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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名称 报名单位 报名地址 联系电话★直属考点 福建省自学

考试指导中心 福州市杨桥路建福大厦13层11号 7563466

、7804047 ★福州大学 福州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福州市工业

路523号 3713215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师大计算机科学系 福州市

仓山福建师大计算机科学系 3441616220福建广播电视大学 福

建省电大计算中心 福州市铜盘路523号 7854584福建农业大学 

福建农业大学基础部 福州市金山农大教学主楼 3789367★福

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福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福州市交通

路22号 3344459※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州

市鼓楼区柳河路61号 3707458※福建省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 

福建省电子信息应用教育中心 杨桥路双抛桥小区商场二层

7540934※福建省经济信息中心 福建省经济信息中心教育培训

处 福州市湖东路78号 7820324福建行政学院 福建行政学院信

息管理系 福州市金山 37424563283福建师大福清分校 福建师

大福清分校 福清市龙江路校园新村1号 5222439※福建省计算

中心 福建省计算中心 福州市北环中路61号 7843044福州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福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福州晋安区长乐南路59

号 3638094福建中华职业大学 福建中华职业大学 福州市福马

路浦东 3651306罗源县高级职业中学 罗源县高级职业中学 罗

源县高级职业中学 6831711福州市教育计算中心 福州市教育

计算中心 福州市广达路53号 3350398※福建省科技馆 福建省

科技馆 福州市古田路89号 3342845福建侨兴轻工学校 福建侨



兴轻工学校 福清市宏路 5380475福建省团校 福建省团校 福州

三叉街上山路238号 3441181福建高级工业专门学校 福建高级

工业专门学校成教 部 福州市福新路28号 7561764省直机关党

工委 省直机关业余大学 福州市道山路111号 7556517福清市人

才服务中心 福清市人才服务中心 福清融城向高街人才大楼

5232741福州市科技馆 福州市科技馆 福州市广达路248号

3318514平潭县人事局信息中心 平潭县人事局信息中心 平潭

县人事局信息中心 4312129连江县职业技能监定站 连江县职

业技能监定站 连江城关青塘口连江技校 6232294闽清县城关

中学 闽清县城关中学 闽清县梅溪东路281号 2332322永泰县机

关党校 永泰县机关党校 永泰县北门路93号 4832193福建电大

福州分校 福建电大福州分校 福州市广达路55号 3338734福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部学校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干部学校 马尾

区新民村1号中区马尾区委党校 3681152福州市仓山区科技馆 

福州市仓山区科技馆 仓山区麦园路18号霖顺科学馆内 3440474

闽候县干部学校 闽候县干部学校 闽候县荆溪镇徐家村

2612829福建省长乐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省长乐职业中专学校 

长乐航城镇 8805896莆田湄洲湾工业职业中专 莆田湄洲湾工

业职业中专 莆田枫亭镇工业路10号 7692876★福建省税务学校

福建省税务学校 莆田市兴安新村36号 2281079莆田县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 莆田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莆田县学园路北段

2799667仙游县教育局 仙游职业中专学校 仙游县城东镇东门

街210号 8592223福建省林业学校 福建省林业学校 南平市金山

路140号 8846094福建林学院 福建林学院计算机系 南平市西芹

8500621★南平市教委 南平市电大 南平市八一路290号 8837392

邵武一中 邵武一中 邵武一中 6333670福建省建阳商业学校 福



建省建阳商业学校 建阳曼头山29号 5622404建阳农业工程学校

建阳农业工程学校 建阳家业工程学校 5628515★南平师范专

科学校 南平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 南平市官沙田45号 8625192

顺昌一中 顺昌一中 顺昌一中 7828268建瓯三中 建瓯三中 建瓯

三中 3830937浦城二中 浦城二中 浦城二中 2828953顺昌教师进

修学校 顺昌教师进修学校 顺昌县双溪镇锦坊弄20号 7822143

武夷山市干部培训中心 武夷山市干部培训中心 中共武夷山市

委组织部 5305377★宁德职业中专学校 宁德职业中专学校 宁

德职业中专学校 2951609福鼎市教委 福鼎市电脑学校 中山北

路福鼎电脑学校 7818986福安市自考办 福安市电大 福安市新

华中路96号 6380508古田职业中专学校 古田职业中专学校 古

田职业中专学校 3882671福建电大宁德分校 福建电大宁德分

校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955072中共霞浦县委党校 中共霞

浦县委党校 霞浦县城关西北角7号 8893799宁德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955072

屏南一中 屏南一中 屏南一中 3322283中共周宁县委党校 中共

周宁县委党校 周宁党校路1号 5622149寿宁县职业技能监定站 

寿宁县职业技能监定站 寿宁城关胜利街322号 5522625※柘荣

县教委 柘荣县教委自考办 柘荣县教委自考办 8352179柘荣一

中 柘荣一中 柘荣一中 8353398802★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自动化

系 厦门大学自动化系 2091767★厦门教育学院 厦门教育学院

电脑中心 厦门励志路5号6楼 2023804★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成

人教育学院 集美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6181125厦门市同安区第

十二中学 厦门市同安区第十二中学 厦门市同安区第十二中学

7300083厦门市广播电视大学 厦门市广播电视大学 厦门市斗

西路北段 2020705厦门市工业学校 厦门市工业学校 厦门市湖



里区南山路47号 6026194※厦门同安区成人中专学校 厦门同安

区成人中专学校 同安区大同镇洗澡墨池22号 7023484厦门市建

委 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厦门市美湖路七号一楼

2222813厦门市青少年宫 厦门市青少年宫 厦门市育青路10号

2020026泉州供销学校 泉州供销学校 泉州市新大桥边 2580898

泉州旅游职业中专学校泉州泉中职业中专学校★泉州华侨职

业中专学校 泉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泉州市东街莱巷20号

2187672泉州市财贸干校 泉州市财贸干校 泉州市东街二郎巷

2791509泉州商业学校 泉州商业学校 泉州市五堡街 2378230泉

州农业学校 泉州农业学校 泉州市坪山路云谷 2101809惠安职

业中专学校 惠安职业中专学校 惠安职业中专学校 7379920安

溪县直机关学校 安溪县委党校 安溪县委党校 3239943南安职

业中专学校 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南安职业中专学校 6351174泉

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泉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泉州市城基路泉

州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2784140华侨大学 华侨大学教务处 泉州

市华侨大学教务处 2693613福建电大晋江工作站 福建电大晋

江工作站 晋江市青阳镇市隘门头市教 师进修学校内 5680366

石狮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石狮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石狮九二路

8888617肖厝管委会人才交流中心 肖厝管委会人才交流中心 

肖厝南埔镇地上三角台 7788737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南安工作

站 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南安工作站 溪美镇文苑巷 6383262德

化职业中专学校 德化职业中专学校 德化县浔东路240号

3522903永春县委学校 永春县委学校 福建省永春县委党校

3882205安溪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安溪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安溪

县城后开发区 3232548惠安县人才交流中心 惠安县人才交流

中心 惠安县港惠商贸广场三楼 7392720漳州市信息中心 漳州



市信息中心 胜利西路118号市政府大院7号楼 2022012漳州师范

学院 漳州师范学院成教处 漳州市县前直街36号 2597805漳浦

职业中专学校 漳浦职业中专学校 漳浦职业中专学校 3221730

★漳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漳州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漳州市

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2928839漳州业余大学 漳州业余大学 漳州

市瑞京路15号 2036717龙海市教育局 龙海高级职业中学 龙海

高级职业中学 6523903漳浦县直机关干部学校 漳浦县直机关

干部学校 漳浦县电大工作站 3100726福建华安县职业中专学

校 福建华安县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华安县职业中专学校

7362171云霄县师范学校 云霄县师范学校 云霄云陵镇西北

路375号 8532252诏安县职业中学 诏安县职业中学 诏安县职业

中学 3322248东山岛职业中专学校 东山岛职业中专学校 东山

铜陵镇城路 5620373长泰一中 长泰一中 长泰县第一中学

8326996南靖县教师进修学校 南靖县教师进修学校 南靖山城

镇新民路139号 7822705福建省漳州财贸学校 福建省漳州财贸

学校 漳州市大通北路57号 2031839漳州农业机械学校 漳州农

业机械学校 漳州市马鞍山路5号 2594339漳州市农业学校 漳州

市农业学校 漳州市郊园山 2020062平和县教师进修学校 平和

县教师进修学校 平和县小溪镇西大路 5232573★三明师范高

等专科学院 三明师范高等专科学院 三明荆东路25号 8399217

福建电大三明分校 福建电大三明分校 三明列东 8225891三明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明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三明市职教中心（

市青少年宫307） 8225919三明林业学校 三明林业学校 三明市

富文路25号 8319471永安市教委 福建电大永安分校 永安市水

坝路1号 3618143沙县教育局 沙县电化教育中心 沙县建国路春

晖大厦 5821654大田一中 大田一中 大田城关文山路17号



7222167明溪县职业中学 明溪县职业中学 明溪县雪峰镇公园

路22号 2813691将乐高级职业中学 将乐高级职业中学 将乐高

级职业中学 2322544宁化职业中专学校 宁化职业中专学校 宁

化职业中专学校 6824102共青团尤溪县委 共青团尤溪县委 尤

溪县环城路9号 6323417泰宁职业中学 泰宁职业中学 泰宁县杉

城福山排2号 7832455清流职业中学 清流职业中学 清流职业中

学 5322570三明财会干部学校 三明财会干部学校 三明市列东

双园新村27幢 8246411建宁职业中学 建宁职业中学 建宁职业

中学 3980220福建水利电力学校 福建水利电力学校 永安市东

门路100号 3634273闽西职业大学 闽西职业大学 龙岩市溪镇

2751294龙岩市成人中专学校 龙岩市成人中专学校 龙岩市军

民路25号 2331515★龙岩华侨职业中专学校 龙岩华侨职业中专

学校 龙岩市龙川北路9号 2290370-8020上杭职业中专学校 上杭

职业中专学校 上杭职业中专学校 3843422长汀一中 长汀一中 

长汀一中 6828520龙岩财经学校 龙岩财经学校 龙岩西湖岩

路12号 2322308漳平市教育局 漳平职业中专学校 漳平职业中

专学校 7532236连城成人中专学校 连城成人中专学校 连城成

人中专学校 8926537永定县青干电脑培训与考试办公室 永定

县青干电脑培训与考试办公室 永定县委组织部干训科

5834583※龙岩市新罗区委党校 龙岩市新罗区委党校 龙岩市

南城后门前路2号 2323814武平县第一中学 武平县第一中学 武

平县平川镇沿河西路44号 4822433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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