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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区名称报考点名称地址联系电话联系人1北京考区北京教育

考试院教育考试指导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外馆东街 23 号

010-58619857 赵哓华 2天津考区天津市第二十四中学 天津市河

北区建国道民权路 1 号 秦莉 3石家庄考区石家庄市第二十八

中学 石家庄市北合街 19 号 85980906 、 85980907 陈海利、李

珊 4石家庄考区秦皇岛市第四中学 秦皇岛海港区和平大街 45 

号 3407599 祁铁英 5石家庄考区唐山市师范学校 唐山市学院路

北头 5261215 郁建存、常宪军 6石家庄考区邢台市第六中学 邢

台市中兴西大街 369 号 0319-2282419 张文 7石家庄考区北华航

天工业学校 廊坊市爱民东道 133 号 0316-5128485 陈晓燕 8青岛

考区 青岛商务学校考点 青岛市贵州路1号 82679613 房俊迪 9

青岛考区山东警察学院（原山东公安专科学校） 济南市文化

东路54号 0531-88527247 高志国 10青岛考区烟台职业学院 烟台

市红旗路1号 6693817 周明 11青岛考区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黄岛

开发区香江路128号 053286999520 屈劲松 12大连考区 大连市

第65中学 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279号（大外北门） 13大连考

区辽宁省城市建设学校 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17号 14大连考区

丹东市第五中学 丹东市振兴区春三路31号（丹东市图书馆隔

壁） 15大连考区营口市职业技术学院北院 营口市金牛大街

东14号（长途客运站西邻） 16大连考区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锦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学苑东路（8路公共汽车终点站） 17长

春考区 长春物业管理学校（曙光校区）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



路311号（长春市委党校北侧） 7607150 陶传良 18长春考区图

们市第三中学 图们市国境路19号 0433-3626132腾以富 19哈尔

滨考区 哈尔滨市第59中学（香坊职教中心） 哈尔滨市香坊区

红旗大街227号 82334757 姚德海 20呼和浩特考区 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大学理工楼 0471-4340856 张玉平 21呼和浩特考区 满洲

里五中考点 满洲里市第五中学 22太原考区 太原市新建路二校

太原市桃园一巷8号(漪汾桥东路南) 23西安考区 陕西省商贸学

校 西安市永松路125号 02985365717 魏萍 24郑州考区 华北水利

水电学院水利职业学院(河南郑州水利学校) 郑州市郑花路30

号院(汽车北站对面) 65821001 李琳 25合肥考区 合肥市第七中

学 合肥市芜湖路106号 05512877425 于亚军 26南京考区南通分

考区 南通市虹桥二中 南通市虹桥路西段（虹桥东村对面）

5823036 马新颐 27镇江市第四中学 镇江市健康路48号

0511-8825102 陈静 28苏州高级工业学校 苏州市石路爱河桥

路18号（金门商城南侧） 0512-68295561 殷颖 29松陵一中 江苏

省吴江市流虹西路 0512-63483105 汪晰 30江阴市第一中学 江

阴市长江路88号 0510-6857950 殷军 31南京市第一中学 南京市

第一中学 32常州考点(同济中学)常州市同济立交桥西堍同济

中学 5151087 诸俊峰、崔璐 33东林中学 无锡市崇宁路6号

0510-8700118 郁江 34昆山市第二中学 环北路92号 57310062 汪

沉浮 35新海高级中学东方分校 连云港墟沟中华西路168号

2320060 徐彦云 36扬州环境资源职业技术学院（老校区） 扬

州市扬子江北路519号（市农科所东） 05147862736 谢群 37 太

仓高级中学 太仓市南园路 051253588871 周建良 38武汉考区 武

汉市公安干部学院(汉口古田四路) 武汉市汉口古田四路

85791094 罗汛 39南昌考区 南昌教育学院 南昌市叠山路75号



0791-8303201 高俊锋 40上海考区 第一考点（南湖职校） 三门

路661号（近逸仙路） 64878634 沈春明 41第二考点（江湾高级

中学） 水电路1588号（近万安路） 64878634 沈春明 42第三考

点（钟山高级中学） 车站南路441号（近凉城路） 64878634 

沈春明 43第四考点（运光二中） 辉河路65号（近中山北二路

） 64878634 沈春明 44杭州考区 杭州长征中学考点 杭州沈塘

桥弄12号(莫干山路耀江大厦旁) 89955301 鲁华明 45嘉兴市第

三中学 浙江省嘉兴市环城南路199号

0573-2072889/13175572368唐惠昌 46温州市第21中学 温州市划

龙桥路 13600660700 卢宏 47萧山洄澜中学（原育才初中） 萧

山区育才东路1号，萧山中医院旁 82735965 翁学军 48嵊泗局

本部 浙江嵊泗菜园东海路51号 0580-5083510 费君燕 49丽水市

学院 丽水市学院路1号丽水学院教5号楼4楼 2202211-501 夏军

峰 50台州一中(原椒江一中) 台州市椒江区椒金路 8887419林巧

明51湖州中学 湖州是市莲花庄1号 2129231 郑蔚涛 52绍兴一中

初中部 浙江省绍兴市胜利西路市政府西侧 8611333，290 叶华

园 53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金华市人民西路486号

05792350273 楼文飞 54定海二中考点 舟山市定海二中

05802821954 陈淡峰 55衢州新世纪学校 衢州市荷三路衢州新世

纪学校内 13957033835 吴副校长 56义乌宾王中学 义乌市宗泽

路211号 13566701116 鲍海燕 57福州考区 福州考区福州第一中

学考点 福州市东街66号 58福州考区泉州分考区泉州第九中学

考点 泉州市丰泽区津淮街中段（刺桐公园西侧） 59福州考区

漳州分考区漳州一中考点 漳州市胜利西路76号 60长沙考区 长

沙市稻田中学 长沙市赤黄路80号 07315385141 陈蓉 61深圳考

区 龙岗中专 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 62宝安中学初中部 宝安



区宝城15区（宝安检验检疫局旁） 63文汇中学 宝安34区前进

路297号 64滨河中学 罗湖区红岭南路金塘街6号 65莲花中学 福

田区红荔路莲花二村内 66珠海考区 珠海市实验中学 珠海市吉

大石花东路 3332932 李伟刚 67南宁考区 南宁市第二十九中学 

南宁市琅西金州路26号 5513270 黄肖林 68钦州农业学校 钦州

市南珠东大街88号 2392991 覃杨光 69柳州市第十二中学 柳州

市文惠路84号 2612045 吕春秋 70贵港市贵城镇第二中学 贵港

市建政路中段 4567672 卢伟月 71海口考区 海南华侨中学 海南

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68680258 蒙上彬72重庆考区 重庆市求精中

学 渝中区上清市中山四路69号 67752214 董晰伟 73 涪陵实验中

学 涪陵区兴华西路 87800669 李芳 74 万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重庆万州区五桥百安大道1号 023-87502010 吴定国 75贵阳考区

贵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贵阳市北京路2号 0851-6767389

、6764657、6772315 戴爱萍、丁绍明、安波、李东升 76昆明

考区 昆明三中分校 昆明市滇池路卢家地 4613831 杨耀华 77 河

口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分考点 河口县第一中学教学楼

0873-3450283 梁虹 78 德宏州教育学院 潞西市消防路

06922132724 余泽 79 西双版纳景洪考点 景洪市允景洪中学（

西双版纳军分区旁） 0691-2133649 窦微静 80成都考区 四川成

都西川中学 成都市肖家河广福桥街3号 82998217 85585895 金

苏 81银川考区 银川兴庆区第十一小学 宁夏银川市立群西

街182号 7884999 牛云辉 82兰州考区兰州第十四中学 兰州市城

关区东郊巷５号 09318658052 段亚萍 83青海考区 西宁市南方

小学 西宁市城中区礼让街7号 0971-8222359 卓玛措 84拉萨考

区 拉萨考点 北京西路267号西藏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内 6818121 

陈虎85乌鲁木齐考区 新疆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新疆乌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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