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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78/2021_2022_2006_E5_B9_

B4_E5_85_A8_c32_478308.htm 上海市回页首 上海市外经贸企

业协会（考试试点单位）地 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445号时

美大厦6A 邮 编：200041联系人：杨乐电 话：021－62727307

62717808*605或607 上海市东亚进修学院地 址：上海市控江

路1555号B座6楼电 话：021－55955338 安徽省 回页首 安徽省

外经贸企业协会/安徽国际商务职业学院地 址：合肥市水阳江

路2号邮 编：230051联系人：车鸣 葛春丽/吕向生电 话：0551

－2614904 2614642 3429616 3417484*8813传 真：0551－7115020

3429616 黑龙江省 回页首 黑龙江省外经贸企业协会地 址：哈

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五道街16号省商务厅八楼邮 编：150018联

系人：刘杰峰电 话：0451－84218186 84212202 哈尔滨市外经

贸企业协会地 址：哈尔滨市政府东配楼商务局邮 编： 联系人

：杨勇电 话：0451-89886196 辽宁省 回页首 辽宁对外经贸学

院地 址：大连旅顺经济开发区 邮 编：116052联系人：谷永泉 

电 话：0411－86208778传 真：0411－86208236 辽宁省外经贸

企业协会地 址：大连市中山广场2号邮 编： 联系人：关颖电 

话：0411-82630049 天津市 回页首 天津对外经济贸易职业学院

（考试试点单位）地 址：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86号邮 编

：300221电 话：022－88381289 88382280联系人：宋登尧 天津

市外经贸企业协会地 址：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59号东芝大楼5

楼邮 编： 联系人：何丽艳电 话：022-23025208 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地 址：天津河西区珠江道25号电 话

：022-28114386 广东省 回页首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



地 址：广州市天河路351号广东外经贸大厦309室 邮 编

：510620电 话：020-38819337 38802504 传 真：020-38819340

38802504联系人：钟逢稳 深圳市国际货代协会地 址：深圳蛇

口工业大道招商中心309邮 编：518067电 话：0755-26810858传

真：0755-26839188联系人：李泽英 珠海市进出口商会（考试

试点单位）地 址：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中电大厦5楼邮 编： 

电 话：0756-3352801传 真： 联系人：黄昌德 汕头外贸成人中

等专业学校地 址：汕头市华山路18号电 话：0754-8260449 浙

江省 回页首 杭州市进出口商会地 址：杭州市延安路457号315

室邮 编：310006电 话：0571-85164225 85662210联系人：陈文

娟 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培训中心地 址：宁波市中山西路11号

（海曙大厦）九楼邮 编：315010电 话：0574－87319755

87311929传 真：0574－87313045联系人：臧文宝 浙江省民营

企业协会地 址：杭州市学院路83号415室邮 编： 电 话

：0571-85023195传 真： 联系人：郑天舒 江苏省 回页首 江苏

省进出口商会地 址：南京市中华路50号712室 邮 编：210001 

电 话：025－52219759传 真：025－52238939联系人：宗小娟 

山东省 回页首 山东省国际经贸联合会地 址：济南市黑虎泉西

路121－1 3030室邮 编：250011电 话：0531－86163550 86163583

联系人：张克宁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考试试点单位）地 址：

青岛市江西路62号邮 编：266071电 话：0532-85820560传 真

：0532-85820560联系人：王老师 青岛市外经贸企业协会地 址

：青岛市香港中路6号世贸中心A座1708号邮 编： 电 话

：0532-85919349传 真：0532-85919061联系人：刘红英 福建省 

回页首 福建省对外经贸教育协会地 址：福州市鼓楼区华林

路128号屏东写字楼17F邮 编： 电 话：0591-87815185 87712875



联系人：陈芳 厦门市外经贸企业协会地 址：厦门市莲前西

路2号莲富大厦写字楼12F邮 编： 电 话：0592-5161729传 真： 

联系人：陈明亮 广西 回页首 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地 

址：南宁市大学东路168号邮 编： 电 话：0771-3276997联系人

：陈科鹤 云南省 回页首 云南省外经贸企业协会地 址：昆明

市北京路175号外贸大楼三楼邮 编： 电 话：0871-3136565联系

人：赵怀德 山西省 回页首 山西省外经贸企业协会地 址：太

原市新建路1号邮 编：030002电 话：0351-4127072联系人：张

东梅 湖南省 回页首 湖南省国际商贸联合会地 址：长沙市五

一大道98号邮 编： 电 话：0731-2287508联系人：邓震雄 湖北

省 回页首 湖北省外经贸企业协会地 址：武汉市江汉北路8号

经贸大楼8楼801室邮 编： 电 话：027-85770754联系人：郭令

胜 武汉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商会地 址：武汉市江汉路118号

港澳中心16楼1607室邮 编： 电 话：027-82750044 82750091传 

真： 联系人：李祖培 江西省 回页首 江西省外经贸企业协会

地 址：南昌市站前路200号邮 编： 电 话：0791-6246210联系

人：赖昌鹏 北京市 回页首 北京市进出口企业协会地 址：北

京市朝阳区和平里小黄庄北街2号安贞外贸大楼C座311室邮 

编： 电 话：010-84289909 84289009 65288287联系人：吴书林 

马晓英 孙老师 北京国际经贸研修学院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惠

新东街16号邮 编： 电 话：010-64496049传 真： 联系人：康再

生 海关总署机关服务局培训学校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

路平房东口电 话：010-65421662 陕西省 回页首 西安外贸职工

大学（陕西省商务厅管辖）地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41号邮 编

： 电 话：029-85233280 87292590联系人：来红旗 西安市外经

贸企业协会地 址：西安市西新街6号市人大办公楼517室邮 编



：710004电 话：029-87284867 87971151传 真：029-87284867联

系人：张老师 内蒙古 回页首 内蒙古对外经济贸易学校地 址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大台什路邮 编： 电 话：0471-4307219联

系人：李玉华 河南省 回页首 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职工大学地

址：郑州市文化路91号邮 编：450002电 话：0371-63819212

63561015联系人：高老师 海南省 回页首 海南省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地 址：海口市流芳路10号邮 编： 电 话：0898-65328105

联系人：符海菁 四川省 回页首 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地 址：成

都市青羊区文家场正街227号邮 编： 电 话：028-82996608联系

人：郑国铸 河北省 回页首 河北省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地 址：

石家庄市红旗大街333号邮 编：050091电 话：0311-85239522联

系人：冯老师 吉林省 回页首 吉林大学考试中心地 址：长春

市人民大街3973号 吉林大学前卫北区文科楼302室邮 编： 电 

话：0431-8499358联系人： 吉林市金领职业技术学校地 址：

吉林市天津街193号（吉林市就业训练中心）邮 编：132001电 

话：0432－6119663 7689890联系人：李明泽 重庆市 回页首 重

庆WTO事务咨询中心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渝北四村20号（宏

福俊悦）17-6室邮 编：400020电 话：023-86871267联系人：刘

莉 新疆 回页首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乌鲁木齐市分会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西虹东路52号市政府二联办电 话

：0991-7915585 7915593 8119850 8081157 更多查询gt.gt.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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