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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院简介
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以

化工、机电、医学、经济管理四大学科为
主，其他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高等职
业技术学院，是青海省和海西州人民政
府共同建设的海西州重点公办全日制高
等职业院校，学院坐落在青藏高原著名
的聚宝盆柴达木盆地“金色的世界”——
德令哈市，校园花木繁茂，环境幽静，景
色优美，极具高原人文气息，是读书练技

的理想之地。学院占地 900余亩，建筑面
积约 15 万平方米；固定资产总值近 10 亿
元，其中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2 亿元；图书
馆藏书 15 万册。设有化学工程系、机电
工程系、医学系、汽车工程系、经济管理
系、生物工程系等 6 个系。目前，在校生
2945人，教职工 400多人。是一所办学理
念先进，师资力量雄厚，教育管理严谨，
教育装备现代化的一所稳步健康发展中
的高职院校。

坚实的专业建设优势 学院紧紧依
托青海柴达木循环产业试点园区内的
产业优势，开设应用化工技术、机电一
体化技术、护理、会计、汽车技术服务与
营销等 20 多个适应地方产业特色、服务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其中，以化
工、机电、护理、汽修专业为骨干，其他
专业特色发展。学院拥有国家职业技能
鉴定站所一个，可承担 23 个工种的技能
鉴定任务。

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学院地处青
海海西州这片发展的热土，随着柴达木

循环经济试验区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企业对本地化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
日益扩大，试验区拥有的近 400家大中型
企业、每年近 5000 个空缺岗位为广大毕
业生提供优质的就业创业环境，学院为
实习就业搭设了理想的通道。

功能完善的学习生活设施 学 院
教 学 条 件 优 越 ，拥 有 明 亮 宽 敞 的 教 学
大楼、实训大楼、图书馆、信息中心、报
告 厅 、体 育 馆 等 一 流 的 学 习 运 动 场
所 。 学 生 公 寓 食 宿 条 件 舒 适 、各 项 生
活 设 施 齐 全 ，饮 食 花 色 丰 富 、卫 生 安
全。住宿条件优越，每人每年 600 元（4
人间标准房，提供学习桌等家具，内设
独立卫生间）。

完善的奖学助学体系 学院为广大
学生提供多种途径的资助通道。奖：设
立高额的国家奖学金 8000 元、国家励志
奖学金 5000 元，省级和校内奖学金等资
助形式，校内奖学金分甲、乙、丙三个档
次，分别为 1000元、800元、500元，鼓励学
生刻苦学习；助：设立三个档次的国家贫

困助学金，分别为 4000 元、3000 元、2000
元。所有农村和城市建档立卡贫困户低
保学生均可享受一档国家助学金（4000
元/人）。建立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等方式，
勉励学生自强自立，圆满完成学业；贷：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凭录取通知书在
当地资助管理部门办理助学贷款；补：学
校事业收入的一部分、社会组织的捐款
作为贫困生资助基金，对经济困难的学
生适当予以补助，对志愿考入我院的特
困生予以适当的学费减免，保障其正常
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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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化工技术
工业分析技术
化工装备技术
工业自动化仪表

环境监测与控制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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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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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发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青海省财
政厅、青海省
教育厅关于调
整公办普通高
等教育学费标
准及试行学分
制收费办法等
有关事项的通
知》（青发改价
格［2018］471）

三、报考条件
（一）符合青海省 2019 年普通高考报

名条件的考生。即：应、往届普通高中毕
业生；职校、技校、中专等具有中职学历应、
往届毕业生；具有高中学历的复转军人；

（二）持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
或原就读学校证明；

（三）已参加 2019 年高考报名考生必
须出具考生号，登记专业志愿；未参加
2019年高考报名考生，由学院招生就业办
负责登记考生专业志愿，组织考生现场采
集考生本人身份证信息和本人照片信息，
采集信息由德令哈市招办协助；

（四）单考单招报名考试费用按 3 门
科次、每门 23 元收取，加上 1 元的准考证
工本费，报名时每生收取 70元；

（五）报名时间：2018 年 11 月 15 日-
2018年 11月 30日；

（六）报名流程：信息采集、领取密码

（2018 年 11 月 15 日-30 日）→考生上网填
报个人信息→审核确认信息（采集结束后
10天内）→参加单考单招考试；

（七）报名地点：
1. 往届毕业生持身份证、户口簿、毕

业证到户籍所在地招办报名；
2. 应届毕业生持身份证、户口簿、就

读学校证明到所在就读的学校辖区招生
办报名；

3. 报考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单
考单招的学生，报名后请与我院招生部门
及时联系，填选报考专业。

四、考试与录取
学院将本着公正、公平、择优录取的

原则，在青海省教育厅、省高校招生委员
会办公室的指导、监督下组织单考单招的
命题、组织考试与评卷工作。

（一）考试科目：采取公共基础课（语
文、数学、英语）+专业技能及面试形式，

满分 150 分；其中专业技能及面试 30 分，
凡获得省级及以上技能大赛一、二、三等
奖的考生免考；

（二）考试时间：
1. 领 取 准 考 证 时 间 2019 年 3 月 21

日-22日；
2.2019 年 3 月 23 日 （星期六）上午：

文化基础课考试；下午：专业技能及面
试；

3. 考生须凭本人身份证原件和我院
发放的 2019 年单考单招考试准考证，提
前 30 分钟进入考场，逾期将视为自动放
弃；

（三）考试地点：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
学院。考虑到生源情况，凡各地报名人
数达 30 人以上，均可在当地招办协助下
设立分考点；

（四）加分政策：六州地区少数民族考
生加 10分；西宁、海东地区少数民族考生
加 5分。

五、录取结果查询
登录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网站

（网址：www.qhcdmzy.com.cn ）查询录取结
果，并向考生寄发录取通知书。

六、关于专升本
根据国家教育部规定，专科学生可以

在专科毕业时参加全国的“专升本”考试，
继续深造，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与就业能
力。我院推荐优秀毕业生报考青海大学
与青海师大“3+2”的全日制（或函授）专升
本。

七、毕业生就业政策
为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工作，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教育
部 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
划的通知》（人社部发 [2016]100 号）精神，
运用各项政策措施和服务手段综合施策，
精准发力，使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全
面提升，使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得到有效
保障，努力实现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生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

参考链接地址：《高校毕业生就业政
策百问》www.eol.cn/html/c/jybw

八、其他有关说明
1. 通过单考单招考试被学院录取的

考生不再参加 6月份的普通高考；未被录
取的考生可以继续参加高考；

2. 通过单考单招录取的考生与普通
高考录取考生待遇完全相同；

3. 根据教育部学籍管理规定，报考单
考单招的考生一经录取，入校后不准申请
转专业；

4. 中职毕业生报考志愿必须与所学
专业相同或相近；

5. 凡获得技能大赛省级三等奖以上
的学生报名时携带获奖证书及复印件，审
查后留复印件备案；

6. 凡报考我院学生，必须填写详实的
联系电话号码，并加入微信群（2019 单考
单招群），以便通知相关事项。

九、附件
1. 本招生简章由青海柴达木职业技

术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负责解释；
2.招生监督电话：0977-8202289。
联系方式
学院地址：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都

兰西路 32号
邮政编码：817099
咨询电话：0977-8223210（兼传真）
联 系 人：李老师:18195770889
杜老师: 13897769555
马老师:13209779919
高老师: 18935579010
学院网址：http://www.qhcdmzy.com.cn

二、招生计划及学费

新华社上海 11月 19日电 近日美国
“人体酸碱体质理论”之父罗伯特·欧·杨
因使用该疗法延误病人治疗被判处巨额
赔偿金。但在国内一些电商平台上，所谓

“碱性食品”仍然大行其道，标榜其产品具
有“转化碱性体质，孕育活泼男宝”“溶解
身体结石”“预防癌症”“强化免疫细胞”等
功效。“碱性食品”到底是真有效还是真忽
悠？记者进行了调查。

●碱性食品号称有“孕育男宝”功效

记者在淘宝网上用“碱性食品”等关
键词进行搜索，弹出的各类食品和保健品
多达 100 页，一些产品月销量超过 1000
件。不少碱性食品和保健品采用相似的
宣传手法：首先将精神不振、减脂无果、痛
风、亚健康等健康问题与“酸性体质”相关
联。进而强调其产品是碱性或强碱性食
品，能够帮助消费者快速恢复“酸碱平

衡”，具有癌症预防、结石预防、肝脏强化
等数十种功效。

一款名为海洋力量的碱性胶囊更声
称，其功效能“转化碱性体质，孕育活泼男
宝”，其原理为“当女方为碱性体质时，Y
染色体精子的竞争力将大大增强”，而产
品成分仅为全墨角藻、螺旋藻、小球藻。
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徐丛剑表
示，自己从未听过服用碱性食品能够有助
于“生男孩”的医学论证。不仅如此，这些
碱性食品价格不菲，成分也并不稀奇：一
款名为“青梅精”的产品 450克售价近 2000
元，原料仅为梅肉；一罐原料为小麦草的
300克酸碱平衡瘦身粉卖到了 539元；原料
为低聚果糖、西兰花粉、芦笋粉的“碱康
素”75克标价为 680元……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副教授范志红表示，一些标榜碱性的

食品和保健品并没有宣传的那么神奇。
“很多产品成分在日常饮食中随处可见，
并不需要花成百上千元购买。”

●“人的体质并无酸碱之分”

多位专家表示，人的身体并无酸碱体
质一说，服用碱性食品也并不能改变人体
的酸碱值。“人身体各部位的体液酸碱度
就不一样，比如胃液是酸性的，血液是弱
碱性的，小肠内的环境也是弱碱性的，不
能一概而论。”范志红说。

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陈
伟也表示，医学上并不存在酸碱体质一
说。不属于临床疾病的正常人血液的酸
碱度相对恒定，PH 值一般在 7.35 至 7.45，
偏离一点都属于不正常。“人体对身体的
酸碱度非常敏感，血液 PH 值偏酸 0.1就被
称为酸中毒。酸中毒是一种急症，常常因
为糖尿病、呼吸受限、乳酸中毒引发，往往

会危及生命，那时吃多少碱性食品都没
用，必须到医院进行救治。”陈伟说。

●养生保健需科学态度和精神

在陈伟眼中，酸碱体质理论之所以能
有一定市场，是因为人们有意无意混淆了
一些概念：呈碱性食物大多是植物类的，
有人则认为这样的膳食结构更有助于防
止慢性疾病。“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只是
为了追求碱性体质，天天吃小苏打就够
了，但人们并不会因此获得健康。”陈伟建
议，日常饮食无论是所谓酸性还是碱性食
品，都应该多元化搭配，平衡膳食。“无论
是只吃碱性食物，或是只吃酸性食物都不
科学。”

范志红提醒说，“养生保健也需要有
科学态度，除了膳食外，心理健康、良好生
活习惯、适量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

网售碱性食品真有效还是真忽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