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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名事宜
1、报名时间：2017年7月10日至9月1日，

9月2日入学报到。
2、招生条件：思想品德好，遵纪守法，身体

健康，年龄 16—25 岁的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
及同等学历社会青年、复转军人等。

3、报名办法：携带毕业证、身份证或户口本
复印件、小二寸免冠同版近照8张。

4、报名地点：海西州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就
业办公室

5、招生热线：0977-8223210（办）
李老师 18935579117
李老师 18195770889 杜老师 13897769555

四、资助政策
1、国家免学费、免教材
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对中等职业学

校全日制正式学籍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所有
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
学生除外）。在此基础上，青海省政府决定从
2013年春季学期起，对公办和教育行政管理部
门依法批准、符合国家标准的民办中等职业学
校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学生免除学费，并免费
提供一、二年级国家规定的教材。

2、国家助学金
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国家将中等职业学

校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确定为全日制正式学籍
一、二年级在校农村（含县镇）学生、城市家庭经
济困难和涉农专业学生均补助1500元；从2015
年春季学期起，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
助标准由生均每年1500元提高到2000元。

3、三江源教育补偿
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在三江源地区实施

异地办学奖补机制，即由省财政安排经费，对异

地就读的初中、高中学生及当年考入普通高校
本、专科学校的农牧民家庭学生，给予一定的资
助。异地办学办班经费补偿政策实施后，生源地
为三江源地区（黄南、玉树、果洛、海南、海北）学
生不再重复享受免学费和助学金补助政策。异
地就读中职学生生活费补助每人每学年补助标
准为3200元(其中：中职三年级学生为2200元)。

4、金秋助学
青海省“金秋助学”资助对象是国家助学体

系暂时没有覆盖或者已经覆盖但需要进一步帮
助的困难职工和农民工上学子女；就业困难的
困难职工家庭高校毕业生。帮扶标准是：每年
资助1500元，其中，初中考上职校的连续资助2
年，高中考上职校的资助1年。

5、校内奖学金
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学校建立了全优奖

学金和单项奖学金，并分为甲等（1000元）、乙等
（800 元）、丙等（500 元）三个档次，用于奖励在
校表现优秀的学生。

五、就业待遇
学生入学后与订单企业、学校签订《就业安

置三方协议》，未定向学生与用人单位实行双向
选择，由学校提供三次就业机会；学生毕业后，
根据就业单位工作岗位不同，工资可达2500--
4500元/月。

六、证书颁发
修完规定课程，学习期满，成绩合格，颁发

中等职业教育学历毕业证书和劳动部门颁发的
职业资格证，毕业后可直接就业、参加高考或对
口升入高职院校继续深造。

七、学院地址：
青海省德令哈市都兰西路32号
学校网址：www.qhcdmzy.com.cn

海西州职业技术学校2017年秋季招生简章
海西州职业技术学校位于州府所在地德令哈市，是海西地区集中职学历

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电大成人教育为一体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2012年9月
被确定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项目学校。学校占地面积
450亩，总建筑面积22.5万平方米，拥有先进的教学楼、实训楼、计算机网络中
心、干净明亮的学生宿舍、餐厅及功能齐全的运动场，近三年投入教学实训设
备总值2000多万元。现有教职工226人，师资雄厚，开设了化工、机电、汽修、
护理、学前教育等五大类16个专业，在校学生3119人，其中80%以上在校学
生为州内外规模以上企业“订单招生、定向培养”学生。近三年毕业生就业率
均在97%以上，毕业证和职业技能等级证“双证书”率达90%。年完成各类非
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人数达4500人次。

2014年，经省政府批准，在保留海西州职业技术学校的同时，新建青海柴
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形成了“一区两校”式，各项功能齐全、专业结构合理、办
学特色鲜明，集教学与科研为一体，中高职教育与中短期培训相结合的综合性
教育实践基地，为海西乃至青海经济发展培养更好更多的技能型人才做出应
有的贡献。海西职校是你最理想的选择！！

一、中职招生专业

二、高职（大专）五年一贯制专业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招生对象 招生数量
1 060100 化学工艺 三年 初中毕业 100
2 060200 工业分析与检验 三年 初中毕业 50
3 060400 化工机械与设备 三年 初中毕业 50
4 060500 化工仪表自动化 三年 初中毕业 50
5 053000 电气运行与控制 三年 初中毕业 100
6 051300 机电技术应用 三年 初中毕业 150
7 082500 汽车运用与维修 三年 初中毕业 100
8 082600 汽车车身修复 三年 初中毕业 100
9 041800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 三年 初中毕业 50

10 160100 学前教育 三年 初中毕业 100
11 090500 计算机网络技术 三年 初中毕业 50
12 100100 护理 三年 初中毕业 100

合 计 1000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招生对象 招生数量

1 570201 应用化工技术 五年 初中毕业 50

2 560301 机电一体化技术 五年 初中毕业 50

合计 100

本报讯（记者 彭娜 实习生 苏蓉）8 月 1
日 14时 55分，一架“大美青海”号飞机降落在
西宁机场。这架飞机从花土沟飞至德令哈，
再飞到西宁，将我省三座机场串联起来，标志
着我省首条支线机场串联航线——西宁至德
令哈至花土沟航线，正式开通运营。

该航班每周二、周日各 1班。去程航班号
为MU9945，时刻为 7时 55分从西宁起飞，9时
10 分在德令哈落地，9 时 50 分又从德令哈起
飞，11 时 20 分在花土沟落地；回程航班号为
MU9946，时刻为 12 时从花土沟起飞，13 时 25
分在德令哈落地，14 时 05 分再从德令哈起
飞，14时 55分在西宁落地。航线开通初期推
出优惠票价，花土沟至西宁票价为 500 元，花
土 沟 至 德 令 哈 为 350 元（均 不 含 机 场 建 设
税）。

花土沟机场于 2015 年 6 月通航，当年 10

月停航。2016 年 6 月，花土沟
机场复航，开通花土沟至敦煌
至西安航班，航班运营稳定且
保持了较高客座率。自花土
沟机场开航以来，与海西蒙古
族藏族自治州州府德令哈、省
会西宁连通，一直是茫崖地区
旅客出行的强烈愿望。为此，
青海机场公司多轮次、多层级
协调国家民航局、民航西北地
区管理局、东方航空股份公
司、东航西北分公司、省内民
航相关单位，促成这一航线的
开通。

花土沟机场所在的茫崖
地区，是我省突出的资源富集
区，承担着守卫青海“西大门”
的重要职责。按省州区划改

革方案，茫崖行委将与冷湖行委合并设立嘎
斯浩特市，地区政治经济地位将进一步提
升。由于地处边远，缺乏铁路和高速公路，过
去该地区只能通过公路运输与德令哈和西宁
保持联系，至德令哈 8小时，至西宁长达 12小
时，出行成本较高。

航线的开通，将花土沟至德令哈缩短为
1 小时，花土沟至西宁缩短为 2 小时，提高了
交通效率，降低了交通成本；提升海西州在
招商引资、旅游产业发展的吸引力；切实提
高旅客出行效率和安全水平，大幅改善出行
条件。

自 2018 年起，我省还将陆续建成通航祁
连、久治、青海湖等支线机场。随着机场布局
的完善、航线结构的优化，广大旅客将全面享
受到航空运输发展带来的喜人成果。

我省首条支线机场串联航线

西宁至德令哈至花土沟航线开通运营

本报讯 (记者 郑思哲)8 月 1 日
12 时，我国首条穿越青藏高原多年
冻土区高速公路——共玉高速公路
正式通车运营。

共玉高速公路通车后，从西宁
至玉树的通行时间缩短至 8 小时。
玉树客运集团公司班车司机江永扎
西说，从玉树到西宁，他父亲那时坐
车就得七八天，他小时候得花 3天时
间，长大后工作了，需要开 16个小时
的车才能到西宁，如今用 8个小时就
能到西宁。不断缩短的时间让群众
出行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

共玉高速公路经过 7年的建设，
其间参建人员克服有效施工期短，
机械效率低下，难以适应气候等困
难，最终建成了这条穿越青南高原
的首条高等级公路。作为自始至终
坚守在共玉公路建设一线的亲历者
和见证者，共玉高速公路第一项目
办主任曹生业终于在共玉高速公路
通车的这一刻卸下了肩头的重担。

曹生业说，共玉高速公路经过 7
年的建设历程，在 2017年 8月 1日这
天终于迎来了通车。7年来，看着一
条条隧道穿山而过，一座座桥梁拔
地而起，黝黑的公路通向玉树市，所
付出的心血都化作欣慰与骄傲。有
幸参加共玉高速公路建设，是一份
光荣的使命，也是人生中的一次挑
战，共玉高速公路使包括他在内的
所有参建人员在艰苦的环境中得到
了锻炼。

共玉高速公路被比喻为献给玉
树的哈达，可见共玉高速公路对于
玉树意义非凡。玉树藏族自治州交
通运输局局长马剑龙说，共玉高速
公路的建成是玉树公路发展史上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

马剑龙说，共玉高速公路的全
面通车，对拉动玉树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优化路网结构，改善投资发展
环境，提升玉树对外形象都将发挥
重要作用。

曾经，从西宁至玉树需要翻越 9
座高山，其路程之艰险可想而知。
而如今，跨越 7 座高山，2 条大河的
共玉高速公路利用隧道与桥梁将近
47 公里的山路变作坦途。鄂拉山、
姜路岭两条我国首次设计建设的多
年冻土区公路隧道更是创造了我
国，乃至世界公路隧道建设史上的
奇迹。

从共和塔拉滩收费站进入共玉
高速公路，两侧广袤的草原与共玉公
路几乎融为一体，远远望去，眼中只
能看到草原，很难看清公路的线位走
向。只有当车辆在前方奔驰时，我们
才能隐约看清车轮下那条黝黑的公
路。当地群众称共玉高速公路为草
原上“长”出来的公路并非过誉。

全线长约 635 公里的共玉高速
公路路线穿越我省海南、果洛、玉树
3 个藏族自治州的 5 县 12 个乡镇。
线路起自我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
县恰卜恰镇，连接京藏高速共和至
茶卡公路，沿线经河卡、温泉、花石
峡、玛多、巴颜喀拉山、查拉坪、清水
河、珍秦、歇武，终点止于玉树县结
古镇 (新寨村)。设计速度全线采用
80 公里/小时，局部地形困难路段采
用 60 公里/小时。全线共设置有 12
个收费站，分别是塔拉滩，结古 2 个
主线收费站；铁盖、河卡、兴海、青根
河、温泉、花石峡、玛多、清水河、珍
秦、歇武 10个匝道收费站。

共玉高速公路的通车，不仅结
束了青南高原没有高等级公路的历
史，也为高寒、高海拔地区修建高等
级公路积累了宝贵的一线经验。对
促进玉树沿线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共玉高速昨12时起通车运营
从西宁至玉树通行时间缩短至8小时

西宁至德令哈至花土沟航线正式开通运营。通讯员 李泽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