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省份 学习中心依托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地  址

1 西北工业大学直属学习中心 褚雅琴 029-88495251 西安市南二环西段西工大西苑

2
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工学院

孙晓宁 029-86849764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大道12号

3 西安野马教育培训中心 黄燕 029-82666394 西安市兴庆南路89号

4 陕西溢诚技术学校 辛丁鹏 029-82214450 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路2号

5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田勇峰 029-81480157 西安市户县人民路8号

6
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职工工学
院

常清泉 029-86625133 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渭滨街369号

7 陕西汽车技工学校 高永进 029--86956563 西安市泾渭工业园渭阳路39号

8 陕西航天职工大学 程李庆 029-85602739 西安市长安区神舟二路211号

9 咸阳高等职业技术培训学院 周彦利 029-38161049 咸阳市朝阳一路南段

10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 安红 13008599331 延安市马家湾锁崖村

11 榆林市教师继续教育中心 陈彦斌 0912-3541698 榆林市高新开发区桃李路（榆林中学东侧）

12 神木县教师进修学校 刘彦 0912—8352999 神木县城人民路北侧教育中心院内

13 定边县教师进修学校 刘永红 0912-4229436 定边县中国人民银行定边支行西侧

14 榆阳区教师进修学校 高静 18992281803 榆林市北大街285号

15 米脂县教师进修学校 杨君平 0912-6221154 米脂县东大街36号教师进修学校

16 横山县教师进修学校 韩国飞 0912-7662868 横山县教师进修学校

17 临渭区振华培训学校 田鹏军 0913-2099209 渭南市南塘街渭南职业中专

18 陕西经贸管理专修学院 马朝霞 0915-3321456 安康高新开发区

19 汉中公诚科技职业培训学校 陈莉 0916-2216506 汉中市北团结街春光华都三楼

20 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鄢成立 0916-2886476 汉中市34号信箱（中航工业陕飞员工培训中心）

21 宝鸡中山专修学院 杨周平 0917-3225353 宝鸡市汉中路222号付1号

22 铜川职业技术学院 林岗 0919-3589028 铜川新区朝阳西路铜川职业技术学院教学南楼一
层

23 铜川市计算机专业学校 武爱莉 0919-2390007 铜川市川口路9号

24 西安航空职工大学宝成工学院 江晓清 13992768677 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益门堡1号

25 西安航空职工大学庆安工学院 高宏 029-84635095 西安市莲湖区团结北路31号

26 〇一二基地技工学校 谢玲 18391609090 汉中市经济开发区北区陈仓路

27 子洲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张维德 15029726016 榆林市子洲县城关镇姚家边村

28 浙江省省级机关职工业余大学 张鹏 0571-88864820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405号

29 湖州师范学院 戴洪坤 0572-2599769 湖州市学士路1号

30 嘉兴广播电视大学 沈建华  0573-82312295 嘉兴市大新路131号

31 宁波海曙新世纪教育进修学校 周永花 0574-87500610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832号

32 温岭市太平社区教育学院 张肖丽 0576-86145003 温岭市人民东路职教城内（市公安局旁）

33 义乌市职工学校 陶孝英 0579-85535270 义乌市义稠城街道乌市车站路13号

34 郑州金水惠文教育培训学校 柴文颖 0371-66933231 郑州市金水路99号建达大厦603室

35 河南省工业科技学校 秦梦晖 0373-5038835 新乡市化工路14号

36 河南城建学院 于修涛 0375-3673580 平顶山市新城区明月路

37 南阳农业干部学校 李卫东 0377-63207980 南阳市丝织厂后街11号

38 焦作自修学院 秦燕燕 0391-2922020 焦作市新华街与烈士街交叉口西北角

39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新疆工程学院 王海峰 0991-7736215
乌鲁木齐市南昌路236号新疆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成
教院

40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新余市分校 杨艳芬 0790-6418487 新余市狮峰中路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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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江西省人才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李雪萍 0791-88500806 南昌市北京西路437号

42 上饶广播电视大学 张乙 0793—8167966 上饶市信州区水南街330号

43 江西省通用职业培训学校 王志文 0799—6668775 萍乡市跃进南路2号

44 赣州星华应用技术职业学校 方键 0797—8316003 赣州市红旗大道86号

45 江西科技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余炼 0791—88500996 南昌市经济开发区下罗财院五栋

46 景德镇高等专科学校 戴勤 0798-8288789 景德镇市新村西路244号

47 南昌成才科技职业培训学校 吴征 0791-88500636 南昌市青山湖区学院路158号

48 宜春市人才教育培训学校 易程铖 0795-3608688 江西省宜春市宜春北路128号

49 江西浩博培训学校 刘德柱 0796-8266819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大道170号东方巴黎八楼

50 九江开放职业培训学校 应学春 0791-87683587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东路320号

51 天水新科技专修学院 丁治乾 0938-8384406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迎宾路6号

52 兰州电子工业学校 张世界 0931-4904967 兰州市城关区雁儿湾路211号

53 辽宁省 沈阳市世纪星朗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白洁 024-88471205 沈阳市和平区总站路81号七楼

54 山西省铁路工程学校 闫凯 0354-5224183 晋中市祁县东风路96号

55 太原科技大学运城工学院 胡秀丽 0359-6381841 运城市中银大道北36号

56 柳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校 唐荣敏 0772-2620017 柳州市东环大道129号(广西工学院正对面)

57 北海市企业管理培训学校 贾利 0779-3082668 广西北海市贵州南路53号科技创业中心11楼

58 无锡市现代远程教育中心 吕国宏 0510-88656001 无锡市新民路119号

59 丹阳市启明培训中心 张茹 0511-85895892 丹阳市云阳镇公园路56号

60 吴江市职业培训指导中心 沈明伟 0512-63458240 吴江市松陵镇永康路452号

61 苏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张燕 0512－65517003 苏州新区塔园路68号

62 宝应职业教育中心校 梁传建 0514-88989555 扬州市宝应经济开发区宝胜路

63 徐州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 段素从 0516-83628102 徐州市三环西路

64 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 于占得 0518-85801661 连云港市新浦区繁荣路利民巷6号

65 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校 李凤花 0518-86292751 连云港市赣榆县青口镇环城南路

66 常州工学院 吴敏刚 0519-85990502 常州市西新桥二村常州工学院成教院

67 云南省 云南财税管理学院 李凤芬 0871-63642881 昆明市五一路68号国防大厦十楼

68 西北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 区然然 0755-86687955 深圳市高新区南区虚拟大学园A401室

69 东莞市南方科技培训院 林笑琴 0769-23022018 东莞市莞太路34号

70 邯郸市工业学校 赵丹 0310-2035885 邯郸市和平路490号

71 石家庄经济职业学院 吕忠强 0311-88247908 石家庄市正定县常山西路47号

72 安徽新华学院 吴宏东 0551-65872996 合肥市高新开发区望江西路555号

73 阜阳工业经济学校 孙道远 0558-2563936 阜阳市顺昌路37号

74 湖南省 郴州职业技术学院 梁瑞华 0735-2322137 郴州市苏仙区郴州大道8号

75 四川省 成都中信职业技术学校 李寒冰 028-85588226 成都市青羊区小南街109号西府少城3-1-2203室

76 青海省 青海民族大学 严守森 0971-8807705 西宁市八一中路曹二路53号青海民族大学南校区

77 黑龙江省 哈尔滨东安工学院 张庆 0451-86573453 哈尔滨市平房区集智街19号

78 湖北省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 曹松 027-51356215 武汉市洪山区民院路15号

79 海南省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闫豫 0898-88348199 三亚市凤凰路218号

80 山东省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沃尔经贸专修
学校

王子斌 0532-86886124 青岛开发区井冈山路658号紫锦广场1101室

81 内蒙古 赤峰学院 尤鑫磊 0476-8884685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宁澜路（原商校北院）赤峰
学院成教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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