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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海南大学公共管理
硕士(MPA)招生简章

海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并先后入选“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和“部省合建”高校，纳入教育部直属高校序列。

根据招生计划，2020年我校拟招收非全日制公共管理硕士（MPA）

专业学位研究生1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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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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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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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儋州市海花岛1#、2#、3#桥梁施工便道工程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儋州市海花岛1#、2#、3#桥梁施工便道工

程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宗海基本情况：

项目
名称

儋州市海花岛1#
桥梁施工便道工
程海域使用权

儋州市海花岛2#
桥梁施工便道工
程海域使用权

儋州市海花岛3#
桥梁施工便道工
程海域使用权

用海
位置

位于海花岛
1#涵管桥东

侧海域

位于海花岛
2#岛2#涵管
桥两侧海域

位于海花岛
3#涵管桥左
右两侧海域

用海面积
(公顷)

7.9291公顷（其中非透水构筑
物用海3.4086公顷；其他围海

用海4.5205公顷）

7.0343公顷（其中施工便道
1.7405公顷；交通便道2.1207
公顷；围海用海3.1731公顷）

10.2876公顷（其中施工便道
2.5216公顷；交通便道2.8328
公顷；围海用海4.9332公顷）

用海
类型

旅游基
础设施
用海

旅游基

础设施

用海

旅游基
础设施
用海

用海
方式

非透水构筑物用
海和其他围海用

海

施工便道和交通
便道为非透水构
筑物用海，围海
为其他围海用海
非透水构筑物用
海和其他围海用

海

挂牌起始
价 (万元）

544

619

854

保证金
（万元）

164

186

257

挂牌现场会
开始时间

2020年11
月6日10:

30

2020年11
月 6日10:

30

2020年11
月 6日10:

30
二、交易方式：根据受让方征集情况，确定交易方式，若只征集到一名

意向受让方，采取挂牌方式交易；若征集到两名及以上意向受让方，采取
拍卖竞价方式交易。三、公告期：公告时间2020年10月9日至2020年
11月5日。报名时间：2020年10月9日08:30至2020年11月5日17:
00（办公时间）。四、挂牌报价时间：2020年10月9日08:30至2020年

11月6日10:30。五、挂牌出让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海
南省儋州市那大镇怡心花园D15号）。六、联系方式：海口市美兰区国兴
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电话：68555961 18508955059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9日

用海期限(年)

非透水构筑物用海
年限为 4 年；其他
围海用海年限为1
年

施工便道和交通便
道 用 海 年 限 为 4
年；围海用海年限
为2年

施工便道和交通便
道用海年限为 4
年；围海用海年限
为2年

新华社日内瓦10月8日电（记
者凌馨）世界贸易组织(WTO)总理事
会主席戴维·沃克8日宣布，成员经
过两轮磋商后决定，新任总干事将在
两位女性候选人中产生。这意味着
世贸组织将迎来成立25年来首位女
性总干事。

沃克说，第二轮磋商后，尼日利亚
候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和韩
国候选人俞明希继续参选总干事。总
干事遴选的第三轮也是最后一轮磋商
将于10月19日至27日进行。

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是尼日
利亚前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曾在世界
银行工作25年，并曾担任常务副行
长。目前，她担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董
事会主席。

俞明希是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
商交涉本部长，在贸易领域工作长达
25年，多次代表韩方参与重大国际谈
判，是韩方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中韩自贸协定、新版韩美自贸协
定等谈判中的重要谈判代表。

世贸组织第六任总干事阿泽维多8
月31日离任，提前一年结束任期。新
任总干事的遴选程序6月8日启动，共
有8位候选人获得正式提名。

按计划，总理事会主席沃克与争
端解决机构主席达西奥·卡斯蒂略和
贸易政策审议机构主席哈拉尔·阿斯
佩隆德组成的三人小组，自9月7日
起，与世贸组织所有成员代表分别会
面并展开三轮磋商，逐步缩小候选人
范围，并最终通过协商一致原则确定
总干事人选。

WTO将迎来首位女性总干事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8日
电（记者和苗）瑞典文学院8日宣布，
将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女
诗人路易丝·格吕克。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马茨·马尔姆
当天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揭晓获奖者时说，格吕克用她“带有朴素
美的、清晰的诗意声音，令个人的存在普
世化”。马尔姆表示，他已与格吕克取得
电话联系，她得知获奖感到非常惊喜。因
新冠疫情，今年诺贝尔奖改为远程颁奖，
希望明年能邀请格吕克来斯德哥尔摩。

格吕克1943年出生于美国纽约，
1968年出版处女诗集《头生子》，著有
多本诗集和诗歌随笔集，获得过美国
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等多个奖项，被
认为是美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美国女诗人格吕克获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

印度一名男子因腹痛就医，医生检
查时发现他胃内有异物，经手术从他胃
内取出30根铁钉和缝纫机针、螺丝刀
等物品，总重超过300克。

男子名为卡兰，现年18岁，与家人
住在北方邦温瑙地区巴特瓦村。印度
—亚洲新闻社6日报道，他4日因剧烈
腹痛被家人送往勒克瑙—坎普尔公路
附近一家医院。医生经超声扫描检查
发现他胃内异物，次日做手术。手术持
续3个小时，医生从卡兰胃内取出大量
异物，包括30根近8厘米长的铁钉、4

根缝纫机针、一把螺丝刀、一根10厘米
长铁条和其他铁器。

依照卡兰父亲卡姆莱什的说法，卡
兰精神失常，但家人不清楚他何时以及
如何吞下如此多异物。据信卡兰吞下
这些异物已有两个月。

一名医生说，手术成功，不过眼下
卡兰仍需留院观察。“患者（卡兰）看上
去有精神疾病，当时病情严重。我们问
他铁器如何进入他胃里，他不回答。他
有可能患脓毒症，因此今后7天相当关
键”。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男子腹痛就医 胃里现30根钉子

这张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10月7日提供的照片显示，研究人员
从海底收集并分析样本，以估算微塑料的污染量。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6日发布公报说，该机构已完成世界第一
个评估全球海底微塑料污染总量的研究，结果表明，全球深海中约有1400万吨该
类污染物，预计是海洋表面塑料污染总量的两倍以上。 新华社发

澳科研机构：深海微塑料污染更严重

人们对自动售货机并不陌生。疫
情之下，为降低感染风险，日本知名综
合饮料制造商和自动贩卖机厂商达亦
多公司着手研制用脚就能操作的自动
售货机。

日本“天空新闻24小时”网站7日发
布的原型机照片显示，这款自动售货机
外形最大特点在于，机器最下面有三排
脚踏式按键，取代通常出现在每排饮料
下方的按键，避免人们用手接触按键。

消费者购买饮料时，采用非现金支
付方式付款后，只需用脚踩下脚踏板上

饮料对应的号码键，饮料瓶就会滚到机
器下方取物口。如果不想接触取物口
塑料挡板，还可以踩下脚踏式按键右侧
一个单独脚踏板，这样取物口塑料挡板
会打开，饮料瓶自动滚出。

网友们对这款新机器反响不一。
有人认为存在误操作可能，有人建议用
语音控制代替脚踏按键，还有人提议经
由智能手机操作。达亦多公司说，这款
脚踏版自动售货机眼下处于概念阶段，
如果确定在日本全境推出，公司还会改
善其性能。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应对疫情 日本研制脚踏版自动售货机
➡ 这张拍摄于2020年7月15

日至7月17日的拼版照片显示的是，
韩国候选人俞明希（左）和尼日利亚候
选人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在瑞
士日内瓦出席会议。

新华社/美联

德法欲就纳瓦利内事件“挥棒”

俄罗斯斥“不可接受”

据新华社联合国10月8日电（记
者王建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
生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口司8
日就死产问题发布首份联合报告说，
全球每年大约有200万胎儿死产，相
当于每16秒发生一起，而新冠疫情或
将导致全球死产情况进一步恶化。

这份名为《被忽视的悲剧：全球死
胎的负担》的报告说，死产是指胎儿在
怀孕 28 周或更长时间后无生命迹
象。统计显示，大多数死产是由于怀

孕和分娩期间的护理质量差所致，缺
乏对产前和产中服务以及护理和助产
士队伍的培训和投资是主要挑战。

报告指出，84%死产事件发生在低
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超过40%死产
发生在分娩期间，可以通过专业和及时
的产科护理加以避免。

报告同时警告，新冠疫情可能使全
球死产情况恶化。在未来12个月内，可
能导致117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新
增近20万起死产，相当于增长11.1%。

联合国机构报告：

全球每16秒就有一个胎儿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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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法国外交部长7日说，鉴于俄罗斯迄今未就俄反对派人士阿列克谢·纳
瓦利内事件给出“可信”说法，德法将联手推动欧洲联盟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外交
部发言人回应，德法两国的指责“令人无法接受”，是“威胁和恐吓”俄方。

“挥棒”

德国外长海科·马斯和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
7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称，俄罗斯迄今未就纳瓦利内事
件给出“可信解释”，“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没有比俄方
参与并应当为纳瓦利内先生‘中毒’承担责任更合理的说
法了”。

声明写道，德法两国将与欧盟伙伴分享制裁俄罗斯
的提案，主要“针对那些应对这一事件承担责任和违反国
际准则的多名个人……以及一个涉及（神经毒剂）‘诺维
乔克’项目的实体”。

纳瓦利内现年44岁，8月20日在俄境内乘飞机时
感到身体不适，随后在俄西伯利亚地区鄂木斯克市一
家医院接受治疗。反对派声称纳瓦利内遭人“下毒”，
但鄂木斯克市医生说在纳瓦利内体内没有发现有毒
物质。

纳瓦利内随后被送往德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德国
政府9月2日称，纳瓦利内中了神经毒剂“诺维乔克”。
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多个西方国家政府谴责俄方，
俄罗斯政府则多次否认关联这起事件，同时呼吁停止把
事件政治化。

纳瓦利内9月22日出院，目前在德国，称今后将返
回俄罗斯。

德国目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一些西方国家外交官
先前告诉路透社记者，德法两国打算在欧盟27国外长本
月12日开会时提议制裁俄罗斯情报总局多名特工。

德法 俄方 斥责

俄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7日回应，德法两
国外长的说法“在内容和语气上都令人无法接受”，显示
两国缺乏考虑事实的意愿。

“德法两国政府不与俄方适当合作以弄清（纳瓦利
内）究竟经历了什么，现在反而威胁并试图恐吓我们，”扎
哈罗娃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认为，（俄方）与柏林和巴
黎（的关系）不可能一切如常。”

按扎哈罗娃的说法，尽管德法先前表示希望就纳瓦
利内事件与俄方合作，两国似乎正在欧盟内部牵头一个

“反俄联盟”。
俄外交部3日说，德国政府拒绝俄方领事探视纳瓦

利内且德方“没有回答俄方经由政治对话及外交途径提
出的问题”。

围绕纳瓦利内事件，德国一些政界人士呼吁德国政
府叫停“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不过，德国外长马斯
7日早些时候在议会接受质询时间接否认这一选项。

被问及“北溪-2”项目是否会受到影响，马斯说：“经
过我们的讨论，最有可能的是欧盟就（受制裁的俄方）人
员名单达成一致。”

“北溪-2”项目规划铺设从俄罗斯经波罗的海海底
到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天然气管道。这一项目建成
后，俄罗斯天然气将不经乌克兰输送到德国，继而送往其
他欧洲国家。

闫洁（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说
第二场辩论将线上举行

特朗普说不参加
新华社华盛顿10月8日电（记

者邓仙来 孙丁）负责主办总统候选人
电视辩论的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8日
说，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将以线上
形式举行。谋求连任的美国总统特朗
普随即表示，将不参加辩论。

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当天发表
声明说，第二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将于
15日举行。为保证各参与方的健康
与安全，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拜登将在不同地点以远程方式辩论，
而主持人和观众将被安排在佛罗里
达州迈阿密-戴德县的一个大剧院
中。辩论过程中，双方候选人将回答
观众提问。

声明发表后不久，特朗普在福克
斯新闻台早间节目中表示，他不能接
受且不会参加以线上形式进行的辩
论，相关安排旨在“保护拜登”。特朗
普说，他认为自己已不具传染性，目
前感觉很好，可以马上投身到竞选活
动中。

针对相关安排，拜登竞选团队副
经理凯特·贝丁菲尔德回应称，拜登期
待与美国人民直接交流。

特朗普10月2日凌晨在其社交
媒体推特账户发文说，他和夫人梅
拉尼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均呈阳
性。特朗普当天被送往沃尔特·里
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治疗，目
前已返回白宫继续接受全天候医疗
护理。

2020年美国大选将于11月3日
举行。特朗普和拜登已于9月29日
完成首场辩论。

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8日电（记
者李骥志）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8日在
推特上表示，因身边一名工作人员当天
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他决定开始
自我隔离。

萨索利表示，他身体状况很好，
没有任何症状，但仍将遵守防疫规
定，在规定的时间内自我隔离，进行
必要检查。

萨索利本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出席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根据
比利时卫生防疫规定，与感染者有过
密切接触的人，须从接触当天开始自
我隔离7天。

从9月下旬开始，多名欧盟领导人
因与感染者有过接触而采取预防性措
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
事会主席米歇尔、欧委会执行副主席东
布罗夫斯基斯和蒂默曼斯都进行过自
我隔离。

欧洲议会议长萨索利宣布自我隔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