
制造紧张气氛不符合美国高校开
放、透明的办学宗旨。

“两跌”酿阴影

美国智库移民政策研究所近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财年美国有
关机构签发的留学签证总数为78.1
万个，占全部非移民签证的10%，
与3年前相比下降了两成多。相较
于2015财年，2018财年中国学生
获得的留学签证数量下降了54%。

另外，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发
布的《美国门户开放报告》，2018-
2019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总数为
37万人，占美国国际学生总数的
33.7%，中国连续第10年成为美国最
大的留学生来源国。不过，2018-
2019学年中国留学生人数的增长率
跌至1.7%，为10年来最低。

2019年从美国佩斯大学毕业的
杨澜说，根据他的经历和体会，中国
学生办理赴美留学签证的周期变长
了，让准备赴美留学的同学及其家长
都担心，形势对中国留学生不利。

来自重庆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职业教育学院“招生大使”丁迷拉雯
在谈到中国在美留学生增长率放缓
时说，美国大学总体上还是非常欢
迎中国学生的，但是这两年出现了
一些特殊情况。由于美国政府政策
的原因，一些处于硕士或博士阶段
的学生拿不到签证，尤其是高精尖
专业的学生最受影响，这给大家心
里蒙上了一层阴影。

留学生求职学习平台 offer-
bang.io创始人邹鲁秦对此深有同
感。她结合自己的求学生涯和在
纽约金融界的从业经历说，办理
美国签证时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目
前的舆论氛围，让一些人觉得不
如回国发展。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收紧签证政策，中国赴美学生和学者签证受阻的情况屡有发生。美国政府的政策遭到
中美各界人士的批评。与此同时，业内人士建议有意赴美留学的中国学子做好“两手准备”。

政策遭诟病

竞争激烈

日本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游客在赴日外
国游客中所占比例最高，达30%。在2019年前
11个月，888万人次中国人访日，正逼近每年千万
人次的里程碑。

不过，《日经亚洲评论》记者注意到，去年赴日
中国游客同比增幅虽然有14%，却只是2014年
至2015年期间增速的一半。

这家媒体1月1日报道，日本一直是最受中
国大陆游客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但近年来自
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导致
赴日中国游客规模增速持续放缓。

今年适逢东京举办奥运会，日本各界反思接
待中国游客过程中出现的不足，以吸引更多游客。

《日经亚洲评论》罗列不少中国游客赴日游
“槽点”，包括酒店官网预订步骤多、签证程序繁
琐、轨道交通隶属企业众多、街头垃圾桶少、酒店
热水服务不到位等。

各显神通

马来西亚《星报》报道，2020年是马来西亚旅
游年，政府方面希望在本年度吸引近3000万人次
外国游客，实现1000亿林吉特（约合245亿美元）
旅游收入。马来西亚酒店业正加大海外推介力
度，与旅游中介机构加深业务融合。

《新海峡时报》报道，马来西亚政府将为中国
和印度两国游客提供最长15天的免签入境待遇，
鼓励游客访马。

《菲律宾星报》报道，菲旅游促进局正以中国
游客的海外购物目的地为定位，积极开展“购物旅
游”推介活动。

2019年下半年赴新加坡中国游客出现可观
增长。旅游业界人士说，新加坡旅游局与中国科
技企业深化合作，推出更贴近中国游客的旅游体
验与服务，吸引香港市场流失的内地游客。

徐超（新华社专特稿）

中国境外游成“香饽饽”
亚洲国家激烈争客源

进入2020年，亚洲多国预
期中国居民境外游继续火爆，正
以免签、海外推介和改善软、硬件
服务设施等举措吸引中国游客。

⬆ 近日，哥伦比亚大学职业教育
学院招生大使丁迷拉雯在纽约接受专
访。 新华社发

日前，在美国纽约，一名学生从佩斯大学教学楼前走过。 新华社记者 李睿 摄

专题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张苏民 美编：孙发强

海南枫叶国际学校：

国际化精英教育成就学生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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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海南枫叶国际学校12年级
学生符蓉代表海南赛区参加了在武汉举
行的第二届枫叶英语演讲比赛。舞台
上，符蓉流畅的表达、缜密的逻辑、稳健
的台风，赢得台下评委、观众的一致认可
和阵阵掌声。

而在2019年12月19日，符蓉还收
获了一个更大的喜讯——收到来自世界
顶级十强名校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录取
通知书。

优异成绩的取得来自三年的厚积薄
发。符蓉特别感谢母校的培养：“枫叶学
校给学生提供了专业的国际化精英教
育，融汇中西的课程体系、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自由开放的教育理念，为我们未
来的人生打下了坚实基础。”

准毕业生收获26封全球
大学录取通知书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利兹大学、利物
浦大学、杜伦大学……2019年下半年，
海南枫叶国际学校捷报频传。截至目
前，已有26封全球知名学校录取通知书
送到了该校13名学生的手中。

12年级学生吴其优就是13名优秀

学子之一，他不仅获得了来自全球知名酒
店管理学院——瑞士酒店管理学院的
offer，还获得了该校提供的13万元奖学
金。“枫叶学校的老师尊重学生的个性，注
重趣味性和实践性的学习方式使我燃起
对学习的兴趣。申请学校时，还能获得留
学中心提供的专业辅导，让我顺利收到心
仪的学校offer。”

海南枫叶国际学校取得的成绩是枫
叶集团24年来办学成果的缩影。

据统计，枫叶国际学校2019届高中
毕业生共2116人，截至2019年7月22
日共收到国内外大学录取通知书7159
份，获得奖学金总数为772.6万人民币。
其中枫叶全球名校百强榜大学录取已超
过73.3%，113名毕业生被英国帝国理
工、伦敦大学学院等全球十强大学录取。

“枫叶使能力普通的学生取得了成

功，使优秀学生进入了世界一流名校，取
得了更大的成功。”海南枫叶国际学校高
中加方课程校长达莎·斯图奇诺夫女士说
道，枫叶教育集团已培养万余名毕业生从
枫叶走向世界，被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
的707所高校录取。

融汇中西、因材施教
丰硕办学成果的背后，是枫叶国际

学校24年来形成的优质课程体系和独
特办学理念。

“枫叶国际学校的办学体制，从一开
始就避开了走高考独木桥的束缚，以水平
认证取代应试教育，以直接申报国外大学
的方式取代一张考卷定终身的弊端，为学
生打造了一个更宽阔的发展空间。”海南枫
叶国际学校国际高中中方课程校长曾艳介
绍。

据介绍，枫叶是加拿大BC省认可的
第一所海外课程学校，也是最系统地引进
加拿大BC省高中课程并与中国传统文化
课程相结合的第一所国际学校。枫叶尊重
学生的成长规律，满足不同学习需求；类别
丰富的选修课程，供学生自主选修；教师指
导学生按能力分层选课，学生一人一课表，
走班制上课。能力强的学生可以提前完成
毕业学分。

推出全新枫叶世界学校课程
在创新中持续发展是枫叶一直坚守

的理念。面对新的发展形势，枫叶国际
学校对原有课程进行优化升级，推出了
全新的枫叶世界学校课程。

据介绍，枫叶世界学校课程体系以
枫叶高中课程为必修，包括英文课程标
准、中文课程质量标准、英语分级课程

标准、国际汉语分级课程标准。新增了
AP选修课程、领导力及创造性思维课
程、世界研究及学术英语课程，优化了
关键内容教学，提升了ESL英语非母语
课程学生的学习方案。目前，集团已完
成枫叶世界学校课程体系搭建，将于
2020年 9月在高一年级开始实施新的
课程体系。

“Cognia 已同意为枫叶世界学校
的课程、成绩单和高中文凭背书。新课
程已收到来自7个国家28所高校的支
持函。”枫叶教育研究院院长任鸿鸽相
信，全新的枫叶世界学校课程将为学校
带来更广阔的生源和优质师资来源，更
符合枫叶学生特点和培养目标，也能让
培养出的学生更符合世界顶尖大学的
入学要求。

（策划/媛媛 撰稿/思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