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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江苏 山东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安徽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北 广西 贵州 海南 河南 湖南 云南 四川 陕西 重庆 甘肃 

宁夏 青海 新疆 军校 北京地区联系方式清华大学地址：北京

海淀区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00084 咨询电

话：62781181，62773824，62782192 传真：62770325电子邮件

：yjszb@mail.tsinghua.edu.cn北京大学电话： 010-62751354 地址

： 北京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红二楼2101室2102室2106

室 邮编： 100871 邮箱： Email： grszsb@pku.edu.cn 中国地震

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地址：北京海淀区民族大学南路5号邮编

：100081电话：010-68415364传真：010-68415372电邮

：maogm@cdsn.org.cn 或 maogm@sina.com北京工业大学Email:

graduate@bjpu.edu.cn联系电话：(010)67391600邮政编码 

：100022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北京林业大学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35号 邮政编码: 100083电 话:

62338380 联系人: 王国柱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通讯地址：北

京市275信箱73分箱 邮政编码：102413联系人： 范崇民 联系

电话：(010)69357800 传真：(010)69357008 Email:

luyl@iris.ciae.ac.cn装甲兵工程学院学院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长

辛店杜家坎21号邮政编码100072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

室 联系人：庞磊联系电话：010-66717273(民线) 0201-717273(

军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联系电话：010-82682512北京大学

医学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8号，邮编：100083电 话:



(010)62092338北京师范大学E-Mail：yzhb@bnu.edu.cn 单位代

码: 10027地址:北京市新外大街19号 电话:(010)62208156邮政编

码: 100875 联系人:李爱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咨询电话

：01064492202 北京中医药大学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11号 

电话：010－64286502邮政编码：100029 邮箱：

jwczsb@bjucmp.edu.cn传真： (010)64286231北京外国语大学通

讯地址：北京外国语大学研招办 邮政编码：100089电话：010

－88816246邮箱： bwyjsb@mail.bfsu.edu.cn中国人民大学电话

： 010-62515340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59 号中国人

民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编： 100872邮箱：

yzhaoban@ruc.edu.cn传真： 010-62515340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联

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7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

招生办公室邮政编码：100083联系电话：010-82332497

或010-82316033 传真：010-82328059E-Mail

：yzbbuaa@buaa.edu.cn北京理工大学语音咨询电话

：010-68948058邮政编码：100081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

关村南大街5号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E-mail

：yjszb@bit.edu.cn中国政法大学Email地址

：zfyz@moon.bjnet.edu.cn 单位代码: 10053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

西土城路25号电 话: 010-62229315邮政编码: 100088首都师范大

学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68902679 联 系 人: 宋军 中国农业大学地 址: 北京市海

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094 通讯信

箱:gradban@mail.cau.edu.cn 北方交通大学电话(传真)

：010-51688153 电子邮件：yjsy@center.njtu.edu.cn(校外)

bfyjszb@west.njtu.edu.cn(校内)中央民族大学电话:010-68932544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7号 邮政编码:100081 E-mail:

cungra@sohu.com华北电力大学(北京)通信地址：北京德胜门

外朱辛庄华北电力大学(北京) 邮政编码：102206E_mail地址

：yzblw@public3.bta.net.cn北京工商大学电话：010-68904643工

作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11号邮编：100037E-mail

:yjsc@pub.btbu.edu.cn 北京邮电大学Email:

yanzhaoban@bupt.edu.cn Tel: 010-62282136、62285173北京体育

大学单位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大街 邮政编码

：100084联系人：李静 电话：010-62989361首都医科大学地 

址: 右安门外西头条10号 邮政编码: 100054联系电话：63051277

，63051214，63058753 传真：63051241 联 系 人: 王涛、张蕊杰

电子信箱：shydyan@cpums.edu.cn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地 址: 北

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电 话: 010-83903086 

联 系 人: 章小辉E-mail: gadyjs@263.net北京电影学院联系电话

：010-82040499 或82048899－485中央戏剧学院地址：北京市

东城区东棉花胡同39号邮 编：100710 电话：010-84037134北京

物资学院联系电话:(010)89534461 联 系 人:高扬北京印刷学院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 邮政编码： 102600电话：010-69200512 

联系人： 杨平 广东地区联系方式华南理工大学通信地址：广

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81号 邮政编码：510640联系电话

：(020)87113401 传真：(020)87110608Email：adyzb@scut.edu.cn

湛江海洋大学地 址：广东省湛江市解放东路40号 邮政编码

：524025 电 话：(0759)2362490 电子信箱：yjs@zjou.edu.cn 五

邑大学联系地址：广东省江门市五邑大学研究生办公

室(529020) 联系人：王老师、张老师 E-mail: yjs@wyu.edu.cn 传

真: 0750-3296180 电话：0750-3296182、3296181、3296180汕头



大学联系人：姚 红、顾向欣地址：广东省汕头市大学路243号

邮编：515063Email：o_yjsc@stu.edu.cn电话:(0754)2902424 传真

：(0754)2902435广东工业大学联系电话：(020)37626436,

37626505, 37627201 电子信箱：jdyx@gdut.edu.cn 联系人：陈老

师广州医学院邮政编码：510182 地址：广州市东风西路195号 

联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 电话：020-81340542广州中医药大

学联系电话：(020)86591233--2497深圳大学通讯地址：广东省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电话

：(0755)26536177 邮政编码：518060中山大学地址：广州市新

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510275电话：(020)84111686暨南大学

邮政编码：510632 地址：广州市石牌联系电话：020-85223790 

电子邮件：oyzb@jnu.edu.cn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地址：广州市

白云大道北2号邮编：510420 电话：020-36207044 E-mail:

gpyjsc@gdufs.edu.cn广州大学地址：广州市广园中路248号 邮

政编码：510405联系人：詹东歌 联系电话：86397543深圳大

学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大学研究生办公室 邮

政编码：518060联系电话：(0755)6536177华南农业大学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 邮政编码：510642电话：020-85280066 联系

人：蒋小明华南师范大学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石牌 邮政编码

：510631电话：020-85211115，85213863 联系人：陆蕴平、何

建辉第一军医大学地址：广州市同和第一军医大学 邮政编码

：510515电话：020－61648036 联系人：邢晓辉E-Mail:

xhx@fimmu.edu.cn广东医学院地址：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文

明东路2号 邮政编码：524023电话：(0759)2388524 传真号码

：0759－2284104E－Mail：gdmcyjsk@gdmc.edu.cn 天津地区联

系方式天津工业大学地址：天津市程林庄路63号天津工业大



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编：300160E-mail

：yjsb@mail.tjpu.edu.cn 联系人：管宝云电 话：(022)24528016 

传 真：(022)24528016天津科技大学地址：天津市河西区大沽

南路1038号 邮政编码：300222E-mail： yjsh@tust.edu.cn联系人

：王振声、李海芳 联系电话：(022)28193602，28193603天津

大学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 邮政编码: 300072电 话:

022-27406405 联 系 人: 李建明 王连英南开大学地 址：天津市

南开区八里台 邮政编码：300071电 话：022－23502121 联系人

：研招办天津师范大学地 址: 天津市河西区卫津路241号 邮政

编码: 300074电 话: (022)23540628 联 系 人: 封旭红天津医科大

学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气象台路22号 邮政编码: 300070电话:

022-23542747 联系人: 赵秀华天津外国语学院地址：天津市河

西区马场道117号 邮政编码：300204电话：022－23280352 传

真：022－23288281E-mail: postgraduate@eyou.com天津音乐学

院地址：天津河东区十一经路五十七号 邮编：300171 咨询电

话：24160044 电子邮箱：yjsbu@tjcm.edu.cn 河北地区联系方式

军械工程学院通信地址：石家庄市军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处 邮

编：050003 电话：0311-7992123 联系人：马丽嘉河北大学地 

址: 河北省保定市合作路88号 邮政编码: 071002电 话:

0312-5079489 联 系 人: 翟亚军燕山大学联系人：王凤兰 电话

：0335－8057077地址：秦皇岛河北大街西段438号 邮政编码

：066004 河北师范大学地 址: 石家庄市裕华路265号 电 话:

6049941-86314邮政编码: 050016 联 系 人: 朱秀烨石家庄铁道学

院邮政编码：050043 地址：石家庄市北环东路15号电话

：0311-7935136 联 系 人：杨 茜华北电力大学联系地址：河北

省保定市青年路204号 邮政编码：071003 联系电话



：0312-5024951-2636联 系 人：戴民 王海萍 E-MAIL

：hdyzb@163.com河北农业大学联 系 人: 张彩霞 电 话:

0312-2091303地 址: 保定市灵雨寺街38号 邮政编码: 071001 上

海地区联系方式复旦大学地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邮政编

码：200433；电话：(021)65642673或65643991；传真

：(021)65644159；Email：gs_admission@fudan.edu.cn同济大学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1239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

－65982944 传真：021－65988292 E-mail

：yangjuan@gs.tongji.edu.cn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1882号 邮编：200051 电话：021－62373355 传

真：021－62194241 E-mail：gs@dhu.edu.cn华东理工大学地 址

：上海市梅陇路130号 邮政编码：200237电 话：021-64252453 

传 真：021-64253013 E-mail：yzs@ecust.edu.cn 联 系 人：杨老

师华东师范大学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联系电话：021-62232921上海财经大学地址：上海市中山北一

路369号邮政编码：200083 联系电话：(021)65160312 65362022

电子信箱：yzb@mail.shufe.edu.cn上海交通大学地址：上海市

华山路1954号，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编：200030

电话：021－62821069，62932423 传真：021－62822678E-mail:

gschool@mail.sjtu.edu.cn上海大学地 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

路99号 邮政编码：200436 电 话：021－66133763 联 系 人：叶

红上海师范大学联系地址：上海市桂林路100号上海师范大学

研究生处 邮 编：200234 联系电话：64322314 联 系 人：顾绍

泉上海海运学院地址： 上海市浦东大道1550号 邮政编码

：200135 电话： 021－68537753 传真： 021－68537753 联系人

： 蔡荣 卞凤珍 电子信箱：yzb@shmtu.edu.cn上海外国语大学



地址：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 邮政编码：200083电话

：021-65421261上海水产大学地址：上海市军工路334号 邮政

编码：200090 电话：021-65710727Email:yjiang@shfu.edu.cn 联

系人：蒋宇华东政法学院地址：上海市万航渡路1575号 邮政

编码：200042电话：021-62071672 联系人：郑雁秋 江苏地区联

系方式河海大学地址：南京市西康路1号 邮政编码：210098电

话：025-3786303 联 系 人：高雪梅解放军理工大学邮编

：210007 地址：南京市白下区海福巷1号 联系人：张 华 电话

：(民)025－4876268转64061 (军)050164061 电子信箱:

yzb64035@sohu.com南京林业大学E-mail: grad2@njfu.edu.cn地 

址：南京龙蟠路新庄 邮政编码：210037电 话：025-5427772 联 

系 人：曹 扬南京大学E-mail地址：sszs@grawww.nju.edu.cn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讯地址：南京市御道街29号 邮政编码

：210016 电话：(025)4892487；E-mail：gsdzs@nuaa.edu.cn江苏

大学地址： 江苏省镇江市 邮编： 212013 电话： 0511-8780086 

传真： 0511-8780086 电子信箱： yanzb@ujs.edu.cn 联系人： 方

莉莉南京师范大学联系人：黄德峰 王正平联系地址：南师大

研招办(随园校区) 邮编：210097电话：0253598152南京医科大

学E-mail:yjsc@njmu.edu.cn地 址：南京汉中路140号 邮政编码

：210029 电 话：025-6662689 联 系 人：叶新海 南京邮电学院

通讯地址:南京新模范马路66号 邮政编码:210003电话:

(025)3492350 传真: (025)3492256电子信箱：yjsb@njupt.edu.cn中

国矿业大学地 址：徐州市翟山 邮政编码：221008电 话

：0516-3885990 联 系 人：闫永焱南京理工大学联系电话

：025-4315498地址：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招生办(210094)南京

工业大学地 址：南京市新模范马路5号 邮政编码：210009电 



话：025-3316755-2250 联 系 人：季明南京农业大学联系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卫岗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邮政编码

：210095联系人：江惠云，联系电话：025-4395345(Fax)Email

：yjszs@njau.edu.cn南京中医药大学地址：南京市汉中路282号

邮政编码： 210029 电话：(025)6798048 联系人： 王为

群E-mail:yjsb@njutcm.edu.cn 苏州大学E-mail:yjsbzr@suda.edu.cn

电话:(0512)5112544,5112816,5112546，5112065

，5112066,5112257，5112207，5223359传真:(0512)5112065

，5112816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苏州大学校本部蕴秀楼二

、三楼邮编：215006扬州大学通讯地址：扬州大学研究生

处(225009)电话：0514-7971866 E-mail:yjszs@yzu.edu.cn徐州师

范大学通讯地址：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师范大学泉山校区邮政

编码：221116电话：0516-3403083 联系人：蒋涛E-mail

：yjsc@xznu.edu.cn东南大学地址：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

：210096Tel:025-3792452 Fax:025-3792593 E-Mail

：zhaoban@seu.edu.cn江南大学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惠河路170

号邮编：214036Email：yjsb@wxuli.edu.cn南京气象学院地址：

南京市浦口区盘城新街114号 邮编：210044电话：(025)

8731201 联系人：梁 成电子信箱：yjsb@njim.edu.cn 山东地区

联系方式莱阳农学院E-mail: yzb@lyac.edu.cn电话、传真

：0535-7332598 联系人：陈玉珍地址：山东省莱阳市文化路65

号 邮编：265200 青岛建筑工程学院地址：青岛市抚顺路11号

青岛建筑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 编：266033 电话

：0532-5071303、5071138E-mail：yjshk@qdiae.edu.cn山东大学

电话：0531-8564334、8364334 Email地址：Yzb@sdu.edu.cn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 邮政编码：250100联系部门



：山东大学研招办 联 系 人：徐先蓬山东师范大学地 址：济

南市文化东路88号 邮政编码：250014电 话：0531-2962804 联 

系 人：王敬政山东理工大学E-mail：yjsc@zbu.net.cn ,

yjzp@zbu.net.cn地 址：淄博市张店区张周路12号 邮政编码

：255049电 话：0533-2782143 联 系 人：杜清玲山东农业大

学E-mail: yjsc@sdau.edu.cn地 址：山东省泰安市 邮政编码

：271018电 话：0538-8242639 联 系 人：宋加木山东中医药大

学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53号 邮政编码：250014电 话

：05312613116 联 系 人：孙英新济南大学E-mail:

zcm_zzz@sina.com地址：济南市济微路106号 邮政编码

：250022电话：0531-2765949或7150906 联 系 人：周长民 青岛

大学E-mail：gradqdu@public.qd.sd.cn地 址：青岛市宁夏路308

号 邮政编码：266071电 话：0532-5874377 联 系 人：张辉青岛

海洋大学E-mail地址：hdyzb@mail.ouqd.edu.cn地 址：青岛市

鱼山路5号 邮政编码：266003电 话：0532-2032255烟台大学单

位地址：烟台市莱山区 邮政编码：264005 传真

：(0535)6903201 联系电话：(0535)6902239Email:yzb@ytu.edu.cn

联系人：成强山东建筑工程学院电子信箱：yjsk@sdai.edu.cn 

地址：山东.济南.和平路47号 邮政编码：250014 电话

：0531-6417430、6417551 联 系 人：全锦、杨琪青岛科技大

学E-mail: kdyjs@qust.edu.cn 传真：0532-4022989地 址：青岛市

郑州路53号 邮政编码：266042电 话：0532-4022989 联 系 人：

陈树新烟台师范学院E-mail: wyg@ytnc.edu.cn 或

yuguow@263.net地 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世学路 邮政编码

：264025电 话：0535-6672814 联 系 人：武玉国聊城大

学E-MAIL：yjsc@lctu.edu.cn地 址：山东省聊城市文化路34号 



邮政编码：252059电 话：0635-8238845 联 系 人：李承虎曲阜

师范大学地 址：山东省曲阜市 邮政编码：273165电 话

：0537-4455327 联 系 人：李志广泰山医学院E-mail地址

：yjsb@tsmc.edu.cn 地址：山东省泰安市迎胜东路2号 邮政编

码：271000电话：0538-6222218 联系人：李建民山东经济学院

地 址：济南市燕子山东路4号 邮政编码：250014电 话

：0531-8525292 联 系 人：顾月琴山东轻工业学院地址：山东

省济南市二环东路999号(原黄台北路23号)邮政编码：250100

联系人：姜文明 电话：(0531)8619835E-mail：yjsb@sdili.edu.cn 

石油大学(华东)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北二路271号 邮编:257061 

电子信箱:sdyzb@hdpu.edu.cn联系电话:0546-8392496 青岛建筑

工程学院联系人：薛宏蕊 周小军 联系电话

：05325071303E-mail: yjshk@qdiae.edu.cn 山西地区联系方式太

原科技大学地址：山西太原万柏林区瓦流路138号 邮政编码

：030024电话：0351-6220486 传真：0351-6223381E_Mail

：yjszsb@tyust.edu.cn 联系人：王二才 山西师范大学地 址: 山

西省临汾市贡院街一号 邮政编码: 041004电 话: (0357)2051078

太原理工大学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79号 邮政编码:

030024电话: 0351-6010370 传真：0351-6018320 E-mail:

yjsb@tyut.edu.cn 联系人: 曹京华山西大学地址: 太原市坞城

路36号 邮政编码: 030006电话: (0351)7011714 联系人: 曹利军 崔

文奎山西财经大学联系人：李敏 传真：0351-7223084 联系电

话：0351-7236184，7924345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南内环

街339号 邮政编码：030012 E-mail: sxfepuo@public.ty.sx.cn山西

农业大学地址: 山西省太谷县 邮政编码: 030801电话:

0354-6288227 联系人: 赵安萍 内蒙古地区联系方式内蒙古大学



地 址: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235号 邮政编码: 010021电 话:

0471-1600022 联 系 人: 乔宏刚内蒙古农业大学地 址: 呼和浩特

市昭乌达路306号 邮政编码: 010018电 话: 0471-4309337 联 系 

人: 王翠兰内蒙古师范大学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南街123号 

邮政编码: 010010电 话: 0471-6203301 联 系 人: 乌日娜内蒙古工

业大学咨询电话：0471-6576340/6513739 报名地址：内蒙古工

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新教学楼315） 联系人：周文学

EMAIL：yjsc@impu.edu.cn 辽宁地区联系方式辽宁大学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66号 邮政编码：110036 电话

：024-86745823 联系人：郭鹏程大连理工大学地址： 大连市

甘井子区栾金村 邮政编码：116024 电话：0411-4671133

，4708338 联系人：韩连玉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地址：辽宁省沈

阳市皇姑区塔湾街83号 邮政编码：110035联系电话

：02486982252 联 系 人：杨涛东北大学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

文化路3号11号 邮政编码：110006电 话：024-23968667联 系 人

：牟宏大连海事大学地址：大连市凌海路1号 邮政编码

：116026 联系电话：0411-4728329 联系人：吴冬冰大连水产学

院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 邮政编码：116023联系电话

：0411-467155-387 联系人：李俊柱东北财经大学地址：大连

黑石礁尖山街217号 邮政编码：116025电 话：0411-4101347 联

系人：李时敏沈阳工业大学地址：沈阳市铁西区星华南街58

号 邮编：110023联 系 人：高慧萍 电 话：024-25416273-2121辽

宁工学院地址：辽宁锦州古塔区士英街169号 邮政编码

：121001电话：0416-4141179 联系人:张少忠沈阳建筑工程学

院地址：沈阳市东陵区文化东路17号 邮编：110015 电话

：024-24220622 联系人：笪可宁E-mail:zhb@tjmyarts.edu.cn大



连外国语学院地址：大连市中山区延安路94号 邮编：116002

电话：0411-2803121-6225 联系人：刘姣陈大连铁道学院地址

：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794号 邮政编码：116022电话

：0411-4604323-2237 联系人：倪承普沈阳体育学院地 址：沈

阳市皇姑区泰山路11号 邮政编码：110032电 话：024-86893645

联 系 人：周成林鲁迅美术学院地址：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

好街十九号 邮编：110004电话：024-23890395 23890043 联系人

：李志民渤海大学地址：辽宁省锦州市凌河区解放路五段27

号电话：04168998237 邮编：121003沈阳航空工业学院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北大街52号 邮政编码：110031 电话

：024-86122952 联系人：杨晓光沈阳工业学院地址；沈阳沈

河区文化路81号 邮政编码：110015 电话：024-83890149 联系

人：杨云川鞍山钢铁学院地址：鞍山市铁东区南中华路49号 

邮政编码：114002 电话：0412-5597539 联系人：王洪君辽宁工

程技术大学地址：阜新市海州区中华路47号 邮政编码

：123000 电话：0418-3350462 联系人：刘朋虎抚顺石油学院 

地址：抚顺市望花区丹东路西段1号 邮政编码：113001 电话

：0413-6650453 联系人：黄伟沈阳化工学院地址：沈阳市铁

西区爱工南街11号 邮政编码：110021 电话：024-25681385 联

系人：黎前跃大连轻工业学院 地址：大连市甘井子区轻工

院1号 邮政编码：116034 电话：0411-6307820 联系人：韩君沈

阳农业大学地址：沈阳市东陵路120号 邮政编码：110161 电话

：024-88421123 联系人：李丽中国医科大学地址：沈阳市和

平区北二马路92号 邮政编码：110001 电话：024-23251089 联

系人：薛东伟锦州医学院地址:锦州市宋坡路3段40号 邮政编

码：121001 电话：0416-4581335 联系人：赵平大连医科大学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5号 邮政编码：116027 电话

：0411-4720085 联系人：高岩松辽宁中医学院地址：沈阳市

皇姑区崇山东路79号 邮政编码：110032 电话：024-86811194 

联系人：吕冠华沈阳药科大学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路103

号 邮政编码：110015 电话：024-28343711-3276 联系人：田丽

娟辽宁师范大学 地址：大连市黄河路850号 邮政编码：116029

电话：0411-4258725 联系人：苏泉仁沈阳师范学院 地址：沈

阳皇姑区黄河北大街253号 邮政编码：110034 电话

：024-86592505 联系人：温凤媛锦州师范学院地址：锦州市

凌河区解放路五段27号 邮政编码：121003 电话：0416-2823567

联系人：高航沈阳音乐学院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61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话：024-23894467 联系人：蒋雪丽中科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中山路457号 邮政

编码：116023 电话：0411-4800252 联系人：孙晓珊中科院沈阳

应用生态研究所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72号 邮政编码

：110015 电话：024-83910306 联系人：陈梅中科院沈阳计算机

技术研究所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100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话：024-23894821 联系人：丁健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地址：沈阳市文化路72号 邮政编码：110015 电话

：024-23998273 联系人：周峰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地址

：沈阳市南三好街90号 邮政编码：110003 电话：024-23399289

联系人：李德胜冶金部鞍山热能研究所地址：鞍山市铁东区

绿化街43号 邮政编码：114004 电话：0412-5839324 联系人：

程素颖沈阳铸造研究所地址：沈阳市铁西区云峰南街17号 邮

政编码：110021 电话：024-25869905 联系人：蒋国兴航空工业

总公司601所地址：沈阳市725信箱教育中心 邮政编码



：110035 电话：024-86722541-642 联系人：宋冶光航空工业总

公司606所地址：沈阳428信箱69号 邮政编码：110015 电话

：024-24820057-2491 联系人：郭建设航空工业总公司626所地

址：沈阳市701信箱 邮政编码：110034 电话：024-86521904 联

系人：韩辉煤科院抚顺分院地址：抚顺市望花区丹东路西段8

号 邮政编码：113001 电话：0413-6667468 联系人：李国玉沈

阳化工研究所地址：沈阳市铁西区辽东路8号 邮政编码

：110021 电话：024-25852344 联系人：乔阳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地址：大连市中山区小龙街1号 邮政编码：116018 电话

：0411-2682405-70723 联系人：于志良 吉林地区联系方式长春

工业大学联 系 人：唐立山 电 话：0431-5921843邮 编：130012 

地 址：长春市延安大街17号E -mail：yzb@mail.ccut.edu.cn吉林

大学E-mail ：jdyzb@jlu.edu.cn联系电话:0431-5682320-93608 传

真：0431-5687516地 址：长春市前卫路10号 邮 编：130012 联

系人：顾小威东北师范大学E-mail信箱：yzb@nenu.edu.cn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38号 邮政编码：130024电 话

：0431-5269608 联系人：赵晓东长春理工大学E-MAIL

：custyzb@cust.edu.cn 地址：长春市卫星路7089号 邮政编码

：130022电话：0431-5380204 传真：0431-5380204 联 系 人：胡

凤雏北华大学地址：吉林省吉林市北京路一号, 邮政编码

：132001电话： 0432－4671518 联系人：宋文刚延边大学地 址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977号 邮政编码：133002 电 话

：0433-2732079 传真：2719618 联系人：朱彪东北电力学

院E-mail：sjd872@yahoo.com.cn地址：吉林市长春路169号 邮

政编码：132012 电话：0432-4806432 传真：0432-4806432 联系

人：宋景东 吉林农业大学E-mail:yjsb@jlau.edu.cn 地址：长春



市新城大街2888号 邮政编码：130118 电话：0431-4533049 传

真：0431-4533049 联系人：彭雨石 长春中医学院地址：长春

市净月旅游经济开发区博硕路1035号 邮编：130117 电话

：0431-6172410 传真：0431-6172258 联系人：李老师吉林师范

大学E-mail:wsy118646@sina.com地址：四平市师院路8号 邮政

编码：136000 电话：0434-3291942 联系人：刘春雷长春税务学

院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3646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话

：0431-8919931-3008 传真：0431-8970405 联系人：赵淑明吉林

艺术学院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街11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话

：0431-5643220-5012 传真：0431-5643767 联系人：刘振华中科

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E-mail:yjsb@ciac.jl.cn地址：长春市人民

大街5625号 邮政编码：130022 电话：0431-5684038-5427 传真

：0431-5685653 联系人：邢晶 中科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地址：

长春市工农大路16号 邮政编码：130021 电话：0431-5542202 

传真：0431-5652931 联系人：王老师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

械与物理研究所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40号 邮政编码

：130022 电话：0431-5684692-2207 传真：0431-5699971 联系人

：侯小祯中共省委党校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35号 邮政编码

：130012 电话：0431-5188506 联系人：孙莉长春生物制品研究

所科研处E-mail：ccibp1972@163.com地址：长春市生物制品

研究所 邮政编码；130062 电话：0431-7821515 联系人：耿兴

涛 解放军军需大学教务处地址：长春市西安大路175号 邮政

编码：130062 电话：0431-7981370 联系人：崔成锐吉林建筑工

程学院E-mail:jljyan@mail.jl.cn地址：长春市红旗街1129号 电话

：0431-5935220 联系人：谢明辉 黑龙江地区联系方式哈尔滨

工程大学地址：哈尔滨南岗区文庙街 邮政编码：150001 电话



：0451-2519679 联系人：钟纬东 黑龙江大学地址：哈尔滨南

岗区学府路74号 邮政编码：150080 电话：0451-6609111 联系

人：朱佶东北林业大学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26号 邮

政编码：150040 电话：0451-2190342 联系人：李英哈尔滨医科

大学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邮政编码：150086 电话

：0451-6671349 联系人：袁重胜 哈尔滨工业大学地址：哈尔

滨市西大直街92号 邮政编码：150001 电话：0451-6415254 联

系人：贾云刚东北农业大学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公滨路 邮

政编码：150030 电话：0451-5390398 联系人：秦小秋佳木斯大

学地址：佳木斯市德祥街 邮政编码：154002 电话

：0454-8780465 联系人：邱宏斌 哈尔滨商业大学地址：哈尔

滨市道里区通达街138号 邮政编码：150076 电话

：0451-4844242 联系人：曲胜恩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地址：

黑龙江省密山市裴德镇 邮政编码：158308 电话：0453-5070063

联系人：耿国森哈尔滨师范大学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

路50号 邮政编码：150080 电话：0451-6305534 联系人：徐学

勤哈尔滨理工大学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52号 邮政编

码：150080 电话：0451-6671849 联系人：张凤斌大庆石油学院

地址：黑龙江省安达市 邮政编码：151400 电话：0459-4654064

联系人：韩国有 齐齐哈尔大学地址： 齐齐哈尔市文化大街30

号 邮政编码：161006 电话：0452-2712008 联系人：藤永富黑

龙江中医药大学地址： 哈尔滨市动力区和平路24号 邮政编码

：150040 电话：0451-2117842 联系人：蒋希成哈尔滨焊接研究

所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和兴路111号 邮政编码：150080 电话

：0451-6336086 联系人：张文良航空工业总公司627所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曼街2号 邮政编码：150001 电话



：0451-2511483 联系人：郭庆文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9号 邮政编码：150080 电话

：0451-6661125-447 联系人：韩玉玖哈尔滨船舶锅炉涡轮机研

究所地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红旗大街108号 邮政编码：150036

电话：0451-5650888-2025 联系人：黄昌麒黑龙江省中医研究

所地址： 哈尔滨市香坊区三辅街142号 邮政编码：150036 电

话：0451-5653086-3024 联系人：杨雪艳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友谊路501号 邮政编码：150076 电话

：0451-4627435 联系人：张景环黑龙江省科学院地址：哈尔

滨市南岗区中山路164号 邮政编码：150001 电话

：0451-2623691 联系人：孙超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地址： 哈

尔滨市南岗区清滨路74号 邮政编码：150080 电话

：0451-6323074 联系人：李天珠 安徽地区联系方式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地 址：安徽 合肥 金寨路96号 邮政编码：230026电 

话：0551-3602925 联 系 人：陈宇安徽师范大学地 址：安徽省

芜湖市北京东路1号 邮政编码：241000电 话：0553-3869255 联 

系 人：周伍安徽大学电话:(0551)5106505 FAX:(0551)5107048 地

址:合肥市肥西路3号安徽大学校本部老图书馆西一楼邮编

：230039 联 系 人：洪仁杰安徽工业大学地址：安徽省马鞍山

市湖东路 E-mail：yjsbxwb@mail.ahut.edu.cn电话

：0555-2400612 2400730 2400731合肥工业大学地址：安徽省合

肥市屯溪路193号 邮编：230009电话：(0551)2901228 传真

：(0551)2901228安徽财贸学院地址：安徽省蚌埠市宏业路243

号 邮编：233041 电话：(0552)3112004 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342号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

：230037联系人：韩帮春 电话：(0551)5562156-66112(地方线)



，(0581)66112(军线) Email：yjsc@eei.edu.cn皖南医学院地址：

安徽省芜湖市芜宁路2号 邮政编码：241001电话

：0553-3832468-6336 联系人：章筱群蚌埠医学院地址：安徽

省蚌埠市治淮路801号 邮政编码：233003 电话

：0552-30664122183/2194 联系人：赵元

勤E-Mail:bykyc@mail.fm365.com 浙江地区联系方式浙江师范大

学地 址：浙江金华 邮政编码：321004电 话：0579-2282645 联 

系 人：朱建伟浙江工程学院地址：杭州市文一路118号 邮政

编码: 310033电话：(0571)88495034 传真：(0571)88495033

88495034 联系人：谭立章、姚群英 E-mail:yjs10338@zist.edu.cn

、yjs10338@sina.com温州医学院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州医学院

研究生部(邮编：325027) 电 话：0577-88813130、88831478 传

真：0577-88831478联 系 人：邵凯隽浙江工业大学咨询电话

：0571-88320517地址：杭州朝晖六区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部

研招办 邮编：310032 E-mali：yjsb-yzb@zjut.edu.cn浙江大学地

址：杭州浙大路38号 邮编：310027电话：0571-87951349杭州

师范学院地址：杭州市文一路222号 邮政编码：310036联系电

话：0571-88804128，88804041 传真：0571-88804041 联系人：

曹明富、陈海瑛E-mail：pdat@mail.hz.zj.cn杭州电子工业学院

地址：杭州市文一路115号 邮政编码：310037电话

：(0571)88809332 联系人： 曹春 E-mail：graduate@hziee.edu.cn

或 xwb@hziee.edu.cn杭州商学院电话：(0571)88802754

，88071024-8072地址：杭州市教工路149号 邮编：310035

EMAIL：Yjsb@mail.hzic.edu.cn 江西地区联系方式江西财经大

学E-mail：jxcdmba@jxufe.edu.cn地址：江西省南昌市 邮政编

码：330013联系部门：研招办 电话：07913816805联 系 人：章



蓉 舒 竞江西农业大学传真：0791-3813538；电子邮件

：jxndzyh@public.nc.jx.cn地址：南昌市昌北开发区 邮政编码

：330045电话：0791-3813311 联 系 人：钟永海南昌大学地 址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东路339号 邮政编码：330029电 话

：0791-8305073 联 系 人：王月琴江西医学

院E-Mail:yzb@jxmu.edu.cn 地 址：南昌市八一大道603号 邮政

编码：330006电 话：(0791)8603182 联 系 人：周丽萍 福建地区

联系方式华侨大学联系地址：福建泉州 华侨大学研招办 邮政

编码：362011 联系电话：0595-2692540 传真电话

：0595-2691575 电子邮件：hdyzb@hqu.edu.cn 福建师范大学单

位地址：福建福州仓山区，福建师大研招办，350007 联系电

话：(0591)3465314 电子信箱：fjsdyzb@163.net福州大学地址： 

福建省福州市工业路523号，邮政编码：350002电话

：(0591)7893458 联系人：刘松青，7894838 叶学飞E-mail信箱

：pgd@Fzu.edu.cn福建医科大学E-mail：yjsc@fjmu.edu.cn地 址

：福建省福州市交通路88号 邮政编码：350004电 话

：(0591)3569329 联 系 人：洪 霞厦门大学地址：福建省厦门

大学招生办 邮政编码：361005电话：0592-2186257 2186331 传

真：0592-2180256电子信箱：zsb@jingxian.xmu.edu.cn 福建中

医学院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五四路282号 邮政编码：350003电

话：0591-3570315 联 系 人：翁 锋福建农林大学地址：福州金

山福建农林大学研招办邮编：350002联系人：黄玲电话

：0591-3769584、0591-3789215传真：0591-3769584 陕西地区联

系方式西安交通大学地 址: 西安市咸宁路28号 邮政编码:

710049电 话: 029-2668329 联 系 人: 肖胜利长安大学地 址: 西安

市南二环路中段 电 话: 029-2334323邮政编码: 710064 联 系 人: 



赵建有西北大学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太白北路229号 邮政编码:

710069电 话: 029－8302210 联 系 人: 李 军西安理工大学电话

：(029)2312406 3235148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路5号 邮编

： 710048 传真: (029)3235148 电子信箱： yjsb@xaut.edu.cn 联 

系 人： 岳新利 乔凯宏 荆 红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联系人：赵玉

珍 E-mail：yjsh@xidian.edu.cn 电话：(029)8202415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邮政编码：710055 地址：西安市雁塔路13号电话

：(029)2202244 联系人：朱大丽Email

：xjdyjsb@pub.xaonline.com、 Yjsb@xauat.edu.cn 西北工业大学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邮政编码：710072， 联系

电话：(029)8493042，传真：(029)8491142E-mail:

yzb@nwpu.edu.cn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地 址: 陕西杨凌 邮政编码:

712100电 话: 029-7092313 联 系 人: 张静西安科技学

院E-mail:xkyyzb@xust.sn.cn邮政编码: 710054 地址: 西安市雁塔

中路58号电话: (029)5583845 联系人: 党天虎 西安工业学院电话

：(029)3208113，3209398Email: yanjiu@mail.xait.edu.cn邮政编码

：710032 地址：西安市金花北路4号联系人：雷亚萍西安石油

学院地 址: 西安市电子二路18号 邮政编码: 710065电 话:

(029)8382328 联 系 人: 杨彩鸽E_mail:yanzb@xapi.edu.cn西北政

法学院地 址: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南路300号 邮政编码: 710063电

话: 029-5385134 联 系 人: 王蓉莉、包西安工程科技学院E-mail

信箱：yanjiu@xaist.edu.cn联系电话：(029)2330076 传真

：(029)3216189 联系人：屈一斌 地址：西安市金花南路19号

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研究生部 邮政编码：710048 第四军医大学

联系人：李鹏 电 话：029-3374437邮 箱：lipeng1@21cn.com 湖

北地区联系方式中国地质大学电话：(027)87802157 联 系 人：



吕海燕电子信箱 ：yjs10491@cug.edu.cn 传真：(027)87482952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388号 邮政编码：430074武汉

大学联系人：王红杰 办公电话：027-87682332E-mail

：wdyzb@whu.edu.cn 地址：中国武汉珞珈山 邮编：430072 华

中科技大学联系电话：027-87542552 地址：武汉武昌珞瑜

路1037号 邮政编码：430074 E-mail:zhaoban@mail.hust.edu.cn华

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电话：027-83692916 地址：武汉市汉

口航空路13号 邮政编码：430030 E-mail:yzb@mails.tjmu.edu.cn

华中农业大学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狮子山 邮政编码

：430070 传真：(027)87395111电话：(027)87280470 联系人：

程永扬 郑红波武汉理工大学联系地址：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

招生办公室 邮编：430070 联系人：周文军、陶宏电话

：(027)87651413 传真：(027)87863980华中师范大学地 址：武

汉市武昌桂子山邮政编码：430079 联 系 人：罗怡平 电话

：(027)87673122 传 真：(027)87653127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地 址

：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114号 邮政编码：430060电 话

：02788044542武汉科技大学邮政编码: 430081 地址: 湖北省武

汉市青山区建设一路电话: 027-86841726 联系人: 宁 静E-mail

：YJSC@wust.edu.cn中南民族大学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

民院路5# 邮政编码：430074电话：027-87532123 联系人：张老

师湖北工学院E-mail:yjs@mail.hubpu.edu.cn地址：湖北省武汉

市武昌南湖 邮政编码：430068电话：027-88034021 联系人：王

伟 湖北中医学院联系电话：027-68889081 传真：027-68889082

联系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特1号E-mail

：yjsb@hbtcm.edu.cn广西地区联系方式桂林电子工业学院联

系地址：桂林市金鸡路1号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研究生部 联系



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773)5601377 电子信箱

：gsoff@gliet.edu.cn 贵州地区联系方式贵阳中医学院地 址：贵

州省贵阳市市东路50号 邮政编码：550002电 话：0851-5925971

联 系 人：杨静贵州大学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 邮政编

码：550025电 话：0851-3621706.3851376 海南地区联系方式海

南大学通讯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海南大学研究生处邮政编码

：570228联系人： 陈川栋、杨红 联系电话：(0898)66251735 

传真：66258369E-mail:yjs@hainu.edu.cn华南热带农业大学联系

地址：海南省儋州市华南热带农业大学研究生处 邮政编码

：571737联系人：林华电话：(0898)23300460 传真

：(0898)23300558E-mail：grad_scuta@yahoo.com.cn 河南地区

联系方式河南大学地址：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研

招办邮政编码：475001联系人：申淑丽老师咨询电话

：0378-2869091河南师范大学单位地址：新乡市建设路148号 

邮政编码：453002联系电话：(0373)3326186 联系人：岳崇兴 

梁书斌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信息工

程大学研招办 450002 E-mail: xdyjs@mail.edu.cn联系人：程鹏 

电话：0371-3530133郑州轻工业学院联系人：赵老师、李老

师E-mail: yzb@zzili.edu.cn电话(传真)：(0371)3556320、 3556922

邮政编码：450002 通讯地址：郑州市东风路5号 华北水利水

电学院通讯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郑花路20号华北水利水电学

院研招办邮政编码：450008 联系人： 毋红军 联系电话

：0371-5727655-3665河南中医学院地址：郑州市金水大道东

段 邮政编码：450008 电话：(0371)5998824 联系人：许永建 湖

南地区联系方式湖南师范大学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 邮

编：410081 联系电话：0731-8872350 联系人：李晓玲 赵亮 国



防科技大学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生

处(410073)电话：(地方线)0731-4572513，4572518(传真)

，4572515(信息咨询) ，(军线)0731-72513 联系人：谢成钢 李

佩琼 彭再求 E-mail地址:ZSB@NUDT.EDU.CN中南大学地址：

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校本部研究生院 邮编：410083电话

：0731-8876806 传真：0731-8876474南华大学通信地址：湖南

省衡阳市南华大学研究生处招生办 邮编：421001 联系电话

：0734- 8282310 传真：8282232 Email地址：yxb82310@163.com 

湖南大学联系地址：湖南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 邮编

：410082 联系电话：0731-8822856 传真：0731-8822863 湘潭大

学地址：湖南省湘潭大学研究生处 邮编：411105电 话

：(0732)8292051 联 系 人：仇罗生 李丽兰传 真

：(0732)8292695 E-MAIL：Yjsc@xtu.edu.cn 云南地区联系方式

云南大学电话：0871-5033837 传真：0871-5033837昆明医学院

地 址：昆明市人民西路191号 邮政编码：650031电 话

：0871-5333434 联 系 人：柯荣义 四川地区联系方式成都理工

大学通讯地址：成都市十里店 邮政编码：610059电 话

：(028)84078699 联系人：刘国勋、刘蜀骏、张廷斌 泸州医学

院联系电话：0830-3161696四川大学联系地址：成都市磨子桥

四川大学研究生院招办 邮政编码：610065 文理工联系人：周

老师、宋老师； 电话：885403337医学联系人： 李老师 电话

：885403008MBA、 法律硕士联系人：付老师； 电话

：885404219西南财经大学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外西光华村西

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邮编：610074电话：(028)87352244

(028)87354884联系人：解春侠 郑玉华E-mail: yzb@swufe.edu.cn 

西南科技大学地址：四川省绵阳市 邮政编码：621002 电话



：0816-2419082 联 系 人：杨晓芳研招办E-mail

：yxf@swust.edu.cn西南石油学院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 

邮政编码：610500电 话：028-83042120 联 系 人：杨锡

明E-mail：yjsb@swpi.edu.cn 西南农业大学联系电话：

023-68251235 传 真：023-68251250 E-mail: yzb@swau.edu.cn, 联

系人： 王光洪、颜泽英四川农业大学E-mail:

aumdyjsc@sicau.edu.cn 联系电话：0835-2882251 地址：四川雅

安市 邮政编码：625014四川师范大学地址：四川省成都市狮

子山路3号邮政编码：610068联系电话：028-4760693E-mail:

yjszb693@sicnu.edu.cn成都中医药大学地址：成都市十二桥

路37号 邮政编码：610075 电话：028-87786551 联系人： 彭玉

华 西南交通大学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西南交通大学研招办 邮

编：610031电话：(028)87600296 传真：(028)87606852电子科技

大学地址：成都建设北路二段 邮政编码：610054电话

：028-83202313 联系人：邢晋渝E-mail：yzb@uestc.edu.cn 四川

工业学院电话：028-87720075、87720083 传真：02887720083通

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四川工业学院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邮政

编码：610039 联系人：吴俊川E-mail

：postgrad.sectn@mail.scit.edu.cn四川师范学院地址：四川南充

市四川师范学院研究生处 邮编：637002电话：0817-2313440

；0817-2314544 联系人：卢英E-mail：2314676@163.com

；tongxunyong@163.com； wpl_088@163.net 重庆地区联系方式

重庆大学地址：重庆市沙坪坝 邮政编码：400044E-mail

：yjs@cqu.edu.cn 联系电话：023-65102374 传 真：023-65111374

重庆医科大学地址：重庆市袁家岗医学院路一号 邮编

：400016电话：(023)68800540 联系人：秦跃文西南政法大学



电话：023-65382513 传真：023-65382512地址：重庆市沙坪坝 

邮政编码：400031联系人：谢太洵西南师范大学联系电话

：(023)68252456地址：重庆市北碚区 邮政编码：400715联系

人：李世讴重庆交通学院联系电话：023-62650942、62652406 

邮编：400074 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学府大道联系人：白榕四

川外语学院电话/传真023-65385296 电子邮件

：sisuyjsb@sisu.edu.cn通信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 邮编

：400031 甘肃地区联系方式兰州大学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

水路298号 邮编：730000 电话：0931--8912168 联系人：张燕甘

肃工业大学地址：兰州市七里河区兰工坪路85号 邮编

：730050电话/传真：0931-2740170 联系人：杨建军甘肃农业

大学邮政编码: 730070 地址: 兰州市安宁区 电话: (0931)7631154 

联系人: 姜廷尹E-mail：gauyjsc@public.lz.gs.cn 西北师范大学地

址：兰州市安宁东路805号 邮编：730070电话：09317971932 

联系人：符得团西北民族学院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 邮政编

码:730030电话:0931-8185730 联系人: 马微E-mail

：xbmyyjsb@public.lz.gs.cn 兰州铁道学院通讯地址：兰州铁道

学院研究生处 邮政编码：730070 电话：0931-4938103 Email

：yjsh@lzri.edu.cn 宁夏地区联系方式宁夏大学地址：宁夏银川

市西夏区文萃路21号 邮编：750021联系电话：0951-2061096

E-Mail: yjsc@nxu.edu.cn 宁夏医学院咨询电话：0951-4095934

E-mail:wjf_821@163.com 青海地区联系方式青海师范大学地址

：西宁市五四西路36号 邮编：810008联系电话 ：0971-6309024

传真：0971-6307627联系部门 ：青海师范大学教务处研究生

科联系人：马正录 郭克玲E-mail: yjs@qhnu.edu.cn 新疆地区联

系方式新疆大学联系电话：(0991)8582567 联系人：张晓宇 李



燕荣 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4号 邮编：830046 军校招

生联系方式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通信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信

息工程大学研招办 450002 E-mail: xdyjs@mail.edu.cn联系人：程

鹏 电话：0371-3530133军械工程学院通信地址：石家庄市军

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处 邮编：050003 电话：0311-7992123 联系

人：马丽嘉解放军理工大学邮编：210007 地址：南京市白下

区海福巷1号 联系人：张 华 电话：(民)025－4876268转64061 (

军)050164061电子信箱: yzb64035@sohu.com装甲兵工程学院学

院地址：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杜家坎21号邮政编码100072联

系部门：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联系人：庞磊联系电话

：010-66717273(民线)0201-717273(军线)国防科技大学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处(410073)电话：(

地方线)0731-4572513，4572518(传真)，4572515(信息咨询)，(

军线)0731-72513 联系人：谢成钢 李佩琼 彭再求 E-mail地

址:ZSB@NUDT.EDU.CN第一军医大学地址：广州市同和第一

军医大学 邮政编码：510515电话：020－61648036 联系人：邢

晓辉E-Mail: xhx@fimmu.edu.cn 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地址：安

徽省合肥市潜山路342号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230037

联系人：韩帮春 电话：(0551)5562156-66112(地方线)

，(0581)66112(军线) Email：yjsc@eei.edu.cn第四军医大学联系

人：李鹏 电 话：029-3374437邮 箱：lipeng1@21cn.com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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