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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6681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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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金融印刷厂有限公司清算组拟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对外转
让海南金融印刷厂资产包（具体资产信息见附件），特此公告。该
资产包包括房产、债权、车辆、设备等资产。

债权资产所涉地方人民政府、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
的机构、部门、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或其他经
济组织、个人认为其按照海南金融印刷厂有限公司清算组确定的
处置方案、交易条件及处置程序、方式在同等条件下对资产包中的
不良债权或其他资产享有优先购买权的，相关优先购买权人自本
公告发布后明确表示不予购买、或自发布之日起30日内未就行使
优先购买权向海南金融印刷厂有限公司清算组提出书面请求、或
未按拍卖公告的规定时间和条件参加竞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
权。

资产所在地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交易对象为：在中国境内注册
并合法存续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依法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财务状况良好；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不得购买
该等资产。同时，交易对象如拟购买本资产包所涉房产及车辆，需
符合海南省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购买资格的要求。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任何对本公告拟处置资产项目有疑
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
之日起30日。有受让意向者请与海南金融印刷厂有限公司清算组
联系商洽。联系地址：海口市大同路16号；邮政编码：570000；联系
人：刘先生；联系电话：010-68535853、1860138672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海南金融印刷厂有限公
司清算组举报（举报电话：010-68535198）。本公告自发布之日
起至所列资产处置完毕之日止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金融印刷厂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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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名称

房产

琼山市国土局欠款

海南发展银行债权

中兴2700客货车
东风帅客CDV面包车
海马SUV汽车

70g金东双胶
100g牛皮纸
雅丽泰纸
无碳大度纸（上白）
无碳大度纸（中白）
无碳大度纸（下白）
130g美卡大度纸
大红油墨
深蓝油墨
孔蓝油墨
蓝油墨
绿油墨
中黄油墨
红色油墨
金红油墨
黑色油墨
防伪油墨
橡皮布4开机
橡皮布8开机
橡皮布小6开机
修版膏
PS版4开
PS版8开
PS版小6开
润湿粉
还原剂
浮石粉
LED灯泡
水绒布35-95米
水绒布76#
胶带（小）
红色胶带
金色电话铝
胶手套
布手套
镇流器
透射灯
变压器
电缆

数量及单位

建筑面积414.00平米

400,000.00元

701,100.89元

1辆
1辆
1辆

7令
1令
15卷
35令
16令
45令
1令
2罐
2罐
8罐
27罐
9罐
1罐
2罐
8罐
15罐
2罐
11块
5块
6块
2罐
200块
100块
100块
4包
14瓶
2包
4个
25米
10米
24个
20个
10卷
4双
9双
2个
5个
1个
6米

备注

海口市美兰区海
甸岛和平大道73
号毕弗利别墅第
15栋。

现为海口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琼
山分局

2003年06月购置
2013年12月购置
2014年12月购置

资产处置公告

海南金融印刷厂资产包资产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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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渍液
A4复印纸80g
肥皂
T5灯管
结束带
塑料白袋大60*59
塑料白袋小50*46
PS版大6开
YK5200NP六开冠华胶印机
CT-1500KG液压搬运叉车
CB-1500KG液压搬运叉车
搬运叉车
QZX920A切纸机
DG904SE直立照相制版机
冲PS扳机
日本樱井FB140690柯式印刷机
KASF0LD折书装订机
DE-362自动型折纸机
W-FF-3840真空晒版机
柯达打孔机
DT125订书机
缝纫车
R1L营口八开胶印机
6开胶印机
烫金机
压纹机
书角切圆机
空调机
空调机
空调机
空调机
空调机
浮田牌电脑追印机
配页分条丁合机
浮田牌MPR-151空白纸加工机
WK-1100卧式梱书机
标准高速车缝纫机
磁条机
收缩包装机
营口YK-5200NP六开胶印机
SQZX-920NZ切纸机
纠正器
自动捆绑机
自动捆扎机
环球胶带封口机
电脑
电脑
空调
空调
立式空调
MP2001L理光复印件
报税打印发票电脑
电脑
空调

7瓶
5包
11块
9套
175公斤
16,600个
12,400个
300块
1台
1台
1台
1台
1个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个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个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台
1套
3台
1台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业务需要，通过竞争性谈判的方式选聘常年法律
顾问单位，具体情况及要求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含下属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及该司下属分子公司，但不含上市业务、下属海南省际运输
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二、服务期限、项目控制价及支付方式
服务期限为1年。
服务费用不高于10万元且不低于常年法律顾问服务费用行

业标准。每服务年度开始之日起7日内支付该年度服务费用的
50%；每半服务年度期满之日起7日内支付该年度费用的50%。

三、主要服务内容
主要对下列事项提供法律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
（1）制定、修改公司章程、审核公司重要规章制度；（2）所属企

业分立、合并（兼并重组）、破产、解散、减少注册资本；（3）新设公
司；（4）所属企业改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等）；（5）重大投
资、融资合同、大额资金借贷合同、大额担保合同等大额经济合同
的审核；（6）重大产权转让，重大资产置换、质押、拍卖；（7）重大项
目招投标；（8）发行公司债券；（9）报送上级审核、批准或备案，需要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事项；（10）其他需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三重一
大”事项或公司要求出具法律意见的重大事项；（11）除上述事项外
还需解答公司法律咨询，协助公司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培训，就已
经面临或者可能发生的纠纷向对方出具律师函。

四、报名条件
参与报名的律师事务所应指派2名执业律师提供法律服务。
（一）参与的律师事务所应具备的条件：
1、依法设立、正在存续，有固定的营业场所；2、本所执业律

师不低于50人；3、5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律
师协会的行业处罚。

（二）指派的律师均应具备的条件：
1.拥护党的领导，遵守宪法、法律，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业

务素质和道德品行；2.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历，有为大中型海南
省属国有企业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3年以上的经验；3.熟悉省
属国有企业管理、风险防控、资产处置、工程建设、项目收并购等
业务操作；4.曾参与省属国有企业规章制度建设、法律文件审核，
有为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出具法律文书等事项的
经验；5.有代理省属国有企业起诉或应诉涉案标的额较大（500
万元以上）或法律关系复杂的案件胜诉的案件（提供5年内的所
有胜诉案件的判决书）；6.5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

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罚。
五、公告期、报名材料提交及谈判时间、地点
（1）公告期为自首次公告之日起第7日（10月27日）的16

时，公告期限内提交报名材料，逾期不再接受报名。
（2）报名需提交的材料：
1.律师事务所基本情况介绍；2.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

本复印件加盖公章）；3.指派律师的身份证、律师执业证复印件、
个人简历；4.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5.本公告
第四条规定条件的说明或证明材料。

经审查报名条件符合的，电话通知报名单位参加谈判，不符
合报名条件的，不予通知。

（3）报名材料提交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24号
海汽大厦十楼公司治理与法务部。

（4）谈判时间：公告期满的次日（10月28日）上午9时。
（5）谈判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24号海汽大厦5

楼会议室。
注：1.以上材料均须加盖参与单位公章（可骑缝）；报名材料

需密封完整、注明参与单位名称；2.参与单位应将报名文件按顺
序编排，逐页标注连续页码装订成册；3.报名时领取竞争性谈判
文件；4.书面报价函于谈判当日密封盖律所章提交；书面报价函
为第一轮竞价，书面报价函不得与报名材料一并提交，否则无
效；第二轮报价为现场口头报价。

联系人：程功
联系电话：186 8964 2989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1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本单位 （参与单位

名称），住所地 ，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为 （姓名、职务）。

兹授权委托 （被授权人的
姓名、电话，附身份证复印件）为本单位代理人，参加贵司选聘常
年法律顾问的谈判活动。代理人在本次谈判活动中的陈述意
见、现场报价和签署的相关文件等为本单位真实意思表示，本单
位均予承认。

授权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年 月 日

海南海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选聘常年法律顾问单位项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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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如何填？
出行扫“码”、网络购物、医院挂

号、在线订票……当前，数字技术的
普遍应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的便
利，但还有许多老人不会使用智能
手机，出门坐车、到医院看病时，面
对各种“码”常常手足无措。

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看
起来是技术问题，实质上还是管理
问题。“码”上生活有其必要的一
面，但公众也应有选择权，尤其是
那些“被数字化遗忘的少数人”，管
理者更应该设身处地为他们设计

备选方案，为他们提供便利。
“十一”期间，不少地方的车站、

机场开辟了无健康码通道，为使用
老人机、不会操作等无法出示健康
码的旅客提供方便，体现了管理的
温度，获得网友大量点赞。可见，只
要把特殊人群的需求看在眼里、记
在心上，等一等、拉一拉那些“被数
字化遗忘的少数人”，就能帮助他们
跨越“数字鸿沟”，共享社会文明进
步带来的便利。

（图/沈海涛 文/魏燕）

勇做无惧风雨的担当者
■ 李豪杰

■ 张淳艺

观察

别让算法
“算计”了孩子

■ 陈广江

违法程序下架须防改头换面

来论

锐评

微评

近来，连续性强降雨给我省部分
市县的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带来
威胁。在自然灾害面前，党员干部迎
难而上、冲锋在前。有的到内涝点查
看，有的拉警戒线，有的逐户提醒村
民，有的值守在积水路段，有的废寝
忘食保障村民生活物资供应……风
来时，他们迎风奔跑；雨大时，他们冒
雨坚守。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担
当尽责的精神品格，展现了党员干部
该有的样子。

风雨显担当，鱼水共真情。我们
常说，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
胜利之本、执政之基。其实，在困难和
危险面前，党和政府应当且能够成为
人民群众最坚实的依靠。风雨之中是
这样，抗疫之时是这样，脱贫路上是这
样。正是因为每当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总有党员干部
站得出、豁得出，人民群众才看得见、
认得清，才更加信赖党和政府，党和政
府也因而更能够凝聚起进军伟大事
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磅礴之力。

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平
常日子，党员干部是人群中身体力行的

行动者；危急时刻，党员干部就是立在
人民群众前面的旗帜、挺在人民群众身
前的盾牌，是身先士卒的斗士、是甘于
奉献的勇士。担当，正是这样一种党的
事业第一、人民利益第一的坚定信念，
是一种任劳任怨、尽心竭力、无怨无悔
的奉献精神，是一种胸有大我、攻坚克
难、实干兴邦的使命自觉。

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
担当是“敢”字为先、甘于奉献的勇
气，更是胸怀事业、人民至上的格
局。总有人惊奇地问道，那些在危险
危难面前义无反顾冲上去的人们勇
气来自哪里？事实上，如果不是怀着

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对党的事
业的无限忠诚，客观的危险就可能逼
退一个人内心的勇气。心里小算盘，
只能让奋斗者泄气；胸中大格局，才
能够为担当者鼓气。胸怀要大、勇气
要足、格调要高，这才是新时代干事
业需要的担当。

担当与困难挑战相伴相生。困难
挑战面前需要担当，困难挑战也磨砺
担当者。与困难的较量往往也是与

“沉睡的自己”的较量，常常能够带来
潜能的激发、本领的增长、精神的升
华。同时，越是有担当的人，也越能够
发现并且正视事业发展中的困难和挑

战，以更强的主观能动性投身工作、克
服困难、迎击挑战，在磨砺中增才干，
于斗争中长精神。这是奔跑在党的事
业之路上的应有姿态，也是实现人生
价值、抵达人生境界的必经之路。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迫在眼前，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海南自
由贸易港重任在肩。在我们前进道
路上还存在着不少需要克服的风风
雨雨，不少工作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
成答案，需要更多的党员干部发扬担
当精神，不计个人得失，在困难面前
逞英雄，勇做无惧风雨的担当者、风
雨无阻的奋进者。

“孩子抱着手机刷个不停像是中了毒”“刷抖
音、看快手成了留守儿童最喜欢的娱乐活动”……
网络信息多样、开放、共享，而一味迎合受众的阅
读偏好，计算方法简单，定向推送粗暴，让读者尤
其是鉴别力、自控力不强的青少年越“好”越

“偏”。（10月20日《半月谈》）
算法推荐的弊端正招致越来越多的反感和质

疑。近日，连百度掌门人李彦宏也直言，算法过于
取悦用户，会把人搞得非常分裂，容易让人走极
端，这样不好。几天后，李彦宏再次表示，投喂式
的信息流造就了产品黏性，也考验着网络媒体的
价值观。算法更应该去主动了解用户的高级目
标，而不是追随用户本能的喜好。

李彦宏含蓄地指出了算法的致命缺陷，即“流
量为王”“逐利为上”。算法技术几乎完美地利用
了人性中的固有缺陷，商家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
也给用户织就了难以突破的“信息茧房”。

在“机不离手”的信息时代，成年人尚且难以抵
御算法诱惑，更别说青少年。现实中，不少孩子沉迷
手机无法自拔，短视频看得停不下来，很大程度上就
是拜算法所赐。换言之，是算法“算计”了孩子。在

“信息茧房”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不能不令人担忧。
技术本身无所谓对错，但开发和使用技术的

人不能没有正确的价值导向。网络媒体和网络平
台要想走得更远更稳，必须走出畸形的“唯流量”
误区，给产品植入正确的“价值芯片”。特别是面
对好奇心强、控制力差的孩子，商家更要肩负起社
会责任，真正尊重用户利益、捍卫公共利益，堂堂
正正、干干净净地赚钱。

给互联网内容生产增加价值含金量，无非两种
途径，即技术和人力。优化调整推送算法，加强价
值引导，在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严格把关，加强

“人机结合”，建立健全全流程人工干预机制，也不
难做到。说到底，关键还是网络媒体和网络平台要
抛弃“唯流量”思维。这显然不能靠商家自觉，监管
部门应创新监管模式，督促商家上心走心。

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信息茧房”现象的出
现，与用户辨别能力不强有很大关系。解决孩子
沉迷手机的根治之策，是部门、学校、家长、平台等
各方形成合力，切实提升青少年媒介和网络素养，
培养青少年独立思考、辨别、判断能力，让孩子走
出自我空间，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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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国家网信办公布的信
息显示，三季度，全国网信系统依法查
处网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累计约谈网
站1211家，警告网站954家，暂停更新
网站489家，会同电信主管部门取消违
法网站许可或备案、关闭违法网站8868
家，移送司法机关相关案件线索1569
件。有关网站平台依据用户服务协议
关闭各类违法违规账号群组6.3万个。

前不久有媒体曝光，某款家教机
中有一个名为“小肚皮”的App软件，
含有不适合孩子观看的“成人内容”，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质疑。相关部门
迅速采取措施，“小肚皮”等一批违法
移动程序下架，令人称快。

关停、下架不是句号。少数违法
移动程序在下架后，仍可能改头换面，
卷土重来。例如，去年新华社曾连续
曝光的部分“赚钱”App，因涉嫌夸大
宣传、承诺的高额回报无法兑现等被
查处下架。然而，这些App被下架后，
又通过更换应用图标、名称后加“畅聊
版”“极速版”等方式，出现在各大应用
市场上。同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去

年 2 月广州警方在查处一款名为“X
伴”的违法社交软件时，发现该软件
实际为2018年11月被行政处罚并下
架的“睡X”App改头换面而来。

违法程序改头换面，和监管部门玩
“躲猫猫”，在一定程度上消弭网络生态
治理成效，侵害了公众的切身利益。有
关部门在持续加大整治力度的同时，更
要巩固网络治理成果，探索建立长效治
理机制。一方面，要提高违法成本。目
前App运营商的违法成本很低，一旦出
了问题，最多就是封号、封域名、封IP地
址等，有的运营商被封后变换域名或口
令很容易就卷土重来。对于这种有令
不行、顶风作案、逃避监管的行为，监管
部门要依法加大惩治力度，将运营商列
入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平台审核责
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
规定》明确，互联网应用商店服务提供者
应当对应用程序提供者进行真实性、安
全性、合法性等审核，建立信用管理制
度；督促应用程序提供者发布合法信息
内容，建立健全安全审核机制。因此，监
管部门应采取有效措施，倒逼应用平台
严格履行管理责任，扮演好“守门人”角
色，从一开始就将违法程序拒之门外。

@河北日报：光伏扶贫工程岂能
只是“晒太阳”？光伏扶贫见效快、收
益稳、帮扶准，是不少贫困村、贫困户
的脱贫法宝。但一些地方的光伏扶贫
工程成了只晒太阳不发电、更不扶贫
的工程。为何光伏扶贫工程在一些地
方不但没有开花结果，反而成了包袱、
累赘？表面上看是缺乏科学规划以及
有效运维造成，实际上工作作风中的
形式主义才是关键因素。决战脱贫攻
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尤其需要警惕
浮躁心态、虚浮作风，具体到光伏扶贫
工程“晒太阳”这件事，各地都拿出务
实的作风、扎实的举措，对“好经念歪”
的地方开展重点整治，把阳光扶贫事
业办成群众心中的阳光事。

@北京青年报：流感疫苗产能调
整要巧打时间差。近日，多家疫苗生
产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流感疫苗需
求猛增。流感疫苗供不应求，厂家为
何不扩增生产线？企业扩增生产线
不仅耗时费力，还要付出较大的经济
成本，这本账企业不得不算。流感疫
苗一针难求现象需要得到化解，但长
远而言，更需巧打疫苗生产供应的时
间差，通过建立疫苗市场需求研判与
预警机制等方式，确保疫苗供给与需
求得到准确匹配，使疫苗的生产与供
应更加平稳有序。 （魏 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