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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介绍
国家开放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以促进终身学习为使命、

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以“互联网+”为特征、面向全国开展
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按照“两级统筹、四级办学”体制运
行，即按国家、省、市、县分级办学。

安顺电大始建于1979年，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学历教
育与非学历教育并举，实施远程开放教育的新型大学。历经40
余年的办学实践，我校逐步形成了“多元”办学模式，办学水平和
综合实力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安顺市现代远程教育和终身教育的
主要骨干力量，为安顺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招生专业
本科专业：法学、行政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小学教育、汉语言文学、学前教育、金融学、水利水电工
程、护理学、土木工程、人力资源管理、英语、工程管理、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数学与应用数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广告
学、公共事业管理（学校管理方向）、农村区域发展

专科专业：法律事务、行政管理、会计、工商企业管理、建设
工程管理、学前教育、汉语言文学、电子商务、护理学、建筑工程
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管理方向）、水利水电工程管理、药
学、英语（语言教学方向）、酒店管理、小学教育、煤矿安全技术
与管理、工程造价、安全技术与管理、社会工作（老年方向）、金
融管理、旅游管理、药品经营与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休闲农业、
林业技术、农业经济管理

招生对象
（一）本科（专科起点）
1.具有国民教育系列相同或相近专业高等专科（含专科）

以上学历者。

2.护理学专业招生对象还须为持有护士执业资格证书的
在职人员。已经获得国家开放大学护理专业专科学历的“专升
本”新生，可不再提供相关执业资格证书证明材料。

（二）专科招生
1.招生对象为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

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人员。
2.护理专业招生对象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持有护士执业

资格证书的人员。
3.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招生对象为医药卫生等相关

行业从业人员。
入学方式
报名者本人持相关证件到安顺电大学生科报名。
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2张，身份证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2张（身份证复印件需用A4纸正反两面复印），近期免冠蓝底1
寸相片2张，蓝底电子照片（要求为彩色图像、jpg格式、被拍摄
人着白色或浅色系衣服、480（宽）*640（高）像素、文件大小不
能超过40Kb）。

报读本科的学员须提供从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www.chsi.com.cn）下载的学生电子信息备案表的纸质版和
电子版（下载的电子信息备案表须延长至6个月）或中国高等
教育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认证报告的纸质版和电子版。

电子信息备案表的电子版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中心
出具的认证报告的电子版资料须以姓名和报读专业命名发送
至（anshundianda@163.com）邮箱。

报读护理学须提供护士资格证原件、在职在岗证明原件等报
名；报读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须提供在职在岗证明原件报名。

异地户籍（非学习中心所在地户籍）报读的学员须提供房

产证明、居住证、工作证等材料。
收费标准
按贵州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教育厅黔价费〔2002〕294

号文件要求收费，具体如下：

学习形式
学员须参加在线学习或面授学习，完成课程作业，参加课程

考试，主要利用网络课程（含音视频资源）和文字教材等多种媒体
资源进行学习。学生通过登录国家开放大学学习网点播和查看
网上教学资源在线学习，利用论坛、网上直播和视频系统等交互
手段与同学、老师进行学习交流、在线辅导答疑等，也可以到教学
点参加集中面授学习、小组讨论学习和实践实习等教学活动。

毕业及颁证
实行学分制。学籍自注册入学起八年内有效。所有专科、

专科起点本科专业最低修业年限均为两年半。学员取得规定
的最低毕业总学分，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准予毕业，颁发
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书。本、专科毕业证书实行电子注册，都
可在教育部学历证书查询网站——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www.chsi.com.cn）查询。本科（专科起点）学员符合条件的
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开放大学学士学位。学位证书可在教育部

学位证书查询网站——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www.
cdgdc.edu.cn）查询。

咨询电话
安顺电大：吴老师、陈老师、罗老师、郭老师 33600100

平坝工作站：何老师 13765335268
普定工作站：田老师 18985320012

陈老师 18085382099
镇宁工作站：王老师 36222855
紫云工作站：周老师 13765374401
关岭工作站：卢老师 15008536080
招生监督电话：0851-86867111、84129698
报名时间
2021年8月1日—2021年9月15日
报名地点
安顺市开发区学院路中段安顺电大一楼招生报名处或各

县电大工作站

温馨提示：我校不与任何中介机构合作招生，请广大学生
维护自身权益，谨防上当受骗。

国家开放大学贵州分部
安 顺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2021年秋季招生简章

专业类别

文史类

财经类

理工类

体育艺术类

本科收费

1600-2400/年
2000-2800/年
2200-3200/年
3200-4000/年

专科收费

1200-1900/年
1500-2200/年
1600-2400/年
2600-3600/年

胡 斌：
本院受理原告张启亭诉你、被告杨丽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中，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案(2021)黔0402民初
3966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特此公告

根据安顺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安顺市交
通运输局《关于市中心城区中高级公交车票价
的通知》（安发改办〔2021〕213号），安顺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和安顺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考虑社
会承受能力、企业运营成本和交通供求状况，按
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市中心城区中高级公交车票
价进行了成本监审、专家评审、召开听证会、社
会风险评估、向社会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等工
作，并报经市四届人民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
（安府常议〔2021〕4号）审议通过，同意市中心

城区中高级公交车执行新的票价。现将相关事
宜公告如下：

一、市中心城区中高级公交车票价：2元/人次。
二、实施范围：市中心城区（西秀区、安顺经

济技术开发区）城区范围。
三、执行时间：自2021年8月10日起执行。
特此公告

安顺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2021年7月28日

因安顺市西秀区励耘京师学校项目建
设征收七眼桥镇左蒋、小关村部分村集体土
地，在项目红线（贵安大道七眼桥镇段六三
一红绿灯旁，东抵杨家关康木山，南抵沪昆
高铁旁，西抵贵安大道至左蒋村通组路，北
抵贵安大道）内涉及两村的坟墓，现将迁坟
公告事项如下：

一、该公告范围内坟墓须在2021年 8
月10日之前自行迁出。

二、坟主亲属凭坟址所在村委会出具相关

证明，到七眼桥镇项目工作组办理迁坟手续。
三、逾期未迁出的，将视作无主坟处理。
四、对于无主坟，我部门将向公证机构

申请办理证据保全公证后，按相关法律程序
处理。

地址：七眼桥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柴方平 13985320888

刘小刚 13595301444
西秀区七眼桥镇人民政府

2021年7月9日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人民法院公告

关于市中心城区公交车
执行新票价的公告

安顺市西秀区励耘京师学校
项目迁坟公告

新华社东京7月28日电 奥运赛场
从来不缺乏惊心动魄的竞技场面，同时
也见证了无数温暖人心的感人瞬间。其
中有这样一群运动员，因为在追求奥运
梦想的道路上多了一重身份，格外令人
敬佩——她们是运动员，也是母亲。

正在进行的东京奥运会上，这些“妈
妈选手”奋力拼搏、追求卓越的身影激励
着全世界亿万体育迷们。

1. 吴静钰（中国，跆拳道）
在世界跆拳道历史上，吴静钰是第

一位连续参加4届奥运会的女运动员。
34岁的她曾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两度摘金。本届
奥运会上，尽管吴静钰最终止步复活赛，
但她依然收获了广大体育迷、甚至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的尊敬。

“现在，我可以接受自己退役了。”吴
静钰在24日输掉比赛后眼含热泪地说
道。同时，她还为自己的女儿送上了一
段祝福：“妈妈和爸爸会永远爱你，生活
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我们希望你勇敢地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吴静钰位列
第七，随后她选择了退役，并在2017年
生下一女。仅仅半年之后，她就做了一
个惊人的决定——重回赛场。

“复出之后的头两个月非常困难，我
的身体就像散架了一样，连跑步都很费
劲，更不用说高踢腿了。”吴静钰在2020
年的一次采访中回忆起那段时光时说。

现在的吴静钰，除了运动员身份，还
身兼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一职。她也
希望，能够将自己二十多年运动员生涯所
获得的宝贵经验，都回报给热爱的事业。

2. 刘虹（中国，田径）
刘虹的经历与吴静钰相似，同样的

34岁，同样在荣誉等身后离开赛场，同样
又在成为一名母亲后选择了复出。

原本刘虹打算在东京奥运会结束后
彻底告别赛场，但是由于疫情导致奥运
会推迟，刘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
不确定自己能否再坚持一年。

然而，刘虹用她的坚韧做到了。
2021年3月份的全国竞走锦标赛暨奥运
会选拔赛上，她还和队友杨家玉双双打
破了世界纪录。

“现在，东京奥运会就是最主要的目
标，之后的事情先不想太多。”刘虹说。

3. 亚历克斯·摩根（美国，足球）
东京奥运会是32岁的摩根第三次

踏上奥运赛场，也是她第一次作为母亲
参赛。2020年5月，她与丈夫卡拉斯科
迎来了女儿夏莉。

出发前往东京前，摩根在社交媒体上
写道：“这个月，我将非常想念我的宝贝女
儿。夏莉，我会让这一切都值得的。”

“我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比怀孕前
还要好。我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
而且是向好的变化。”摩根在接受国际足
联官网采访时说。

4. 阿莉松·菲利克斯（美国，田径）

美国田径名将菲利克斯即将参加她
的第5届奥运会。此前4次参赛，她已经
拿到了9枚奖牌。来到东京，她有望打
破传奇名将卡尔·刘易斯10枚奥运奖牌
的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奥运奖牌
最多的田径运动员。

2018年11月，菲利克斯迎来了女儿
卡姆林。她希望以母亲的身份重返奥运
赛场，以此向世人证明女性在生完孩子
后依然可以打破纪录。

“我希望让后继者们看到（女性）不
一样的一面，这需要我们鞭策自己不断
向前，为我们自己而战！”菲利克斯说。

5. 安·弗雷泽（牙买加，田径）
2017年8月，六次奥运会奖牌得主

弗雷泽迎来了自己的儿子锡安。当时，
弗雷泽在社交媒体上动情地写下“希望
自己能成为最棒的母亲”。

东京奥运会上，弗雷泽期待在女子
100米和200米比赛中登上领奖台。

6. 奥卢丰克·奥绍奈克 （尼日利
亚，乒乓球）

来到东京，奥绍奈克已经创下了历
史——她成为第一位参加7届奥运会的
非洲女子运动员，同时也是乒乓球历史
上第一个参加 7 届奥运会的女子运
动员。

“我感觉自己今天是世界上最幸福
的女人。我仍然不敢相信，就像是在做
梦一样。”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奥绍奈克
在获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后说道。

在24日的女单比赛中，奥绍奈克不
敌一名美国选手，止步资格赛。

7. 奥克萨那·丘索维金娜（乌兹别
克斯坦，体操）

46岁的体操名将丘索维金娜堪称奥
运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从1992年以独联体运动员身份参
赛，到代表乌兹别克斯坦出战，再因为儿
子治病改为德国国籍，最终又恢复乌兹
别克斯坦国籍，丘索维金娜八战奥运会
的故事令人震撼。

2002年，丘索维金娜3岁的儿子被
确诊白血病，她变卖家产、疯狂参赛，希
望通过比赛奖金来供儿子治病。

为了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医疗条
件，丘索维金娜转籍德国，代表德国出战
世界大赛。2008年北京奥运会，丘索维
金娜夺得女子跳马银牌，回报了德国对
她的帮助，那一年她已经33岁了。“你未
痊愈，我不敢老”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儿子病好之后，丘索维金娜依然选
择奋斗在赛场上，这一次支撑她继续向
前的，是对体操的热爱。在东京的有明
体育馆，46岁的丘索维金娜站上自己深
爱的体操赛场，与跟自己儿子年纪相仿
的选手们同场竞技。

在遗憾止步资格赛后，现场没有观
众，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场的裁
判、志愿者、媒体工作者等，纷纷起立鼓
掌，向这位用一生诠释奥运精神的伟大
运动员致敬。

7 月 27 日，医务人员在菲律
宾圣胡安一个新冠疫苗接种点为
一名居民接种疫苗。

菲律宾卫生部27日报告，该
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186例，累
计确诊1562420例。

□据新华社

新华社华盛顿7月26日电 美国佛
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县长卡瓦26
日说，经过一个多月的搜寻，该县瑟夫赛
德镇住宅楼部分坍塌事故确认发现98
名遇难者。

卡瓦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说，在废墟
中找到的第98名也即最后一名遇难者
的身份已确认。当地警方将继续清理瓦
砾，以“确保所有可识别的人类遗骸都被
找到”。

美媒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如果找
到未在失踪者名单上的遇难者遗骸，死
亡人数仍有可能上升。

据美媒报道，死者中，年龄最大的
92岁，最小的仅一岁，共有10名儿童在
坍塌事故中失去生命。部分死者来自拉
美及其他地区一些国家。

目前，当地政府和联邦专家正在调
查坍塌原因，调查或将持续数月。

从现已披露的情况看，事故楼房建

于1980年，因佛罗里达州规定楼龄40
年的建筑需重新接受安全检测，当地一
家工程公司于2018年提交评估报告，指
出该楼坍塌区域的地下车库和泳池区域
因设计缺陷而出现“重大结构性损坏”，
混凝土加速劣化，柱梁和墙壁遍布裂
缝。但因混凝土板需要全部拆除和替
换，费用高达数百万美元，修缮工作迟迟
未能进行。住宅楼管理方辩称，工程公
司的报告未明确指出住宅楼有因此坍塌
的风险。部分住户则表示，他们没有被
告知这份报告的相关内容。

这栋住宅楼于6月24日凌晨发生
局部坍塌，全部136套住房中，有55套
在坍塌中损毁。因无望找到幸存者，救
援人员于7月7日停止搜救，转向重点
挖掘遇难者遗体和清理废墟。

事故发生后，佛罗里达州多地展开
建筑物安全排查，至少5栋建筑内人员
被疏散。

新华社平壤7月28日电 据朝中社
28日报道，朝鲜第七次全国参战老兵大
会27日在平壤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金正恩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了参战老兵在
20世纪50年代为保卫和建设祖国所做
出的不朽贡献。

金正恩说，目前，一场前所未有的世
界疫情和长期的封锁已经成为不亚于战
争的考验。正如先辈们在国难当头发挥
最大的勇气赢得胜利和荣誉一样，我们
这代人将继承优良传统，将今天的艰难
险阻转化为新的更大的胜利。祖国解放

战争胜利带来的伟大精神和意志必将成
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的永恒推
动力。

金正恩还向在朝鲜最困难时期并肩
作战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烈士及老兵表示崇高的敬意。

1950年 6月 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在板门店签
署《朝鲜停战协定》。朝鲜将7月27日这
一天定为“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
为纪念“祖国解放战争胜利”40周年，朝
鲜在1993年首次举行参战老兵大会。

新华社雅温得7月27日电 喀麦隆
国防部27日说，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武
装分子26日晚袭击喀北部一军事基地，
造成6人死亡。

喀麦隆国防部发言人古尔莫说，26
日晚，“博科圣地”武装分子驾车对该国
极北大区靠近尼日利亚边界的泽戈军事
基地发动袭击，造成5名士兵和一名平
民死亡，另有3名士兵和一名平民受伤。

喀麦隆国防部说，将在该国极北大
区和边境地区保持高度警戒，以应对“博
科圣地”武装分子的袭击活动。

“博科圣地”成立十余年来，频繁在
乍得湖地区制造针对平民和军人的袭
击，对尼日利亚、乍得、尼日尔、喀麦隆等
国构成安全威胁。本月24日，“博科圣
地”武装分子袭击极北大区一军事基地，
造成8名士兵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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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是我的英雄
——盘点东京奥运会上的“妈妈选手”

朝鲜举行
第七次全国参战老兵大会

美国佛州塌楼事故
确认发现98名遇难者

“博科圣地”袭击喀麦隆北部
致6人死亡

菲律宾：
接种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