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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放大学（青海）青海广播电视大学理工学院招生简章
层次

本

科

专 业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械制造过程及其

自动化方向）

护理学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
化（机电一体化方向）

总学费
(元)

7050

层
次

专

科

专 业

计算机网络技
术（网络管理

方向）

机械制造与自
动化

数字媒体设计
与制作

电子商务

总学费
(元)

5880

层
次

助
力
计
划
专
科

专 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应用化工技术
采矿工程

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光伏
材料与器件方向）
焊接技术及自动化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总学费
(元)

5880

联办院校

大连理工大学
网络教育教育学院

四川大学
网络教育教育学院

东北大学
网络教育教育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远程教育学院

本科专业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
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起重机械方向）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公共事业管理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国民经济学
旅游管理

保险学、工程造价

冶金工程、安全工程
采矿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

石油工程、财务管理
地质工程、油气储运工程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化学工程与工艺

总学费
（元）

6075

5600

5600

7200

专科
专业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工程管理
公共事务管理

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
机械制造与自动化
道路桥梁工程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经济管理
土木工程

煤矿开采技术
安全技术管理

石油工程技术
油气储运技术
应用化工技术

总学费
(元）

6000

5600

5600

7200

本科：具有国民教育系列高等专科（含专科）以上学历的社会
青年和在职人员，持毕业证、身份证，均可报名免试入学（免成人
高考）。

专科：具有高中、职高、中专、技校以上学历的社会青年和在职人员，持毕
业证、身份证，均可免试报名入学（免成人高考）。

报名咨询：6368258 6365538
报名地址:西宁市五四西路7号青海广播电视大学学生服务大厅（校门东

侧30米），乘6、9、13、16、82、104、106、109路公交车至杨家寨站下车即到。
报名时间：2018年12月5日开始（名额有限，报满为止）
网络教育报名资料：
1、四川大学报名资料：身份证原件、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两张、蓝

底小二寸照片三张，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业证、蓝底小二寸照片），
报名费：120元，图片尺寸（像素）：宽480×高640，文件大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2、大连理工大学报名资料：身份证原件、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

业证、蓝底小二寸照片），报名费：不收取报名费，图片尺寸（像素）：宽
480×高640，文件大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3、东北大学报名资料：身份证原件、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业证、蓝底
小二寸照片），报名费：120元，图片尺寸（像素）：宽480×高640，文件大
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4、四川农业大学报名资料：身份证原件、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
业证、蓝底小二寸照片），报名费：120元，图片尺寸（像素）：宽480×高
640，文件大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5、中国石油大学报名资料：身份证原件、电子版扫描件（身份证、毕业证、
蓝底小二寸照片），报名费：120元，图片尺寸（像素）：宽480×高640，文件大
小：≥30KB 且≤60KB，文件格式：jpg

网络教育 开放教育

本报综合消息“本以为是两场火星撞地球的
比赛，却成了180分钟的防守大战！”北京时间2月
20日凌晨，很多熬夜看欧冠的球迷发出这样的感
叹。两场1/8焦点对决，三大豪门和一支“豪门杀
手”虽然总计贡献了54脚打门，但进球数仍是尴尬
的“0”。0比0的结果对于4支球队来说都能接受，
这也为次回合对决增添了不少悬念。

马内那个球踢不进也挺难

利物浦和拜仁的比赛无疑是欧冠1/8决赛中
最重量级的对话。此役双方都派出了几乎最强阵
容出战。利物浦派出萨拉赫、菲尔米诺、马内组成
的三叉戟，拜仁方面莱万和J罗出战。

在气氛狂热的安菲尔德，红军掌控了比赛。
他们最好的机会出现在第32分钟，菲尔米诺摆脱
防守分球凯塔，后者抽射被防守球员拦截，无人盯
防的马内在门前转身射门，竟然鬼使神差地打
偏。第40分钟，萨拉赫脚后跟妙传，菲尔米诺左路
切入禁区倒三角传球，马蒂普跟进攻门依然差之
毫厘。上半场，双方的射门比为11：4，但利物浦只
有一次命中球门。

下半场的场面却平淡了许多。第83分钟，马
蒂普的推射没有打正，错失机会。第85分钟，马内
前点冲顶，诺伊尔反应神速将球封出底线。

此役红军的后防大将范迪克停赛、洛夫伦也
受伤，马蒂普与法比尼奥组成了中卫搭档。面对
领跑欧冠射手榜的莱万多夫斯基，红军这条防线
十分成功。全场比赛拜仁9脚射门，射正次数只有
区区一次。虽然没能赢下拜仁，但利物浦在安菲
尔德进行的欧战比赛中将不败纪录扩大到了 20
场。

对拜仁十分熟悉的红军主帅克洛普赛后点评
说：“平局的结果我能接受，上半场我们拥有非常
好的机会破门，下半场我却不记得双方有什么进
球机会。拜仁踢得不够自信，他们不敢攻出来。”

“龅牙苏”让球迷恨铁不成钢

巴萨近期联赛状态一般，此前4场比赛遭遇3
场平局。此番赴里昂应战，梅西、苏亚雷斯、登贝
莱悉数登场。然而巨星云集的巴萨多次打门无功
而返，却险些被对方的远射偷袭得手。

上半场巴萨完成13脚打门，里昂完成了4脚，
双方命中门框范围的打门各只有两次。开场主队
攻势更盛，第5分钟，特劳雷直塞，阿瓦转身摆脱过
人后低射，被特尔施特根封出底线。4分钟后，泰
里耶禁区外大力抽射，特尔施特根飞身扑挡后球
击中横梁。

不过随着比赛的深入，巴萨夺回主动权，尤其
到了下半场，比赛完全落入了巴萨的节奏。但梅
西和苏亚雷斯却在锋线上屡屡挥霍机会。第76分
钟，库蒂尼奥用招牌远射考验了里昂门将洛佩斯；
第87分钟，梅西右路回敲，布斯克茨的抽射被洛佩
斯飞身托出底线；1分钟后，梅西禁区右侧抽射，远
点的苏亚雷斯头球接力顶高；最后关头，梅西任意
球射中人墙……巴萨全场控球率达63%，射门24
比5占优，但只有5次射正。

本场之后，巴萨延续了两大尴尬纪录：自2016
年2月23日战胜阿森纳以来欧冠淘汰赛客场不胜
纪录以及苏亚雷斯自2015年9月16日以来的欧冠
客场进球荒。有巴萨球迷在社交网络上表示“该把
苏亚雷斯送回乌拉圭去”，这多少反映了恨铁不成
钢的心情。在安盟球场，苏亚雷斯得到了4次射门
机会，但他的射门不是绵软无力，就是勉强为之。

豪门对决集体哑火一球未进

新华社伦敦2月19日电 热刺前锋
凯恩很有可能提前伤愈复出，在23日
与伯恩利的英超比赛中上场。

凯恩在 1 月初与曼联的比赛中左
脚踝受伤，俱乐部本来预计他到3月初
才能恢复训练，但这位热刺队的头号
射手恢复的速度比预想得快得多。

在他缺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热
刺赢得了所有4场英超比赛的胜利，并
且在欧冠 16 强比赛中战胜了多特蒙
德。不过，热刺在联赛杯半决赛中输
给了切尔西，在足总杯第五轮被水晶
宫意外淘汰。

25岁的凯恩本赛季已为热刺攻入
20球，其中包括14粒联赛入球，占热刺
联赛进球总数的30%。

他的及时复出对英格兰队也是个
好消息，英格兰队在3月将有两场2020
年欧锦赛预选赛，其中在 3 月 22 日对
阵捷克队，3月25日与黑山队交锋。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2月19日电 效
力于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巴西球星内马尔
在19日播出的一个电视采访的摘录中透
露，今年1月他的右脚第二次受伤后，他

“哭了两天”。
2018年2月，内马尔的右脚跖骨就曾

经受伤，后来接受了手术治疗。这次他又
伤到了相同的部位，内马尔为此很担心。

他在接受环球电视台采访时说：“这
次情况更复杂。第一次受伤时，我对自
己说‘做个手术，尽快地解决这个问
题’。我并没有觉得悲伤。这次受伤让

我更加难受，我在家里哭了两天。”
内马尔是在1月23日的大巴黎战胜

斯特拉斯堡队的法国杯比赛中受伤的，
为此这位 27 岁的巴西球星要休战 10
周。巴黎圣日耳曼队希望内马尔能在4
月复出，如果顺利的话那时“大巴黎”将
有欧冠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的任务。

针对这次伤势，巴黎圣日耳曼俱乐
部的医疗团队选择了保守疗法，没有让
内马尔再做手术。

去年那次手术之后，内马尔休息了3
个月，最终赶上了俄罗斯世界杯赛。

新华社大连2月20日电（记者蔡
拥军）大连一方足球俱乐部20日宣布，
博阿滕完成签约，正式加盟球队。

大连一方俱乐部 20 日发布消息
说，经与西班牙莱万特足球俱乐部及球
员本人协商一致，埃马努埃尔-博阿滕
与大连一方俱乐部完成签约，正式加
盟。俱乐部表示，博阿滕的加盟将给教
练组的排兵布阵提供更多选择，进一步
丰富球队的打法，期待未来他尽快融入
新的团队，帮助球队赢得佳绩。

大连一方俱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
博阿滕于 1996 年 5 月 23 日出生，场上
司职前锋，出道于加纳本国球队慈善之
星。2013赛季，博阿滕首次登陆欧洲，
加盟葡超球队里奥阿维。一个赛季之
后，博阿滕转投另一支葡超球队莫雷拉
人。凭借着在葡超的出色发挥，博阿滕
2017赛季加盟西甲球队莱万特。上赛
季，在莱万特主场对阵西甲豪门巴塞罗
那的联赛中，博阿滕上演帽子戏法，帮
助莱万特 5：4 战胜对手。博阿滕职业
生涯为俱乐部出场142场，进23球，并
有16次助攻。

据介绍，博阿滕边路突破犀利，头
球能力出众，有极强的冲击力，可以胜
任前场多个位置。博阿滕是加纳国脚，
截至目前共代表加纳国家队出场 3 次
攻入1球。

博阿滕是大连一方俱乐部本赛季
正式宣布引入的第二名外援。

本报综合消息 北京时间 2019 年 2
月20日，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官方
宣布，英籍华裔球员布朗宁、韩国籍球员
朴志洙正式加盟广州恒大淘宝足球队。

布朗宁与朴志洙都是1994年出生，
均是后防线多面手。在金英权离队后，
朴志洙顶缺加盟恒大，而布朗宁的加入
则是对恒大后防线极大的补充。

恒大在迪拜冬训期间，布朗宁与朴
志洙都随队并参加了热身赛，二人的表
现得到了教练组和俱乐部的认可，加盟
只是时间问题。如今，恒大官方宣布布
朗宁与朴志洙的加盟。

值得一提的是，恒大在冬窗已经引
进了韦世豪、高准翼、刘奕鸣、张修维、何
超，5个无年龄限制内援名额已经用完。
吴少聪也加盟了恒大，至此恒大仅剩 2
个U21内援名额。

恒大在官方公告中表示，布朗宁是
归化球员，归化手续正在办理中，布朗宁
也只能以外援身份注册。本月17日，恒
大队内发布新规，2019赛季中超联赛上
场外援不得超过2人。恒大阵中原有保

利尼奥、塔利斯卡两名强援，布朗宁、朴
志洙在联赛中上场的机会也非常小。

值得一提的是，萧初已成为恒大的
一员，但恒大并没有官方宣布他的加
盟。除塔利斯卡、保利尼奥外，布朗宁、
朴志洙、萧初三人中至少有一人无法在
冬窗注册。

恒大官方公告显示：布朗宁，1994年
出生，身高 181CM，可司职中后卫或右
后卫，身体强壮，作风硬朗，爆发力强，防
守技术全面。布朗宁出道于英超埃弗顿
俱乐部青训，曾先后入选英格兰 U17、
U19、U20国青队，曾先后效力过英超埃
弗顿队，英冠桑德兰、维冈竞技、普雷斯
顿等队。布朗宁是归化球员，归化手续
正在办理中。

朴志洙，1994年出生，身高188CM，
可司职中后卫或左右边卫，防守硬朗，经
验丰富，擅长高空防守及补位协防。朴
志洙曾入选过韩国国家队，曾先后效力
于韩国K联赛仁川联合、庆南FC队，在
K联赛共出战97场，打入4球并贡献1次
助攻。

恒大官宣归化球员布朗宁加盟恒大官宣归化球员布朗宁加盟
携手韩国外援朴志洙

内马尔为新伤内马尔为新伤““哭了两天哭了两天””

博阿滕

加盟大连一方加盟大连一方

凯恩提前伤愈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