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码 地市 报名点 地址 电话

01 广州市 广州侨光财经专修学院 荔湾区龙津东路822号之一 020-81875262

01 广州市 越秀区招考办
越秀区龟岗大马路德安路1号之2

成教大楼14楼
020-87678002

01 广州市 海珠区招考办 海珠区石榴岗路488号 020-84472554

01 广州市 侨大教育

天河区五山路141号二楼国家开

放大学（广州）侨大分校（华师

地铁C出口）

020-85260671

01 广州市 白云行知职业技术学校 白云区同和街山北东街五巷16号 020-37386174

01 广州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实验中学

（原广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白云区太和镇大来南路59号 020-87429036-608

01 广州市 黄埔侨光学院

黄埔区大沙地二街五巷炮兵山大

院三幢四楼，地铁5号线A出口对

面

020-82390909

01 广州市
番禺区工商职业技术学校（南

校区）
番禺区桥南街南珠路61号 020-39261113

01 广州市 花都区招考办
花都区新华街公益大道政府综合

楼七楼招生办
020-36898748

01 广州市 花都区德立教育培训中心 花都区迎宾大道玫瑰路2号 020-86899802

01 广州市 南沙区招考办
南沙区番中公路黄阁段33号南庭

大厦（区政府北面对面）302室

020-39050023

020-34683331

01 广州市 从化区招考办
从化区街口街西宁东路25号教育

局
020-87930461

01 广州市 从化区德立职业培训学校
从化区街口街建设路20号（广东

工业大学成人教育从化教学点）
020-87967685

01 广州市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从化区环市东路166号 020-87975666
01 广州市 广东省环保技工学校 增城区纬四路五号 020-32198810
01 广州市 增城区招考办 增城区荔城街挂绿街西四巷 020-82748666
01 广州市 广州市增城区职业技术学校 增城区增江街东桥东路115号 020-82719983

01 广州市
广州市增城区卫生职业技术学

校
增城区增江街东桥东路150号 020-82737376

02 韶关市 韶关市招生考试中心
西堤北路13号韶关市招生考试委

员会
0751-8899968

02 韶关市 韶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韶关市浈江区大学路133号 0751-8745759

02 韶关市 曲江区招生办
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曲江区教育

局内
0751-6678051

02 韶关市 始兴县招生办
韶关市始兴县墨江桥北路51号始

兴县教育局内
0751-3336536

02 韶关市 仁化县招生办
韶关市仁化县新城路仁化县教育

局内
0751-6357281

02 韶关市 翁源县招生办
韶关市翁源县龙仙镇幸福路47号

翁源县教育局内
0751-2861057

02 韶关市 乳源县招生办
韶关市乳源县南环西路乳源县教

育局内
0751-5380915

02 韶关市 新丰县招生办
韶关市新丰县文体西路新丰县教

育局内
0751-2253797

02 韶关市 乐昌市招生考试中心
乐昌市公主下路66号乐昌市教育

局内
0751-5561811

02 韶关市 南雄市招生考试中心
南雄市林荫西路35号南雄市教育

局内
0751-3822360

03 深圳市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深职院西丽湖校区厚德楼114室 0755-26019435

03 深圳市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龙翔大道2188号（信息学院东

门，继续教育学院培训服务中

心）

0755-89226627

03 深圳市 深圳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福田区皇岗路3009号实训楼11楼

1101
0755-83942925



04 珠海市
珠海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心

华校区）

珠海市香洲区心华路268号珠海

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心华校

区）教务处

0756-8593618

04 珠海市 珠海市红旗中学
珠海市金湾区藤山一路89号珠海

市红旗中学教导处
0756-7863928

04 珠海市 斗门区教育局
珠海市斗门区井岸镇朝福路178

号斗门区教育局四楼教育股
0756-5522493

05 汕头市 金平区招生办
金平区东厦路82号金平区教育局

一楼
0754-88634223

05 汕头市 龙湖区招生办 龙湖区珠江路珠江楼809室 0754-88831116
05 汕头市 濠江区招生办 濠江区磊广路教育局大楼 0754-87398767
05 汕头市 澄海区招生办 澄海区澄华街道玉潭路9号二楼 0754-85856200

05 汕头市 潮阳区招生办
潮阳区棉光中学（凤肚公园左

侧）
0754-83831581

05 汕头市 潮南区招生办

潮南区两英镇陈沙公路东北村路

段潮南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教学

楼C栋207

0754-89371356

05 汕头市 南澳县招生办
南澳县后宅镇广新路南澳县教育

局
0754-86804863

06 佛山市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禅城区丝织路25号 0757-82301064

06 佛山市
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红岗校

区）
顺德区大良南国西路 0757-22310029

06 佛山市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顺德区大良红岗桃源路 0757-22617396
06 佛山市 胡锦超职业技术学校 顺德区容桂文明西路40号 0757-28378122
06 佛山市 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顺德区伦教南苑西路10号 0757-27720512

06 佛山市 三水区招考办
三水区西南街道环城路20号（三

水区教育局1楼）
0757-87733304

06 佛山市 高明区招考办
高明区中山路百乐街13号2楼(高

明区教育局大院内)
0757-88282386

06 佛山市 南海信息技术学校

南海区狮山镇桂丹路桃园路段

（中恒国际酒店对面）南海信息

技术学校行政楼一楼

0757-86685603

06 佛山市 南海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南海区狮山镇官窑校前路13号招

生就业处
0757-85883505

06 佛山市 广东省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南海区大沥镇金贸大道23号办公

楼三楼教务科
0757-85525456

06 佛山市 南海开放大学 佛山市南新三路2号 0757-86337448

07 江门市 江门市教育局招生办
江门市教育局招生办（蓬江区建

设二路127号）

0750-3503991

0750-3503935

07 江门市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蓬江区潮连大道6号
0750-3725908

0750-3725289

07 江门市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环市校区 蓬江区幸福新村东24号 0750-3501238

07 江门市 江门幼儿师范学校
江门市外海中华大道21号江门幼

儿师范学校植英楼一楼培训处
0750-3799666

07 江门市 江门幼儿师范学校西校区 江门市华园中路42号 0750-3559869

07 江门市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江门市蓬江区龙湾路4号 0750-3568605

07 江门市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 江门市江海区五邑路683号 0750-3963333

07 江门市 江门一职 江门市胜利北路40号
0750-3281430

0750-3281412



07 江门市 新会开放大学 会城濠桥街26号 0750-6663067

07 江门市 新会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新会区今古洲经济开发区东区2

号

0750-6367311

0750-6663067

07 江门市 新会高级技工学校 新会区圭峰路106号 0750-6178321

07 江门市 新会卫生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会城圭峰北路12号 0750-6184477

07 江门市 台山市联合职业技术学校
台城沙岗湖科教文化区（联合职

业技术学校内）

0750-5659595

0750-5659589

07 江门市 开平市招生办 开平市长沙爱民路3号 0750-2212010

07 江门市 开平市吴汉良理工学校 开平三埠新昌迳头校区 0750-2398622

07 江门市 开平市机电中等职业学校
1.开平市蚬冈镇蚬岗镇机电学校

2.开平市长沙杜澄大道7号2层
0750-2262979

07 江门市 鹤山招办
鹤山市沙坪街道前进路3号教育

局二楼
0750-8938607

07 江门市 鹤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鹤山市沙坪街道铁夫路175号 0750-8877602

07 江门市 恩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恩平市锦塔路67号 0750-7121472

08 湛江市 赤坎区教育局招考办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幸福路65号

之一
0759-3337157

08 湛江市 霞山区教育局招考办

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

71号霞山区教育局三楼301、302

房

0759-2302540

08 湛江市 坡头区教育局招考办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南调路751

号
0759-3950297

08 湛江市 开发区教育局招考办
广东省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山

街道东海大厦12楼1204室
0759-2968077

08 湛江市 麻章区教育局招考办
广东省湛江市麻章区瑞云南路9

号
0759-3587978

08 湛江市 遂溪县教育局招考办
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遂城镇湛川

路19号
0759-7762557

08 湛江市 徐闻县教育局招考办
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徐城街道红

旗二路124号
0759-4810053

08 湛江市 廉江市教育局招考办 广东省廉江市建设西路8号 0759-6682162
08 湛江市 雷州市教育局招考办 广东省雷州市群众大道10号 0759-8812307

08 湛江市 吴川市教育局招考办
广东省吴川市经济开发区大坡公

325国线南
0759-5582336

09 茂名市
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

（茂名校区）
广东省茂名市西城西路6号 0668-3383561

09 茂名市 广东茂名农林科技职业学院
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西城西路9

号
0668-2338808

09 茂名市 高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高州市石鼓镇爱民路60号高州市

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石鼓校区）
0668-6578291

09 茂名市 广东省高州农业学校
高州市潘州东路138号，综合楼

602室
0668-6699702

09 茂名市 茂名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水东镇人民

中路63号
0668-5133233

09 茂名市 信宜市职业技术学校 信宜市竹山路308号 0668-8872988

09 茂名市 化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化州市河西区下郭街道办

梅石西路
0668-7307222

09 茂名市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北校区） 茂名市茂南区文明北路232号 0668-2920126



12 肇庆市 端州区招生办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古塔中路2

号端州区教育局招生办
0758-2227362

12 肇庆市 鼎湖区招生办
鼎湖区坑口办事处民乐大道区教

育局大楼
0758-2626517

12 肇庆市 高要区招生办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街道府前大街

92号
0758-8392415

12 肇庆市 四会市招生办
四会市行政中心广场北路科技楼

教育局
0758-3333221

12 肇庆市 广宁县招生办 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西村12号 0758-8632636

12 肇庆市 德庆县招生办
德庆县德城镇康城大道东路133

号教育局招生办
0758-7788509

12 肇庆市 封开县招生办 封开县江口镇封州二路 0758-6689381
12 肇庆市 怀集县招生办 怀集县城工业大道二路二巷 0758-5522524

12 肇庆市 高新区招生办
肇庆市大旺中心区肇庆高新区大

旺中学高中部
0758-3637526

13 惠州市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惠州市惠城区惠南大道69号 0752-2366800

13 惠州市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福长岭明德

路1号

0752-3619501

0752-2829661

13 惠州市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惠州市汤泉金泉路300号 0752-2821205

14 梅州市 梅江区招生办 梅江区教育局招生办 0753-2196833
14 梅州市 梅县区招生办 梅县教育局招生办 0753-2589571
14 梅州市 大埔县招生办 大埔县湖寮镇教育局 0753-5522293
14 梅州市 丰顺县招生办 梅州市丰顺县教育局招生办 0753-6633613
14 梅州市 五华县招生办 五华县教育局招生办 0753-4433319

14 梅州市 平远县招生办
广东省梅州市平远县大柘镇教育

路24号
0753-8891280

14 梅州市 蕉岭县招生办 蕉岭县教育局招生办 0753-7877617
14 梅州市 兴宁市招生办 兴宁市教育局招生办 0753-6105381
15 汕尾市 城区招生办 汕尾市城区教育局二楼 0660-3376504
15 汕尾市 海丰县招生办 海丰县教育局 0660-6684428
15 汕尾市 陆丰市招生办 陆丰市教育局 0660-8821530
15 汕尾市 陆河县招生办 陆河县教育局 0660-5663166
16 河源市 源城区教育局招生办 源城区公园路18号 0762-3336066

16 河源市 紫金县教育局招生办
紫金县安良大道与过境路交汇处

往西约100米
0762-7822270

16 河源市 龙川县教育局招生办 龙川县老隆镇先烈路26号 0762-6752301
16 河源市 连平县教育局招生办 连平县元善镇教育路24号 0762-4332370
16 河源市 和平县教育局招生办 和平县阳明镇教育路13号 0762-5630222
16 河源市 东源县教育局招生办 东源县星河大道 0762-8831763
16 河源市 江东新区社会事务局 江东新区凤凰路 0762-3133032

17 阳江市 江城区教育局招生办
阳江市江城区新江北347号（江

城区行政服务中心）
0662-3109931

17 阳江市 阳西县教育局招生办 阳西县城仁和街14号 0662-5551515
17 阳江市 阳东区教育局招生办 阳东县城湖滨路 0662-6611485
17 阳江市 阳春市教育局招生办 阳春市教育局 0662-7658860
18 清远市 清远市第二中学 清城区松岗路6号瑞德楼301 0763－3152233

18 清远市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清城区东城街蟠龙园清远职业技

术学院招生办公室西10栋101室
0763－3936666

18 清远市 清新区第一中学 清新区太和镇清和大道乐园34号 0763－5851182

18 清远市 佛冈招生办 佛冈县教育局 0763－4282215

18 清远市 英德市招考办
英德市金子山大道一号路科技馆

615室
0763－2226479



18 清远市 阳山县南阳中学
阳山县阳城镇思贤路203号南阳

中学
17819484098

18 清远市 连州市招生办 连州市教育局二楼 0763－6626534

18 清远市 连南民族高级中学 连南县三江镇沿江西路48号 0763－8661408

18 清远市 连山招生办 连山县吉田镇沿江西路县教育局 0763－8733227

19 东莞市 东莞市轻工业学校 厚街镇汀山教育园区职校南路 0769－89980192

19 东莞市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松山湖大学路3号 0769－23306889
19 东莞市 广东科技学院 南城区西湖路99号 0769－86211939

20 中山市 中山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中山市东区博爱六路12号市教育

和体育局一楼办证大厅

0760-89989282

0760-89989283

51 潮州市 潮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潮州市潮安区古巷镇枫洋村的洋

铁岭山麓
0768-5514008

51 潮州市 潮州卫生学校 潮州市湘桥区桥东潮州卫生学校 0768-2310238

51 潮州市 湘桥区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潮州市湘桥区中山路官诰巷 0768-2231713
51 潮州市 潮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潮安区浮洋镇吉祥路19号 18125803070
51 潮州市 饶平县招考办 饶平县教育局招生办 0768-7501283

51 潮州市 饶平县贡天职业技术学校 饶平县贡天职业技术学校 0768-8883434

52 揭阳市 揭阳第二中学 揭阳市区榕华大道南段 0663-8659449
52 揭阳市 华侨高级中学 揭阳市临江南路梅东大桥东侧 0663-8696666
52 揭阳市 邱金元纪念中学 榕城区进贤大道 0663-8670630

52 揭阳市 东山中学
揭阳市榕城区东阳办事处东山村

西侧
0663-8200544

52 揭阳市 仙桥中学 揭阳市榕城区仙桥中学 0663-8875271

52 揭阳市 岐山中学
揭阳市榕城区东阳办事处营前村

内
0663-8279014

52 揭阳市 捷和职业技术学校 揭阳市榕城区梅云镇吉荣路中段 0663-8685699

52 揭阳市 揭东区玉湖中学 揭阳市揭东区玉湖镇潭岭村旁 0663-3413046

52 揭阳市 揭东区梅岗中学
揭阳市揭东区曲溪街道城西金新

北路梅中街
0663-3289255

52 揭阳市 揭西县招生办 揭西县河婆街道北环一路 0663-5518029
52 揭阳市 惠来县华侨中学 惠来县惠城镇环城东路59号 0663-6683196

52 揭阳市 普宁市中博职业技术学校 普宁市池尾街道市科技园龙石路 0663-2796666

52 揭阳市 普宁市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普宁市大学路电信大楼东侧 0663-2912916
52 揭阳市 揭阳空港经济区渔湖中学 揭阳空港经济区渔湖中学 0663-8779416

52 揭阳市 揭阳空港经济区登岗中学 揭阳空港经济区登岗镇政府西侧 0663-3380855

52 揭阳市 揭阳空港经济区新华中学 揭阳空港经济区砲台镇桃山村 0663-3351547
52 揭阳市 揭阳空港经济区地都中学 揭阳空港经济区地都镇 0663-3311132

52 揭阳市 揭阳产业园霖磐中学
揭阳产业园霖磐镇南塘山脚下霖

磐中学
0663-3547790

53 云浮市 云城区招生办
云浮市区裕华东路90号云城区教

育局二楼203室
0766-8828278

53 云浮市 罗定市招生办
罗定市罗城镇沿江一路35号罗定

市教育局
0766-3730906

53 云浮市 云安区教育局
云浮市云安区六都白沙塘行政区

云安区教育局
0766-8638278

53 云浮市 郁南县教育局招生办 郁南县都城镇二环路 （0766）7592188
53 云浮市 新兴县教育局招生办 新兴县教育局二楼招生办 0766-2978166
53 云浮市 新兴中药学校 新兴中药学校招生办 0766-2951212
53 云浮市 新兴县理工学校 新兴理工学校招生办 0766-2880093



备注

负责片区：南山 宝安 龙

华

负责片区：龙岗  坪山

光明  大鹏

负责片区：罗湖  福田

盐田



香洲区社青高职报名点

金湾区社会青年报名点

斗门区社会青年报名点

只接受单位联系人统一办

理。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

划、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

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

划、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

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

划、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

点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报名点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报名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报名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

划、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

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

划报名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报名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报名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

划报名点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点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报名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

划、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

点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报名点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报名点



现代学徒制试点、基层卫

生人才学历提升计划报名

点
退役军人学历提升计划、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

划、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

点。
退役军人学历提升计划、

高技能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现代学徒制试点报名点

含海陵、高新区

市区

市区

清新区

佛冈县

英德市



阳山县

连州市
连南县

连山县

我市三个报名点接受符合

条件人员报考“高技能人

才”和“现代学徒制”，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

划”由市教育局统筹安排

。市招考办咨询电话：

0769—23126083。

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报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