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份 地区 校外学习中心 联系人 咨询电话 

甘肃 

兰州 

兰州大学网络教育直属（药学院） 陈琬珺 
13993107353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兰州市分校 
田 踪 0931-8813695 

程丽红 0931-8812045 

甘肃社会主义学院 何 燕 0931-7650124 

兰州国际经济专修学院 鲁 红 0931-8876703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 郭致慧 0931-8411883 

兰州工业学院 魏 静 0931-2936888 

甘肃思弘信息技术专修学院 张 京 0931-4986801 

甘肃远大继续教育专修学院 岳青栓 0931-4892128 

兰州市城关区传媒培训学校 张 俞 0931-8449984 

酒泉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农垦河西分校 吴晓勇 0937-2681304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马 福 0937-2614383 

嘉峪关 嘉峪关市职业教育中心 郭正军 0937-6285550 

张掖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张掖市分校 张 宏 0936-8889968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滨河分校 张汉彪 13629363996 

金昌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金昌分校 张 蕊 
0935-8239226 

武威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农垦分校 

赵万乔 0935-2612021 

兰州 王 雁 0931-7847321 

武威 武威职业学院 刘建勇 0935-6122083 

陇南 

西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 济 0939-6628912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 凯 0939-3203990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陇南分校 李逸凡 0939-8238586 

定西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定西市分校 燕喜堂 18893208596 

定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魏小石 0932-8264215 

天水 

中共天水市委党校 王 辉 0938-8384727 

武山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孙 钦 0938-4965444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俞占仓 0938-8365033 

平凉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平凉市分校 王 龙 0933-8237777 

中共平凉市委党校 戴亚强 0933-8710142 

临夏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临夏分校 马俊清 0930-6239984 

甘南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甘南分校 郭冬梅 
0941-8225363 

白银 
中共白银市委党校 强科莲 0943-5932300 

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 赵首彩 0943-8835092 

庆阳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 叶文超 0934-8245859 

陇东职业专修学校 赵中仁 0934-8416661 

青海 西宁 青海大学联合职工大学 余敬德 0971-6135417 

陕西 西安 西安知远培训中心 刘爱玲 029-88428506 



山西 

太原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 周春燕 0351-6622241 

山西德诚经贸专修学院 马 静 0351-8303481 

临汾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临汾分校 贾洪波 0357-2682063 

晋中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公路分校 徐山玉 0354-2660666 

山东 

青岛 青岛智达人才专修学院 周瑞玉 0532-85636357 

潍坊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郭树胜 0536-3277605 

滨州 惠民县卫生学校 范 静 15725437463 

河北 

衡水 衡水兆华科技中专学校 侯连昌 0318-2178062 

沧州 沧州渤海专修学院 张 然 0317-7620916 

邢台 邢台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王 芳 0319-2068644 

石家庄 河北科技大学 相宏程 0311-88623759 

江苏 

徐州 徐州市行政学院 张 雷 0516-83863701 

苏州 苏州科技大学 殷基桢 0512-68081877 

淮安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张海军 0517-83858212 

无锡 无锡市梁溪区社区培训学院 阮盛元 0510-82611936 

镇江 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 张迎春 0511-87200308 

盐城 盐城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王世成 0515-89816688 

江西 

南昌 南昌航空大学 杨 柳 
0791-88229962 

上饶 江西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蒋 竞 
0793-7089000 

吉安 
吉州区宏成职业培训学校 黄云丽 0796-8317898 

江西省兵器高级技工学校吉安分校 姜仕贵 0796-8118088 

萍乡 萍乡市卫生学校 李建军 0799-6678109 

九江 瑞昌现代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刘观发 0792-88122792 

浙江 

杭州 杭州财税会计学校 叶小丹 0571-88903636 

绍兴 浙江省嵊州市干部继续教育培训中心 周肖红 0575-83108060 

金华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 葛铁润 
0579-87980991 

桐乡 桐乡市弘远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冯月芳 0573-88082711 

温州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邹振宇 13736360778 

宁波 宁波市海曙区宁达进修学校 张剑宁 0574-87327696 

广东 
广州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梁寄秋 020-87714860 

广州市中科自学考试辅导中心 王建豪 020-31420390 

东莞 东莞市南博职业技术学校 吴文峰 0769-86211972 

海南 海口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林书生 18876185320 

海南省人力资源市场 谢宛倩 0898-65360082 

安徽 

合肥 合肥市财政干部教育中心 李新叶 0551-62836360 

安庆 安徽安庆技师学院 马靓秋 0556-5588177 

六安 六安市叶集区姚李职业高级中学 李 彪 0564-3280820 

宁夏 银川 
中共永宁县委党校 范 英 0951-8013014 

宁夏新希望职业培训中心 李晓清 0951-5022668 



固原 固原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马万仓 0954-2080733 

新疆 
乌鲁木齐 

乌鲁木齐西华管理教育培训中心 何玉娟 
0991-8821075 

1399918982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昆仑职业培训学校 杜  芹 0991-3335693 

昌吉 新疆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李彦兵 0994-2351920 

湖南 

长沙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李双芳 0731-88105152 

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 罗天抒 
0731-82920898 

醴陵 湖南省醴陵市总工会职工学校 杨  旭 
0731-28537766 

怀化 怀化市旅游学校 胡玲丽 
0745-2207530 

贵州 毕节 毕节同心农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陈春雷 0857-8579698 

黑龙江 哈尔滨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职工大学 吴英力 0451-86497667 

云南 昆明 云南现代教育进修学院 王  佳 0871-68331209 

内蒙古 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市文远职业培训学校 景荔娟 0477-8165024 

天津 天津 天津市滨海新区汇海培训学校 李 超 022-62091553 

河南 
南阳 南阳文理专修学校 马静文 13333666262 

郑州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陶  芳 0371-63571970 

四川 
成都 四川新华科技学院 王佳柯 028-87018983 

眉山 眉山卫生职业学校 杨 丹 028-38295126 

  

兰州大学网络教育弘成学习中心一览表 

省份 地区 校外学习中心 联系人 咨询电话 

浙江 
衢州 弘成衢州学习中心 楼学民 0570-8036600 

湖州 弘成湖州学习中心 刘金忠 0572-2561255 

贵州 贵阳 弘成贵阳学习中心 刘 权 0851-85740928 

四川 南充 弘成南充学习中心 陈 刚 15882668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