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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视

07:00 看东方
09:14 妈妈咪呀精编
12:00 午间 30分
15:01 电视连续剧：平凡的荣耀
16:23 中国新相亲
17:03 文娱新天地
17:25 名医话养生
17:49 诗书画
18:00 东方新闻
19:00 新闻联播
19:34 电视连续剧：平凡的荣耀
21:20 今晚

新闻综合

07:00 上海早晨
09:03 36集连续剧：宜昌保卫战

11:30 东方 110
12:00 午间 30分
12:33 媒体大搜索
13:05 40集连续剧：烟花易冷
17:00 媒体大搜索
17:29 新闻坊
18:30 新闻报道 新闻透视
19:15 40集连续剧：卧 虎
21:00 法治特勤组
21:30 新闻夜线

体育频道

08:45 亲爱的，起床了
09:00 2016 欧锦赛 1/4 决赛:威尔士-

比利时

12:05 运动不倒"问"
12:45 弈棋耍大牌
13:45 五星足球特别版
14:15 2019-2020 赛季 CBA 联赛复赛

第二阶段:上海-广东

电电视视 节目预告

(节目如有变化，
以电视台播出为准)

15:20 2020-2021 西甲联赛第 1 轮:巴
拉多利德-皇家社会

16:05 2019-2020 中国男子排球超级
联赛决赛:江苏-上海

17:00 五星精彩
18:00 弈棋耍大牌
19:00 体育新闻
21:05 2019 环球马术冠军赛集锦
21:30 体育夜线

财经频道

07:00 直播：财经早班车
09:00 直播：市场零距离
12:00 直播：财经中间站
16:10 《创时代》
17:05 《第一地产-超级装》
17:25 《解码财商》
18:00 直播：今日股市
19:00 直播：谈股论金
20:00 直播：公司与行业

21:00 直播：财经夜行线
都市频道

08:23 开心全接触
09:25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0:30 人气美食
11:33 嘎讪胡
12:36 开心全接触
13:31 人气美食
13:49 X 诊所
14:53 嘎讪胡
15:57 人气美食
17:03 开心全接触
18:00 新老娘舅·我要问律师
19:00 嘎讪胡
20:02 人气美食
21:00 X 诊所
22:03 今日印象

房 产 汽 车 黄 金 珠 宝 名 表 名 品

总部 ：河 南 南 路 ７５０号 Ｔ：６３７７２３０５
分部 ：昌里路 157 号 Ｔ：50560760
分部： 南泉路 1330 号 T：50393810
分部：金陵东路 420 号 T：33110300

天成典当 房 产 抵 押
隔 日 放 款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鼎和保险上
海市金山支公司已获准颁发《经营
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市金山支公司

机构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卫清西路
421 号 A504 室。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变更公告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

记者 16 日从教育部了解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各国（地）
入境、签证、航班等政策限制，部分
我国学生赴境外国家和地区留学
的计划被迫改变、延迟甚至取消，
不少学生面临就学困难。教育部为
此出台专门政策，通过引导学生国
内上网课、允许国内高校提供短期
学习交流机会、发挥中外合作办学
优势等方式，解决这类学生的现实
困难。
教育部国际司（港澳台办）负

责人介绍，针对境外高校安排学生

上网课的情况，将合理引导学生在
国内通过远程教育方式继续完成学
业，同时及时回应解决留学人员普
遍关心的学历学位认证等政策性问
题，明确留学人员受疫情防控影响
无法按时返校而选择通过在线方式
修读部分课程，以及因此导致的其
境外停留时间不符合学制要求的情
况，不作为影响其学历学位认证结
果的因素。
教育部明确，在确保教育公平

的前提下，允许高校通过签订协议
等方式，接收出国留学人员先行在
国内高校借读学习。允许部分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以及内地（祖

国大陆）与港澳台合作办学机构和
项目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前提下，考
核招录部分符合特定条件的出国留
学生，双向选择，择优录取，为学生
提供国内求学机会。招生不纳入国
家统一招生计划，不占用高校原有
招生指标，对高校其他各类招生不
产生影响。
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驻外使

领馆教育部门积极与驻在国教育部
门和高校联系，敦促其妥善解决我
留学人员学业受阻问题。教育部还
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对接用人单位
需求，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支持
指导。

教育部出招疏解疫情期间出国就学难
包括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等渠道招录符合条件的出国留学生，不占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标

●

综合新华社报道

国台办 16 日举行例行新闻
发布会， 发言人马晓光在发布会
上应询表示，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解放军的
战训活动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

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

要行动。 马晓光还回答了其他热
点提问。

有记者问，有台湾媒体报道，
解放军军机 9日、10 日、13 日连
续进入台西南空域。对此，台对外
交往部门及军方分别召开记者会
表示反对，并声称“已将大陆威
胁信息通报相关国家”。发言人
有何评论？
马晓光表示，台湾是中国神

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
军的战训活动是针对当前台海安
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
的必要行动。
马晓光说，当前，两岸关系更

趋复杂严峻，民进党当局及“台
独”势力是始作俑者。他们挟洋
自重，甘当西方反华势力打“台
湾牌”、遏阻中国发展的棋子，不
断挑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鼓噪
并加紧推动一系列谋“独”活动，
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他们不
断进行挑衅，是威胁制造者、麻烦
制造者。
他指出，我们愿意以最大诚

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
前景。解放军的行动是针对外部
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活动，绝
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有人感受
到威胁，只能说明他们企图勾连
外部势力搞分裂。“台独”是绝
路，“台独”分子损害两岸同胞和
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两岸同
胞共同的敌人，只会给 2300 万
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台独”
分子颠倒黑白、“告洋状”，并企
图以此绑架台湾社会，只能进一

步暴露他们邪恶的本质。
马晓光表示，我们愿意为和

平统一创造广阔空间，但绝不为
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
下任何空间。我们有决心、有能力
挫败一切“台独”活动，坚决捍卫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
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

马晓光指出，当前“台独”势
力误判形势，以为挟洋、投靠、勾
连外部势力就可以搞对抗、谋分
裂，他们完全是错判形势，利令智
昏。勾连外部势力搞“台独”，是
在走危险的独木桥，脚下是万丈
深渊，梯子在别人手里，随时都有
可能粉身碎骨。
有记者问，两岸有学者指出，

目前两岸关系更趋严峻复杂，还
有可能擦枪走火，发言人有何评
论？马晓光作上述表示。
他说，当前台海局势更趋复

杂严峻，始作俑者是民进党当局
和“台独”势力。大陆有信心也有
能力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和主动权，下一步两岸关系何去
何从，关键在民进党当局的一念
之间。

有记者问，由于爱奇艺和淘
宝在台湾已无法上架，岛内有传
言说大陆已出现抵制“台货”的
氛围。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马晓光表示，一段时间以来，

民进党当局出于私利，以各种借
口、各种手段，处心积虑操弄“反
中”民粹，变本加厉破坏两岸交
流，阻挠限制两岸经济合作，企图
制造两岸“脱钩”。他们粗暴、无
理地对一些在台湾的大陆企业下
手，再次暴露了他们破坏两岸关
系的本质，实际上最终受伤害的
还是台湾消费者的利益。

国台办回应
“解放军军机连续入台空域”
是针对台海安全形势等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

教育部国际司（港澳台办）负责人谈化解疫情期间出国留学难

新举措将涉及哪些学生？ 如何实施？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及各国
（地）入境、签证、航班等政策限制，
我国部分出国留学人员赴境外就学
受阻。作为应对疫情期间出国留学
难的措施之一，教育部允许部分高
校采取临时举措，通过适当增加部
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以及内
地（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合作
办学机构和项目招生名额，为出国
留学受阻的学生提供更多就学选
择。
这一举措将涉及哪些学生？如

何实施？怎样确保招录公平？教育部
国际司（港澳台办）负责人作出解
答。

问： 这一举措出台的现实意义
是什么？

答：经过多年探索，中外合作办
学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有机组成
部分和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形式。
中外合作办学以引进境外优质教育
资源为主要特点，丰富了国内多样
化教育资源供给，实现了学生“不
出国的留学”。在教育教学理念、人
才培养模式、招生录取方式等方面
探索改革创新，成为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的“新引擎”。
当前形势下，部分出国留学计

划遇阻的学生希望在国内寻求就
学机会。有关高校也表达了明确意
愿，希望通过中外合作办学招录部
分出国受阻的优秀学生，缓解学生
燃眉之急，承担高校社会责任。经
深入研究论证，教育部充分考虑中
外合作办学在教学语言、培养模式
等方面与出国留学高度契合、相互
贯通的特点，可以此为渠道解决部
分出国留学人员的实际就学困难。
因此，作为疫情期间特殊安排，教
育部允许部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和项目以及内地（祖国大陆）与港
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招
录部分符合特定条件的出国留学
生，疏通学生就读出路，提供更多
就学选择。

问： 此次招生对象主要涉及哪
类学生？

答： 已持有境外大学录取通知
书、原计划于 2020 年秋季学期攻
读境外高校本科或硕博士研究生的
中国内地（大陆）籍学生符合基本
报名条件。各招生院校根据相关规
定和本校实际情况设置报名条件和
录取标准，公开招生简章。

问： 此次招生采用怎样的招生
方式？

答： 此次扩大合作办学招生不

纳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不占用高
校原有招生指标，对高校其它各类
招生不产生影响。招生工作遵循双
向选择、择优录取、保证质量的原
则。学校对报名学生进行综合评价，
以适当形式组织招生考试，录取标
准不低于外方合作办学者同类专业
在其本国的标准。学生完成学业后，
达到学业要求的，仅颁发外方高校
学位证书，并可在教育部留学服务
中心获得认证。相关高校应制定详
细招生简章，明确招生对象、招录程
序、录取标准等，严格保证招录工作
公平公正。

问：根据此次招生政策，哪些院
校参与招生？

答：依法在办的可颁发外方学
位证书的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内地
（祖国大陆）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
学机构和部分项目所在高校，根据
自身意愿和实际办学能力，在与外
方及港澳台合作单位就招生方案
达成一致的前提下可开展招生工
作。参与此次招生的有北京、浙
江、广东等 19 个省市的约 90 个
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内地 （祖国大
陆）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
和项目。

■权威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