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州大学网络教育

2019 年春季招生简章
一、学校简介

兰州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位于甘肃省省会兰州市，是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2017 年 9 月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A
类）。2000 年 7 月被教育部批准为网络教育试点高校，2019 年春季继续面向全国招收网络
教育学生。

二、招生层次及专业

层次 专业 入学考试科目 毕业最低学分 学习期限（年） 学制

高

起

专

行政管理

英语

语文

72

2.5～5 2.5 年

人力资源管理 72

金融管理 72

会计 72

护理 72

药学 72

建筑工程技术
英语

数学

72

计算机应用技术 72

专

升

本

行政管理

大学英语

大学语文

计算机基础

84

2.5～5 2.5 年

人力资源管理 84

金融学 84

会计学 84

工商管理 84

法学 84

汉语言文学 84

护理学 84

药学 84

公共事业管理 8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大学英语

高等数学

计算机基础

84

土木工程 84

大气科学 90 3～5 3 年

注：最短学习期限是从在教育部正式注册学籍后开始算起（春季为 3月 1日；秋季为 9
月 1 日），不含毕业发证时间。



三、课程设置
层次 专业 培养目标 主修课程

高

起

专

行政管理

培养具有系统专业的行政管理基础知识和技能、较

强的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的高

级应用型公务员人才。

政治学概论、现代管理学、当代中国

政治制度、行政管理学、公共关系学、

公务员依法行政、行政法与行政诉讼

法学等。

人力资源管理

培养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分析

和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的应用型人

才。

管理经济学、现代管理学、组织行为

学、统计学原理、经济法学、公共关

系学、绩效管理等。

金融管理
培养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和创新

能力，能够从事金融实际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财务管理、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西

方经济学、经济法学、统计学原理、

金融市场学、金融服务营销等。

会计

培养具有系统专业的经济管理理论基础和技能，具

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

有较强的从事管理和实际经济管理工作能力的高级

应用型专门人才。

高等数学、概率论及数理统计、微观

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现代管理学、

会计学原理、统计学原理、经济法学

等。

护理

培养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医学、预防保健的综合知

识及现代护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技能，能在护理领域

内从事临床护理、预防护理、护理教学的中高级应

用型护理人才。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药理学、内

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病理学、生

理学、微生物与免疫学基础、护理学

导论、社区护理学、护理伦理学等。

药学

培养能在药物研究与开发、生产、检验、流通、使

用和管理等领域从事药物设计、合成、药理实验与

评价、药物剂型制备等方面工作的高等应用型专门

人才。

有机化学、分析化学、药用植物学与

生药学、药理学、药剂学、药物分析、

天然药物化学、药物化学、药事管理

学等。

建筑工程技术
培养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创新

精神和良好综合素质的土木工程实用技术人才。

混凝土结构、钢结构、地基与基础、

土木工程施工、工程项目管理、工程

概预算等。

计算机应用技术

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较强的自主

学习能力、受到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初步训练的计

算机应用人才。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计算机组成原

理、数据库原理、C 语言程序设计、

计算机网络等。

专

升

本

行政管理

培养具有系统专业的行政管理基础知识和技能、较

强的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的高

级应用型公务员人才。

政治学概论、政策科学原理、行政法

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概论、现代

管理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组织行

为学等。

人力资源管理

培养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分析

和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的高级应用型

人才。

管理经济学、现代管理学、组织行为

学、统计学原理、管理信息系统、企

业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绩效管

理等。

金融学
培养具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和创新

能力，能够从事金融实际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财务管理、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国

外资本金融学说、统计学原理、经济

法学、西方经济学等。

会计学

培养具有系统专业的经济管理理论基础和技能，有

较强的从事管理和实际经济管理工作能力的高级应

用型专门人才。

现代管理学、宏观经济学、审计学、

财务会计、经济法学、统计学原理等。

工商管理

培养具有经济素养、战略眼光、竞争意识、组织才

能以及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和创新

能力，能够从事现代公司和企业工作的高级应用型

人才。

现代管理学、管理经济学、会计学原

理、统计学原理、管理信息系统、经

济法学、证券投资与管理、企业战略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作业与管

理、市场营销等。

法学

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掌握系统专业的法律和

党的相关政策、法规知识以及技能，具有较强自主

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和创新能力的法学高级应

用型人才。

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环境法学、

经济法学、商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刑事诉讼法学、房地产法学、知识产

权法学等。

汉语言文学

培养具有系统的中外语言文学专业知识、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较强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和

创新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概论、文

学概论、语言学概论、中国当代文学

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等。



护理学

培养能够在保健机构、各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养

老机构从事预防保健、临床护理、社区护理、康复

护理、老年护理、护理管理和护理教育工作的高级

应用型护理人才。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医学免疫学、

护理药理学、公共关系学、护理学导

论、护理管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

护理学、老年病护理学等。

药学

培养能在药物研究与开发、生产、检验、流通、使

用和管理等领域从事药物设计、合成、药理实验与

评价、药物剂型制备、药物分析检验等方面工作的

高等应用型专门人才。

有机化学、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药

物化学、药剂学、药物分析、天然药

物化学、药理学、生物技术制药、药

事管理学等。

公共事业管理

培养具有扎实的计算机理论基础和计算机应用能

力，熟练掌握管理学知识，主要从事社会公共事业

及医药卫生企事业管理工作的高级应用型管理人

才。

现代管理学、卫生事业管理学、社会

医学、预防医学、卫生经济学、卫生

统计学、行政管理学、医院管理学、

公共关系学等。

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

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较强的自主

学习能力、受到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初步训练的计

算机应用人才。

数据结构、操作系统、计算机组成原

理、接口与通讯技术、数据库原理、C
语言程序设计等。

土木工程

培养具有系统扎实的数学和力学理论基础，掌握土

木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具有较强自主

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养、创新精神和良好综合素

质的高级土木工程实用技术人才。

混凝土结构设计原理、钢结构设计原

理、基础工程、土木工程施工、工程

项目管理、工程概预算、工程结构抗

震、土木工程材料等。

大气科学

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坚实的数学、物理、外

语、计算机和大气科学基础；掌握气象学、气候学、

天气学、大气环境、大气探测和大气物理学系统专

业知识和技能；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较高信息素

养和创新能力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大气物理学、大气探测学、动力气象

学、天气学原理、气候学、卫星雷达

气象学等。

四、招生对象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思想进步，品德优良，诚实守信，遵纪守法,国家承认学历的
各类高、中等学校在校生以外的从业人员和社会其他人员，年满 18 周岁。

五、招生条件

高起专：具有高中、中等专业学校、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的人员。报考护
理专业的考生须取得国家认可的普通中专相应专业学历证书，且具有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
的护士资格证书；报考药学专业的考生须为从事医药相关行业的在职人员，应提供省级卫生
行政部门颁发的医药类相关执业资格证书或在职证明。

专升本：具有普通高校、成人高校、职业技术学院、网络院校及自学考试机构颁发的国
民教育系列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的人员。报考护理学专业的考生应取得国民教育系
列护理专业专科毕业证书，且具有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护士资格证书；报考药学专业的
考生须为从事医药相关行业的在职人员，应提供省级卫生行政部门颁发的医药类相关执业资
格证书或在职证明。

报读学生原毕业证书取得时间不得晚于 2019 年 3 月 1 日。

六、报名办法

报名时间：2018 年 11 月—2019 年 3 月
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和现场报名。
①采用网上报名者，登录学院网站（http://dec.lzu.edu.cn）点击“网络教育”入口

选择“招生专栏”，通过“网上报名”选择工作所在地学习中心进行报名，在报名截止前, 须
携带相关报考材料到学习中心进行现场确认，否则报名无效。

②采用现场报名者，携带相关报考材料到学习中心办理报名手续。
注：新生核心数据须通过身份证识别器采集。
报考材料：
①身份证、毕业证（原件）；
②报考护理、药学专业的考生需提供相关执业资格证（原件）和在职证明（原件）；
③报考专升本的学生需提供原学历的学历认证报告或网查结果（网址：

https://www.chsi.com.cn）。

http://www.chsi.com.cn


报名考试结束后，考生须认真核对《兰州大学网络教育新生入学登记表》中的各项信息，
并签字确认。

注：《兰州大学网络教育新生入学登记表》必须由学生本人签字确认，学习中心进行
严格审核。学籍一经注册，学生核心数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年月日、身份证
号、照片等有关身份证上的信息）将不予勘误。

报名地点：兰州大学网络教育各学习中心（名单附后）,详细内容见学院网站
（http://dec.lzu.edu.cn）。

七、免试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可免试入学：
① 已具有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学历报考高中起点专科的考生，可免试入学。
② 已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学历报考任何层次的考生，可免试入学。
③ 通过普通高考或成人高考的学生可持录取通知书或成绩单申请免试入学。
符合下列条件，可免考部分科目：
① 入学注册时年龄满 40 周岁的考生，入学考试可免考“英语”或者“大学英语”。
② 获得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三级及以上级别证书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

织的成人教育学位英语考试合格证书者，可免考“英语”或者“大学英语”。
③ 户籍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可免考“英语”或者“大学英语”。
凡不符合上述免试入学条件者,均须参加由兰州大学自主组织的入学考试。

八、入学考试

考试方式：机试。
考试时间：具体时间咨询当地学习中心。
考试地点：兰州大学网络教育各学习中心。

九、录取注册入学

录取：学院按照考生成绩择优录取。考生可通过学院网站或当地学习中心查询录取结果。
注册：被录取的考生持录取通知书在规定时间内到当地学习中心办理注册手续。逾期一

个月不办理注册交费手续者，取消入学资格。
入学：新生入学时间咨询当地学习中心。

十、收费标准及交费方式

收费标准：经甘肃省物价部门核准，学费标准为每学分 65 元-80 元。具体收费标准咨
询所报考的学习中心或拨打电话：400-0931-212。

交费方式：按学年缴费。

十一、学习形式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过网络课件以及配发的纸质教材、导学材料等教学资源进行网上自
主学习、提交作业和预约考试等，同时通过移动 APP、在线辅导等多种形式参加实时或非实
时辅导答疑和讨论。

十二、课程考试

本、专科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由学院组织考试。

十三、毕业、结业、学位及证书

学生在学习期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本科层次学生还须通过教育部组织的网络
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达到毕业条件，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兰州大学毕业证
书，教育部统一进行学历证书电子注册。未修满学分者视已修学分情况，颁发写实性结业证
书。本科毕业且符合兰州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毕业当年可申请兰州大学
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



证书样式：

十四、全国统一考试的有关规定

1．根据教育部规定，修读本科层次的学生须参加教育部组织的“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
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统考课程成绩合格后方可取得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历文凭电子
注册资格。

2．在学籍有效期内，符合统考条件的本科学生在入学满一年后方可进行报考。在统考
安排的时间和公布的考点进行预约考试。

为有效利用考试资源，从 2018 年开始，对报考后有弃考行为的考生每个科目的报
考次数限定为 3次。

3．统考科目按不同学历起点和不同专业类别确定。
专科起点本科学生的统考科目是“大学英语（B）”和“计算机应用基础”。

4．符合下列条件，可申请免考：
① 已具有国民教育系列本科以上学历（含本科），可免考全部统考科目。
② 非计算机类专业，获得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B及以上级别证书者，可免考“计

算机应用基础”。
③ 非英语专业，获得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PETS）三级及以上级别证书者、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组织的成人教育学位英语考试合格证书者，获得大学英语等级考试（CET）四级
或以上级别证书者（2006 年以前），可免考“大学英语”。

④ 非英语专业，入学注册时年龄满 40 周岁，可免考“大学英语”。
⑤ 非英语专业，户籍（以身份证为准）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可免考

“大学英语”。

十五、特别提示

学院公布的录取名单及发放的录取通知书仅表示考生通过了入学考试，准许其在我院进
行网络教育的学习。

教育部和甘肃省教育厅将对学生入学资格进行审核，学生必须为其提供报名材料的真实
性及有效性承担法律责任。对隐瞒个人真实学习经历，持伪造国民教育系列高等教育毕业证
书或其它不符合入学学历资格要求以及伪造个人身份的学生，一经发现，取消学籍，追回录
取通知书和学生证；对已完成学业且发放毕业证书的，将追回毕业证书并注销电子注册信息，
所交各项费用一律不予退还。

十六、咨询服务

咨询热线： 400-0931-212
通讯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199 号
邮政编码： 730000
学院网址：http://dec.lzu.edu.cn
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出台新政策，按新政策执行。



兰州大学网络教育校外学习中心一览表

省份 地区 校外学习中心 联系人 咨询电话 招生层次 招生专业

甘肃

兰州

兰州大学网络教育直属（药学院） 陈琬珺 13993107353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何 燕 0931-7634033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兰州国际经济专修学院 鲁 红 0931-8876703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郭致慧 0931-8411883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兰州市分校 田 踪 13919840097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兰州工业学院 魏 静 0931-2936888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甘肃远大继续教育专修学院 南社权 18189597680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甘肃思弘信息技术专修学院 张 坤 18993170657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兰州市城关区传媒培训学校 王 霞 0931-8449984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酒泉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农垦河西分校 吴晓勇 18093725132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马 福 18089365628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嘉峪关 嘉峪关市职业教育中心 郭正军 0937-6285550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张掖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张掖市分校 张 宏 0936-8889968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滨河分校 张汉彪 13629363996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金昌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金昌分校 张 蕊 0935-8239226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武威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农垦分校

赵万乔 0935-5816890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兰州 王 雁 0931-7847321

武威 武威职业学院 李晓霞 13993519930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陇南

西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 济 13830926610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 凯 13830992689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陇南分校 李逸凡 18093908550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定西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定西市分校 燕喜堂 18893208596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魏小石 0932-8264215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天水
中共天水市委党校 王 辉 0938-8384727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王延福 0938-8365033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武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孙 钦 0938-4965444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平凉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平凉市分校 鹿 彤 0933-8237777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临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临夏分校 马俊清 0930-6239984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甘南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甘南分校 郭冬梅 0941-8225363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白银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赵首彩 0943-8835092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中共白银市委党校 强科莲 13909436582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庆阳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叶文超 18393822720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陇东职业专修学校 赵中仁 0934-8416661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青海 西宁 青海省联合职工大学 褚莉莎 0971-6286385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陕西 西安 西安知远培训中心 刘爱玲 029-88428506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山西

太原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 周春燕 0351-6622241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山西德诚经贸专修学院 马 静 0351-8303481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临汾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临汾分校 盖 辉 0357-2682063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晋中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公路系统分校 徐山玉 0354-2660666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山东

青岛 青岛智达人才专修学院 周瑞玉 0532-85636357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潍坊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郭树胜 0536-3277605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滨州 惠民县卫生学校 范 静 0543-5310275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河北

沧州 沧州渤海专修学院 张 然 0317-7620916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邢台 邢台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王 芳 0319-2068644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石家庄 河北科技大学 相宏程 0311-88623759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江苏

徐州 徐州市行政学院 张 雷 0516-83863701 专升本 除护理学、药学所有专业

苏州 苏州科技大学 殷基桢 0512-68081877 专升本 除护理学、药学所有专业

无锡 无锡市梁溪区社区培训学院 阮盛元 0510-82611936 专升本 除护理学、药学所有专业

镇江 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张迎春 0511-87200308 专升本 除护理学、药学所有专业

南通 兰州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南通直属学习中心 汤 俊 13919158656 专升本 除护理学、药学所有专业

江西

南昌 南昌航空大学 林 立 0791-88229962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上饶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韩燕竹 0793-7089000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吉安 吉州区宏成职业培训学校 黄云丽 0796-8317898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萍乡 萍乡市卫生学校 李建军 0799- 6678616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九江 瑞昌现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观发 18970817086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浙江

杭州 杭州财税会计学校 叶小丹 0571-88903636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绍兴 浙江省嵊州市干部继续教育培训中心 周肖红 0575-83108060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桐乡 桐乡市弘远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冯月芳 0573-88082711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温州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邹振宇 13736360778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宁波 宁波市海曙区宁达进修学校 张剑宁 0574-87327696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金华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 葛铁润 15988119922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广东
广州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欧 德 020-87714180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广州市中科自学考试辅导中心 王建豪 13430363309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东莞 东莞市南博职业技术学校 金 玢 0769-86211815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海南 海口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林书生 18876185320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海南省人力资源市场 谢宛倩 0898-65360082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安徽

合肥 合肥市财政干部教育中心 李新叶 0551-62836360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安庆 安徽安庆技师学院 马靓秋 0556-5588177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六安 六安市叶集职业学校 周良山 0564- 3280820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宁夏
银川 宁夏新希望职业培训中心 马 赛 18095191155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固原 固原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马万仓 0954-2080733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新疆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西华管理教育培训中心 杨春英 0991-3635770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昆仑职业培训学校 何瑛瑛 0991-3335693 所有层次 所有专业

湖南
长沙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贺梦雪 15211133776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 罗天抒 0731-82920898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怀化 怀化市旅游学校 胡玲丽 18674836812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贵州 毕节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学校 陈春雷 0857-8579698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云南 昆明 云南现代教育进修学院 王 佳 13987125005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内蒙古 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市文远职业培训学校 刘树萍 13947779361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四川
成都 四川新华科技学院 王佳柯 028-87018983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眉山 眉山卫生职业学校 杨 丹 028-38295126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汇海培训学校 李 超 022-62091553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河南
南阳 南阳文理专修学校 马静文 13333666262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郑州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丁 玎 0371-63571971 所有层次 除护理学所有专业

兰州大学网络教育弘成学习中心一览表

兰州大学网络教育奥鹏学习中心一览表

省份 全称 联系人 咨询电话 招生层次 授权专业

安徽 合肥长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陈丰珏 13866722357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广东

新兴县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姚志权 13826864455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增城市职大教育培训中心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刘 悦 13928995191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奥鹏远程教育深圳学习中心 吴 丽 13066936627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省份 全称 联系人 咨询电话 招生层次 授权专业

浙江
弘成衢州学习中心 余杨芳 0570-8036600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弘成湖州学习中心 朱肖肖 15868259260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贵州 弘成贵阳学习中心 吴思毅 0851-86750038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四川 弘成南充学习中心 陈 亮 17760000027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中山市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周俊英 13823937696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贵州

修文县中等职业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曾 菊 13985484247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盘县职业技术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黄廷广 13658588568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中共长顺县委党校奥鹏远程教育中心 梁俊中 13985766261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河南

焦作市总工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李秀贤 13598500302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三门峡市精英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李战武 15639896666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王海军 18603858282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河南省漯河水利技工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刘月玲 13733975668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鹤壁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沈向阳 0392-3318133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湖北 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武昌区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刘其君 15327231626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湖南
沅江市教师进修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夏 伟 13077336466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长沙县教师进修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曹 胜 18932428417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四川

达县景程培训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屈 鹩 13308241363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乐山广播电视大学五通桥川盐化电大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叶 琳 0833-2916230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四川省长宁县教师进修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曾 诚 13700996053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古蔺县教师进修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胡邦永 13982725299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绵阳广播电视大学三台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校中心 赵 鹏 18990190033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云南

瀓江县职业高级中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蔡艳芬 13987717319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大理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段蓉霖 13887236257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施甸县工作站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苏 伟 18987526977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云南省镇沅县教师进修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李文贵 13577909379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彝良县教师进修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胡晓峰 13578038162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昆明市西山方亚培训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刘乐霞 13529289398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浙江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仙居学院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蒋建新 13968556008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陕西 陕西工贸培训学院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王 萍 13689171381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天津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季海践 13752256067 所有层次 除护理外所有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