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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考点代码 考点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01 340067 安徽大

学江淮学院 合肥市史河路8号 匡迎春 0551-511375701 340046 

安徽大学磬园校区 安徽合肥安徽大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黎林

510725401 340001 安徽大学校本部 安徽合肥安徽大学现代教育

技术中心 黎林 510725401 340038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安徽省合

肥市桐城路375号 何建敏 363574901 340068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 合肥市太湖东路19号 杨振宇 0551-343628201 340051 安徽

教育学院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327号 谢飞 283606101 340058 安

徽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信息管理系 合肥市望江东路115号安徽经

济管理学院 朱方洲 342533501 340063 安徽农业大学 安徽省合

肥市长江西路130号 严子范 2823795-321801 340065 安徽农业管

理干部学院 合肥市大蜀山环山南路7号 邵延平 538148601

340054 安徽省团校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419号 胡继东

284247001 340057 安徽文达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合肥市紫蓬山风

景区 宗青华 8583275-820501 340056 安徽新华职业学院 合肥市

望江路899号 孙宏毅 5381688-600101 340035 安徽中医学院 安徽

中医学院 况执本 516753701 340033 安农大涉外经济职业学院 

合肥市合安路218号 安农大涉外经济职业学院 王磊 232301301

340007 合肥工业大学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徐富林 290023601

340006 合肥工业大学新区 合肥市六安路269号 徐富林

290023601 340012 合肥市人才培训中心 合肥市阜南路19号人才

大厦七楼 丁丽 263046201 340029 三联职业技术学院 合肥市合



安路47号 许慧玲 383075901 340023 中国计算机函授学院 合肥

市濉溪路333号 戴杰 569093601 340066 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

程学院 合肥市黄山路460号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继续教育处 

朱晓颖 576616002 340043 安徽电大芜湖市分校 安徽省芜湖市

环城西路9号 盛瑞来 382469102 340045 安徽工程科技学院 安徽

省芜湖市赭山东路（安徽工程科技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陆星家

0553-287104002 340053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省芜湖市北京东路

一号 王强 386927302 340055 安徽师范大学（南） 安徽省芜湖

市花津南路高校园区 王强 386927302 340069 安徽师范大学皖

江学院 芜湖市九华北路109号 张纲 0553-577155002 340034 安徽

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芜湖市荆山西路16号 张永平 483612802

340022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省芜湖市银湖北路168号 陈珏

0553-577500603 340044 安徽财经大学 蚌埠市宏业路255号 安徽

财经大学培训部自考办 王新颖 0552-311144903 340049 安徽科

技学院 安徽省凤阳县安徽技术师范学院 何俊如 673239203

340060 安徽省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省蚌埠珠城路8号 

苏传芳 0552-317297803 340011 蚌埠坦克学院 蚌埠市陶山路475

号 孙勇 0552-467812203 340013 蚌埠医学院 蚌埠治淮路801号 

李方虹 0552-407002503 340032 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 安徽省蚌

埠市汽车管理学院 王龙州 0552-412604304 340042 安徽工贸职

业技术学院 淮南市国庆西路99号 吴治熔 0554-664439304

340041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淮南分校 淮南市学院南路248号 陈

宏民 665040004 340025 淮南师范学院 淮南市泉山路淮南师范

学院数学系 华洁 04 340019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省淮南市

洞山 姜艳 665613405 340048 安徽电大马鞍山分校 李家森

832401905 340037 安徽工业大学 皖马鞍山市湖东中路59号 郭



道江 240044905 340059 安徽省马鞍山工业学校 安徽省马鞍山

市雨山区向山镇 吴晓东 0555-310228405 340027 马鞍山市技工

学校 马鞍市江东大道与菊园路交汇处 孙明春 233405406

340016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 淮北市东山路100号 段炼 380229806

340018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淮北市相阳路 吴刚露 311130807

340047 安徽电大铜陵分校 安徽省铜陵市淮河路48号 查明

287718707 340036 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省铜陵市长江西

路274号 吴萍 286422807 340021 铜陵学院 安徽省铜陵市北京东

路 祝秀英 0562-281514408 340070 安庆广播电视大学 安庆市锡

麟街119号 周川宁 0556-554563908 340017 安庆师范学院 安庆市

菱湖南路128号 殷周平 10 340028 黄山学院 皖黄山市屯溪区戴

震路44号黄山学院成教处 胡静 0559-254465911 340071 滁州电

大 滁州市琅琊东路260号 蔡冉 0550-302728111 340010 滁州学院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古道2号 徐志红 351104111 340009 滁州学院

新校区 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古道2号 徐志红 351104111 340008 滁

州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省滁州市丰乐南路64号 陈开冰

305176512 340004 阜阳师范学院 阜阳市清河路741号 钱久春

0558-259624512 340002 阜阳行政干校 阜阳市清河西路一号 李

建魁 220606113 340040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亳州分校 安徽省亳

州市阜路与二环路交汇处 王颖辉 0558-558779313 340003 毫州

市计算机学校 毫州市环城南路29号 李昆 552570322 340026 宿

州学院 宿州市汴河中路55号 王永宁 368363624 340062 安徽省

霍山经济管理成人中专学校 霍山县衡山镇中兴南路60号 李刚

24 340031 六安电大 皖六安市梅山北路 陈思玺 334243724

340020 皖西学院 安徽六安云露桥西皖西学院 25 340024 宣城市

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心 宣城市国家公务员培训中心（鳌峰西路



口 金辉 0563-302272926 340015 巢湖电大 安徽省巢湖市半汤

路53号 王东军 26 340014 巢湖学院 安徽省 巢湖学院 朱梅

236142229 340064 安徽省池州师范专科学校 池州市建设路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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