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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教育部批准，黔南州电大2017秋面向全州招收由国家
开放大学，四川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福建
师范大学、中南大学等著名高校开办的开放教育、奥鹏教育
本科、专科学生。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特色专业
行政管理／推荐指数☆☆☆☆☆
法学 ／推荐指数☆☆☆☆☆
建设施工与管理／推荐指数☆☆☆☆☆
★推荐专业
工商管理／推荐指数☆☆☆☆☆
土木工程／推荐指数☆☆☆☆☆
金融学／推荐指数☆☆☆☆☆
会计学／推荐指数☆☆☆☆☆
一、招生专业
开放本科：法学 （含行政执法方向）、汉语言文学 （含

师范方向）、工商管理、行政管理、金融学、小学教育、学
前教育 （学前教师教育方向）、市场营销、护理学、会计
学、公共事业管理 （卫生事业管理）、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
管理）、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方向）等。

开放专科：法学、金融 （货币银行方向）、行政管理、
药品经营管理、会计学 （财务会计方向）、工商管理 （工商
企业管理方向）、小学教育、学前教育、计算机应用、护理
学、药学、水利水电工程、建筑施工与管理、物流管理、旅
游 （旅游管理方向、酒店管理方向）、人口与家庭 （生殖健
康方向）、人力资源管理、物业管理、社会工作 （老年社会
工作方向）、汽车（汽车维修方向）等。

奥鹏本科：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国际经济与贸易、会计学、行政管理、水利水电工程、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土木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 （教
育）、物理学 （教育）、化学 （教育）、历史学 （教育） 汉语
言文学 （教育）、英语 （教育）、体育教育、生物科学 （教
育）、地理科学 （教育）、公共事业管理 （教育管理）、思想

政治教育、学前教育、金融学、会计学、市场营销、旅游管理、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小学教育、护理学、药学、交通运输（含公路
运输方向、铁道运输方向、城市轨道交通方向）等。

奥鹏专科：计算机网络、水利水电工程、小学教育（初
等教育）、学前教育、汉语、市场营销、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数学与应用数学、行政管理、护理学、公路交通运输。

一村一：畜牧兽医、观光农业、作物生产技术、设施农
业技术、乡镇企业管理、茶叶加工技术、农村行政管理、农
业经济管理、园艺技术、中草药栽培技术、烟草栽培技术、
林业技术、园林技术等。

二、招生对象
本科 （专科起点）：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毕业文凭者

（2001（含2001）年以前需提供国家教育部学历认证报告）。
专科：具有高中、职高、技校和中专学历者。
三、入学方式
免试验证注册入学（不参加成人高考，我校组织入学水

平测试）。学生凭相应毕业文凭到我校或我校在各县市设立
的教学点报名（具体报名地址见我校在各县市的招生通知或
直接向我校咨询），办理有关手续后，经入学资格审核和入
学水平测试合格，取得正式学籍。奥鹏教育需在我校参加所
报大学的入学测试。

四、学习方式
开放教育教学以远程教育教学和面授方式为主，辅之以

其他教学方法和手段，学习时间主要是双休日和节假日，奥
鹏教育 （www.open.com.cn） 学校提供完善的学习支持服
务，通过互联网采用自主、灵活、分散的学习方式，学生在
任何时间和地点都可通过 Internet学习，由国内一流的著名
专家学者授课。

五、毕业文凭
学员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符合毕业要求的，颁发

国家承认的本科或专科毕业文凭，国家教育部给予电子注
册，符合学位条件者，授予学士学位。

开放教育实行完全学分制，文经类专科贰年半学制。理
工科、药学、护理学专科学制为叁年，本科贰年半学制，每
学年学费 2600.00元(其中文史类 2400.00元)，专科每学年学
费1900.00元。本、专科书费650元。（毕业时结算多退少补）

六、报名手续：
1、开放教育：携带毕业文凭原件、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1寸近期蓝底免冠正面同底照片 2张，报名时交清壹学
年书学费,本科文史壹学年2750元（理工壹学年2950元）；专
科壹学年2250元。学制为贰年半的专业按贰年收取学费。

2、奥鹏教育：携带毕业文凭原件、身份证原件；1寸近
期免冠正面蓝底浅色衣服清晰照片 2张到我校扫描备案，报
名时必须交清 30学分的学费、700元的书费（毕业时结算多
退少补），报名费、入学测试费。奥鹏教育 （贰年半学制）
收费情况如下：

黔南州电大2017年秋开放教育、奥鹏远程教育本科、专科招生简章

（附都匀及各县招生联系电话）

黔南州电大
2017年7月24日

学校名称

四川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中南大学

学费

5200.00元（文科）—
5600.00元（理工科）

5670.00元

4800.00元（专科）—
4980.00元（本科）

5600.00元

4800.00—6300.00元

书费

700.00元

700.00元

700.00元

700.00元

800.00元

报名费

40.00元

50.00元

50.00元

140.00元

入学测试费

80.00元

70.00元

100.00元

教学点

都匀校本部
（都匀市环东北路 133
号，都匀一中校内）

瓮安职中

福泉职中

三都职中

独山职中

荔波党校

平塘职中

罗甸职中

贵定党校

龙里职中

惠水职中

长顺党校

联系人

何老师
李老师
耿老师

罗老师

刘老师

刘老师

许老师

罗老师

杨老师

姚老师

鲁老师

唐老师

钟老师

刘老师

联系电话

7111508
7111525

2621536

2222052

3926321

4964608

3612504

7473677

7617966

5210036

18932032663

15716841556

18685323800

手机号

15885583996

15086102702

13595466276

18085402055

15885462657

13086933435

15286219062

13885494332

13985065998

18932032768

13595454743

18685323800

七、报名截止时间：9月26日

经都匀市人民政府批准，都匀市国土资源局委托都匀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对编号为
GP2017-24、25、26、27号地块进行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见下表）注：挂牌土地面积和规划可
能有所微调，最终以市国土资源部门、市规划部门审批的规划设计方案核定的数据为准。

注：挂牌土地面积和规划可能有所微调，最终以市国土资源部门、市规划部门审批的
规划设计方案核定的数据为准。

二、竞买人条件：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公司、其他组织及个人均可报名参加竞
买。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用增价挂牌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具体时间安排：
报名及购买资料时间：2017年7月31日至2017年8月28日。
公 告 时 间：2017年7月31日至2017年8月28日。
挂牌时间：2017年8月21日上午8时至2017年8月30日下午5时止。
挂牌期间同时接受书面报价。

地点：西苑大世界（狮子桥头）都匀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五、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7年 8月 28日下

午4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在挂牌期限截止时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挂牌宗地可进行现

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参加竞买人须提供都匀市检察机关出具的无行贿犯罪记录证明。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西苑大世界（狮子桥头）都匀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电话：0854-8682909、0854-8682120
联 系 人：梁先生、罗女士、吴先生

都匀市国土资源局
2017年7月31日

都匀市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匀国土出让告字〔2017〕12号

 










































 

贵州独山少林华翰国际文武学校，经独山县政府及教育
部门批准，由上海圆横公司、上海帝芙特公司、北京慧闻公司
共同投资；由少林寺弟子、少林十八金刚、少林武术协会常务
副会长、中国武术八段梁少宗创办的一所十二年制文武特色
学校（混合所有制）。学校文化课教师由教育局从全县各学校
优秀教师中选派，武术课教师由少林鹅坡武术专修院及佛山
黄飞鸿国际文武学校从全国各地选派具有合法资格的武术专
业教练任教。登封市少林鹅坡武术专修院，是经教育体育部
门批准，由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中国武术九段、国家体育
总局武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
者、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改革开放 30年中国武术最具影响
力人物、河南大学武术学院客座教授、登封市少林武术协会名
誉主席、嵩山少林寺第三十代皈依弟子梁以全（法名释素一）
先生于 1977年创办的现代化综合性花园式武术学校。学校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 12600余名。现有专职管理人员 110
余名，教师 200余名，教练 300余名。近年来登封市少林鹅坡
武术专修院在国际、国内重要武术比赛中荣获奖牌 4500 余
枚，其中金牌 2100余枚。先后荣获河南省少林拳五连冠，全
国武术少林拳大赛少林拳冠军，第三、六、七、九届中国郑州国
际少林武术节少林拳冠军，三次蝉联全国武术之乡武术比赛
套路、散打两项团体冠军，三次蝉联全国武术馆校武术比赛套
路团体总分第一名。

鹅坡武院武术表演团组建以来，足迹遍及欧洲、亚洲、
美洲、大洋洲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内外表演13500余
场，观众达千万之多，曾为许多国家领导人进行现场表演并
受到赞扬。 2007、2008、2011、2012 年连续几次代表国
家、代表河南，成功参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组织的 “感知
中国 .墨西哥行”、“感知中国 .波兰行”、“感知中国 .印度尼
西亚行”、“感知中国 .蒙古行”、“俄罗斯 .中国年”等大型武
术文化交流活动；学校先后组织两万余名师生分别参加了第
二届亚洲室内运动会、第 4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海世
博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运动会、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北京峰会文艺晚会、第六届凤凰古城世界围

棋颠峰对决赛等大型活动的武术表演。2014年 6月学校 104
名师生在甘肃敦煌参拍明星电影拍摄《天将雄师》，深受主
演明星、剧组人员和影视公司的好评，这部电影于中国农历
羊年的大年初一（2015年2月19日）在全球同步公映；2014
年 11月 10日，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鸟巢与水立方之间的广
场，640名鹅坡学生为参加 2014APEC北京峰会的 21国元首
演绎中华民族鼓文化，赢得 21 国元首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学校先后走出了百位明星。

历年来文化教学成绩在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在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和业务指导部门历次评估考核中，鹅坡武院综合
成绩均获优秀等次。

连年来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警察学院、
中国公安大学、北京体育大学、成都、天津、武汉、上海、沈阳、
西安体院及河南大学、郑州大学、洛阳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输
送本科生3600余名。

学校先后被批准为国家青少年武术训练基地、国家青少
年武术俱乐部、中国武术培训基地、中国武术登封基地、中国
武术协会段位制一级考试点、河南省重点中专、河南省单项体
育后备人才训练基地、国际武术留学生学校。

学校荣获“中国十大武术名校”、 全国十杰武术学校、
“国家青少年武术俱乐部”、“青少年教育基地”、“河南省武
术训练基地”、“河南省十佳馆校”、“郑州市文明学校”、郑
州市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工作先进单位、郑州市职业教育教学
研究工作先进单位、郑州市民办职业院校实验室建设先进单
位、“登封市五佳馆校”。并被河南省体育局、河南省武术协
会授予河南省武术工作“突出贡献奖”。

学校文化课程开设有预科班、小学、初中、高中，文武兼
修，全封闭式管理，实行电教化的先进教学手段，使用国家统
一指定教材。初中、高中由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统一颁发毕业
证书。本校毕业学员可直接报考大专本科院校。

预科班及小学部: 1—6年级开设语文、数学、英语、思想
品德、音乐、书画、书法、微机。

初、高中部：开设语文、数学、英语、政治、音乐、微机（物

理、化学、历史、地理为选学内容）等课程。
学校坚持以文化为主导，以武术为特色，“注重素质、激励

潜能、追求卓越、文武双馨”的办学宗旨。
一、入学条件、报名时间及安排
凡习武目的正确、品德良好者持有效身份证明即可来我

校报到学习。学校常年招生，随到随学。春、夏两季（每年2-
3月和7-8月）为主要招生时间。

二、武术专业学制安排
六年制、三年制和短训一年制及暑假班。
三、课程设置
文化课教学开设有预科班、小学、初中、高中，文武兼修，

全封闭式管理，实行电教化的先进教学手段，使用国家统一指
定教材。初中、高中后由国家教育管理部门统一颁发毕业证
书。本校毕业学员可直接报考大专本科院校。

武术课开设有国家竞赛和各流派、少林、太极、八卦、咏春
等传统套路、散打、搏击、跆拳道、摔跤、影视艺术等专业，兼学
硬气功等少林传统功夫。

四、收费标准
1、全托普通班：每年费用 13800 元，其中学费 2400

元，杂费及生活费 11400 元。含一日三餐生活费 （四菜一
汤、二个主食），设室内卫生间、6-8 人每房间。内设空
调，彩电，电话，全天 24 小时供应热水。发放日常用品、
校服、运动鞋、棉鞋、棉上衣、润肤露，配备床上用品，清
洗衣物。发生日蛋糕、配生活服务老师、武术训练器械。

2、全托中级班：每年收费 17800 元，其中学费 2400
元，杂费及生活费 15400 元。含一日三餐生活费 （六菜一
汤、二个主食），4-6 人每房间，内设空调、彩电、电话，
全天 24小时供应热水。发放日常用品、校服、运动鞋、棉
鞋、棉上衣、润肤露，配备床上用品，清洗衣物、生日蛋
糕、配生活服务老师，武术训练器械。

3、全托高级班：每年收费24000元；2-3人间，其中学
费 2400元，杂费生活费 21600元，含一日三餐 （八菜二汤、
二个主食） 设单独卫生间，全天 24小时供应热水，配生活

服务老师，按快捷酒店标准化与学校纪律相结合的模式进行
房间管理。配空调，彩电、电话、衣柜、书桌、床头柜，发
放日常用品、校服、运动鞋、棉鞋、棉衣、润肤露、配备床
上用品，清洗衣物、生日蛋糕、武术训练器械。

4、招残疾学生，学费全免，其他费用照常收取。残疾生能
生活自理者。详情请咨询，联系人黄主任：139 – 3854 –
2500

5、独山县籍贯的学生凭户口本或身份证到学校报名，按
每学期学费400元。杂费及生活费按全托普通班、中级班、高
级班收费标准不变。

说明：
1、以上各项全年费用一次交清，自动退学者，学杂费及相

关费用不予退还。
2、凡在省级或省级以上武术馆校和同等武术比赛中获得

前二名者学费、杂费全免。
3、学校设立奖学金制度，对文武双馨的学生，由年级（班

级）推荐，校务委员会决定，成绩特别突出的给予全免学杂费，
对成绩较为突出的给予半免学杂费。

五、毕业去向，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学完全部高中课程，经
考试合格后，发给文、武毕业证书，可申办武术段位。除推荐
报考高等本科院校或学校留用外，其余推荐给其它武校、俱乐
部、企事业单位、体育、公安、特警、武警部队等部门工作，成绩
优秀者可以推荐到省级以上专业队。学校保证符合安置条件
的毕业生百分百就业安置。影视艺术专业的学生在校学习满
三年后，学校保证让该生毕业前参加不少于一次的电影或者
电视的拍摄。

注：该简章收费标准从2017年7月1日生效 .
爱好武术，有习武意向的社会各界朋友可以联系我们!
学生服务处：谭 倩 电话号码18685071386

蒋明慧 电话号码13885419077
E-mail:462992725@qq.com
咨询电话：0854-3311811
地址：贵州省独山县大学城西校区

贵州独山少林华翰国际文武学校招生简章

地块编号

GP2017-24

GP2017-25

GP2017-26

GP2017-27

地块位置

原103库，外环

东路西侧

原109库，民族

路延伸线南侧

茶山路北侧，

剑江河西侧原

电厂厂区

王家司村黔南

医专西侧

出让地块

面积（平

方米）

15201

29082

40513

50592.4

容积

率

3

3

4

3

建 筑

密 度

（%）

30

30

32

30

绿 地

率%）

30

30

40

30

土 地

用途

商住

商住

商住

商住

供地

方式

净地

净地

净地

净地

出让

年限

商 业
40 年
住 宅
70年
商 业
40 年
住 宅
70年
商 业
40 年
住 宅
70年
商 业
40 年
住 宅
70年

保证金

（万元）

680

1300

2050

5110

起挂价

（万元）

3396

6486

10222

10220

增价幅度

20 万元/次及其整倍
数递增

50 万元/次及其整倍

数递增

50 万元/次及其整倍

数递增

50 万元/次及其整倍

数递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