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师范大学网络教育 2020 年春季招生通讯录

区域 校外学习中心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湖北

华中师范大学直属

学习中心

武汉市洪山区雄楚大街 382 号华中师范

大学（南湖校区）培训中心（职业与继续

教育学院）

027-67867239

027-67867242

李 平

程素平

武汉江南技术学校学习

中心
武汉市青化路特 1号

027-87637877

15002723925
王承荣

襄阳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襄阳市襄城区环城南路 55号

0710-3513775

13886228448
陈润生

黄石华研高等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桂林北路 16号

0714-6371602

15972546974
李 婧

鄂州市经贸学校

学习中心
鄂州市经济开发区樊蒲大道 37 号

0711-5905858

13517211881
童 领

仙桃职业学院学习中心 仙桃市纺织大道 8号
0728-3331999

15392811808
赵远芳

上海
华中师范大学现代远程

教育上海校外学习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勤奋路 1号 B栋

021-68042766

13916911587
顾忠红

湖南

长沙县翰林院培训学校

学习中心

长沙县星沙街道办事处开元东路 47 号尚

城 A-2-6

0731-82039593

13787047777
黄 波

衡阳市计算机信息专修

学校学习中心
衡阳市先锋路 58 号

0734-8211355

18692008222
唐 彬

广东

广东文理职业学院

学习中心
湛江市赤坎区椹川大道北 58 号

0759-3186220

18620000723
钟仕仰

深圳学习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怡丰路 34 号深圳国际机器

人城三楼

0755-23964889

18676798279
冯 超

韶关市浈江区智园教育

培训中心学习中心
韶关市浈江区十里亭前进路 48-1 号

0751--8819081

18607516159
王勤发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学习中心
广州市天河区珠吉路 660 号

020-223205312

13265183517
王飞林

江苏

泰州市科技培训中心

学习中心

泰州市济川路会宾楼宾馆西侧科技中心

副楼 303 室

0523-86333366

13515158861
孙 华

宜兴市环科园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学习中心
宜兴市环科园龙池路 301 号

0510-81776202

13205290999
周 良

浙江

台州市路桥区育华学校

学习中心

台州市椒江区东海大道 680 号（巨鼎置业

四楼）

0576-88195000

15805761888
沈孔军

嘉兴市培黎教育培训

中心学习中心

嘉兴市秀洲区秀园路 966 号北科建创新

园 41号楼 4楼

0573-82753711

18358509099
薛林发



湖州市前锦专修学校

学习中心
湖州市吴兴区新天地写字楼 12 楼

0572—2131301

15268282133
谢国浩

杭州市余杭区西溪教育

进修学校学习中心

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科技城钱坞路 328

号中地科技 4楼西溪教育

0571-61077229

13616815136
董合榕

浙江华川专修学院

学习中心
杭州市滨江区至善路 337 号

0571-88273050

18069795091
周 飞

宁波市海曙区人人学苑

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11号海曙大厦14

层

0574-27825566

13971508707
韩 菁

山东

青岛卓尚职业培训学校

学习中心

青岛市市北区台柳路177号和达中心城A

座 609 室

0532-83826828

13681101814
曹 申

聊城学大教育培训学校

学习中心

聊城市柳园南路新华书店对过南 50 米

（河东小学入口处）人文教育六楼

0635-8187766

13406350802
武 静

济南立达教育培训学校

学习中心
济南市花园路 90-4 号明仁教育大厦三楼

0531-88031100

13455168008
王希花

河南
郑州高新区雅君教育

培训中心学习中心

郑州高新区翠竹街 1号 63幢 1 单元 4层

04 号

0371-63929699

15238022720
杨志峰

河北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学习中心

石家庄市南二环 20号河北师大新校区科

技园 A座 1516 室

0311-85698721

13780407548
史新奎

贵州

贵阳学习中心 贵阳市南明区沙冲南路 32号 303 室
0851-85740928

18285228787
王 芳

黔西南州神舟职业技术

学校学习中心

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市文化路 21号（原

农机校）

0851-85740928

15285555661
陶 红

黔东南州国防科技学校

学习中心
凯里经济开发区第一工业园区春熙路

0855-8516088

13885578808
张学武

安徽

阜阳信息工程学校

学习中心

阜阳市颍州区临泉路 888 号阜阳信息工

程学校

0558-2162617

15375007299
宫继宏

肥西华大文华培训学校

学习中心

合肥市金寨路 91 号立基大厦 A座 1008

室

0551-65580113

13329010931
常 通

淮南科贸学校学习中心
淮南市大通区九龙岗镇 22号淮南科贸学

校

0554-5317324

13339181673
张 莹

新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

电视大学学习中心
乌鲁木齐市二道湾路一巷 100 号

0991-8826478

13999808370
彭艳春

内蒙古
内蒙古高等教育进修

学院学习中心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北垣东街 28 号

0471-4815270

15047804550
王跃成

山西

太原学习中心
太原市南内环街 148 号市委党校 10 号楼

205

0351-7223926

13633517080
卫朋

运城市财经管理专修学

校学习中心
运城市河东街 3408 号

0359-2846666

13835884016
张芬芬

宁夏
银川钜橙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学习中心

银川市金凤区宁安大街490号IBI育成中

心二期 6号楼 1201

0951-7689539

13079506629
骆小玲



四川
成都市温江区知金商务

进修学校学习中心
成都市温江区南江路 208 号

028-82721919

028-82750201
付 霞

吉林
长春市长光外语培训

中心学习中心

长春市朝阳区修正路与致远街交汇吉大

商座 7楼 703 室

0431-81090369

13578979813
郭馨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