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所在地
区

校外学习中
心简称

校外学习中心全称 联系地址 依托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安徽省 安徽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安徽校外学习
中心

合肥市瑶海区磨店职教城文忠路与学
府路交口

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 袁老师、武老师
0551-64200331\13955128337\
18949800350

2 安徽省 合肥蜀山区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合肥市传迈职
业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与皖河路
交口华地金融中心A座3楼

合肥市传迈职业培训学校 张老师 18269791191

3 安徽省 安徽宿州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宿州市埇桥区
尚达职业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汴河中路160号
家乐福办公楼北楼16层

宿州市埇桥区尚达职业培训
学校

尹老师 13505512557

4 安徽省 合肥肥东县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肥东县龙腾职
业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162号安徽国际
商务中心B座25楼

肥东县龙腾职业培训学校 陈老师 13575715298

5 北京市
直属(北京
校本部)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直属学习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中国传媒大学 吴老师 010-65742323\18514276356

6 北京市 北京金航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北京金航新媒
技术培训中心校外学习中心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9区
685栋11层05-07室

北京金航新媒技术培训中心 黄老师 13466573392\010-68415008转606

7 北京市
北京青年政
治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北京青年政治
学院校外学习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街9号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潘老师 010-84778481/13426318800

8 甘肃省 甘肃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甘肃校外学习
中心

甘肃省兰州市盐场路1240号 甘肃省广播电视学校 马老师、吕老师
0931-8341641\8310855
13088771266\13993196683

9 广东省 广东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广东省广播电
视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33号自编14
号

广东省广播电视艺术服务中
心

刘老师、陈老师
020-
61292757\61292758\13302229199

10 广东省
广东东莞南
城区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东莞市求学圆
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校外学习中心

东莞市南城街道新基科技产业园G座
202

东莞市求学圆梦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周老师 18666443181\0769-23228936

11 广东省 深圳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深圳市龙岗区
浩博教育培训中心校外学习中心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镇吉华路179号
深圳市龙岗区浩博教育培训
中心

邓老师 15218769661\0755-28265599

12 广东省 广州从化区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广州市从化区
求学圆梦自考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校外学习
中心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河东北路一巷1
号五楼

广州市从化区求学圆梦自考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杨老师 17607353643/020-37501924

13 广东省 广东东莞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东莞市南城达
德培训中心校外学习中心

东莞市旗峰路200号浩宇大厦6层 东莞市南城达德培训中心 张老师 18026251916

14 广西 广西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广西广播电视
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亭洪路41号 广西广播电视学校 庞老师
0771-
4739221\4739223\13481018151

15 贵州省 贵州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贵州校外学习
中心

贵阳市青云路474号 贵州省广播电影电视学校 孙老师 18275101051\0851-84760755

16 贵州省 贵州铜仁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铜仁学院校外
学习中心

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清水大道103号 铜仁学院 张老师 18083586660

17 海南省 海南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海南校外学习
中心

海口市中沙路15号海口广播电视台一
楼

海南海广电影电视制作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罗老师
0898-66982475\15289773572
18289787520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通讯录



18 河北省 河北石家庄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石家庄理工职
业学院校外学习中心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石柏南大街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刘老师 15081134633\0311-83930089

19 河南省 河南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河南校外学习
中心

郑州市文化路79号 河南艺术职业学院 徐老师 0371-63730192\18703628881

20 湖北省 湖北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湖北省广播电
视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十里铺高家嘴特
1号

湖北省广播电视学校 张老师、冉老师
18971132768\18627774860
027-84234665\84624505

21 湖南省 湖南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湖南校外学习
中心

长沙市星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华路
322号

湖南大众传媒学院 刘老师
0731-84028771\13574170598
18670758577

22 湖南省 湖南株洲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株洲市芦淞区
联想教育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株洲市芦淞区建宁新村1栋301号
株洲市芦淞区联想教育培训
学校

何老师 18390906611\0731-22286156

23 湖南省 湖南岳阳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岳阳市伯乐才
艺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岳阳市步行街金鹰阁12楼 岳阳市伯乐才艺培训学校 习老师 18770025286\0730-8888728

24 湖南省
湖南长沙建
达学校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长沙市建达职
业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一段通泰梅岭
苑11栋综合楼202

长沙市建达职业培训学校 王老师 13647419393

25 湖南省 湖南衡阳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衡南县精诚教
育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湖南省衡阳市蒸湘南路财富大厦15楼 衡南县精诚教育培训学校 陈老师 13875649476\0734-8129673

26 吉林省
吉林长春清
大学校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吉林省清大职
业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前进大街1045号 吉林省清大职业培训学校 王老师 13756542777\0431-84722111

27 吉林省 吉林长春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长春国际经济
贸易职业中专校外学习中心

吉林省长春市北环路110号 长春国际经济贸易职业中专 杨老师 18743030413\0431-81709806

28 吉林省
吉林省吉林
市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吉林市知金教
育校外学习中心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恒山西路84号
吉林市知金教育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张老师 15643165713\0431-81709806

29 吉林省 吉林松原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吉林松原知金
教育校外学习中心

吉林省松原市新城东路83号
松原知金教育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董老师 13332280030\0431-81709806

30 吉林省 吉林延边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吉林延边知金
教育校外学习中心

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100号 延边知金教育科技技术有限公司任老师 13944113775\0431-81709806

31 江苏省 江苏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江苏校外学习
中心

南京市雨花台区养回红村156号 江苏传媒学校 马老师 025-52412130\13003424188

32 江苏省 无锡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无锡校外学习
中心

无锡市梁溪区广瑞路390号 无锡市现代远程教育中心 吕老师 0510-82365710\13961889183

33 江苏省 南广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中国传媒大学
南广学院校外学习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弘景大道3666号
南京传媒学院

南京传媒学院 吴老师 025-86179097\15850636652

34 江苏省 江苏泰州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泰州学习中心 江苏省泰州市青年路26号
泰州市海陵区科技人才培训
中心

王老师 13951031973\0523-86243377

35 江苏省 江苏南通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南通市崇川区
铁军建工专修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南通市崇川区崇州路 紫琅科技城11
栋A，7楼

南通市崇川区铁军建工专修
学校

蔡老师 15151369266\0513-51013218

36 江西省 江西吉安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吉安职业技术
学院学习中心

吉安市中心城区吉安南大道133号 吉安职业技术学院 孙老师 0796-8263133\13517966090

37 江西省 江西南昌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江西校外学习
中心

江西省南昌市江大南路193号 江西传媒职业学院 熊老师 0791-88338410 \18970826728



38 江西省
江西南昌传
爱学校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南昌传爱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江西省南昌市北京西路437号化学馆
114号

南昌传爱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虞老师 18679119944

39 江西省
江西南昌科
技专修院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江西科技管理
专修学院学习中心

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文教路61号伴我
学大楼5楼

江西科技管理专修学院 徐老师 13177777190

40 江西省
南昌经济技
术开发区科
技教育培训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南昌经济技
术开发区科技教育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罗财院五栋
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教
育培训学校

余老师 13307910080

41 江西省 江西上饶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上饶市人才职
业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上饶市水南街330号 上饶市人才职业培训学校 尹老师 15707039399

42 江西省 江西新余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新余市渝水区
神舟职业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五一路名仕公馆
贝乐街14栋四楼

新余市渝水区神舟职业培训
学校

丁老师 13133827895

43 江西省 江西赣州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现代开放职业
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江西省赣州市经开区赣通大道888号
恒科产业园23栋副楼三层

现代开放职业培训学校 谢老师 18979757162

44 江西省 江西抚州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江西省朗沣职
业培训学校学习中心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羊城路东华理工
大学北区综合楼3楼

江西长天职业培训学校(原
江西省朗沣职业培训学校)

蔡老师 15779999040

45 内蒙古
内蒙北方联
合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呼和浩特市北
方联合职业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闻都世界城
17F座13层

呼和浩特市北方联合职业培
训学校

郝老师 0471-2555518\13304713371

46 内蒙古 内蒙古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内蒙古校外学
习中心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通道北路58号
呼和浩特职业学院美术与传
媒学院

白老师 13848138181

47 宁夏 宁夏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宁夏校外学习
中心

银川市兴庆区民族南街博文大厦五楼
银川市现代远程教育培训中
心

张老师 13995186337\0951-6091753

48 山东省 山东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山东传媒职业
学院校外学习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8678号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史老师 0531-61326685\15964011888

49 山东省 山东枣庄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枣庄薛城天穹
教育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长白山路与黄河
路交界处

枣庄薛城天穹教育培训学校 李老师 15266176365\0632-7558080

50 山东省 山东青岛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私立青岛华泰
科技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少山路52号英湟
大厦四楼

私立青岛华泰科技培训学校 易老师 0532-68982006\17853807900

51 山东省 山东日照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日照市商业学
校校外学习中心

日照市东港区北京路89号锦华大厦东
辉

日照市商业学校 黄老师 13475638619

52 山西省 山西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山西校外学习
中心

太原市南内环街138号 山西广播电影电视学校 姚老师 0351-7229289\13835101633

53 陕西省 陕西2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陕西广播影视
校外学习中心

西安市北大街129号
陕西省广播电影电视职工培
训中心

白老师 029-87991577\15691862876

54 上海市 上海普陀区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上海智优经理
人进修学院校外学习中心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35号5楼501-
504/514室

上海智优经理人进修学院 胡老师 021-62765524\15214325466

55 上海市 上海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上海市文广局
人才培训交流中心校外学习中心

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44号
上海市文广局人才培训交流
中心

芮国平 13641682581

56 四川省
四川成都元
亨学校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成都元亨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成都市青羊区草市街2号光大国际4楼
【元亨教育】

成都元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张老师 18982230727\028-83200868

57 四川省 四川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四川校外学习
中心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119号附1号 四川省广播电视监测中心 谭老师 028-86526190\029-86526015



58 四川省
四川文产职
业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四川文化产业
职业学院学习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华阳镇锦江路四段399
号

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 朱老师 15882032718

59 天津市
天津新时代
学校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天津市南开区
新时代教育培训中心校外学习中心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1号
天津市南开区新时代教育培
训中心

郭老师、王老师
13342003322\13920224097
022-23353256

60 新疆 新疆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新疆校外学习
中心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团结路南湾街
268号

新疆广播影视学校 杨老师 0991-6552285\18690998005

61 云南省 云南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云南校外学习
中心

昆明市吴井路215号 云南省广播电视学校 李老师 0871-63548701\13888073815

62 浙江省 浙江宁波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宁波市海曙
区人人学苑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11号海曙
大厦14楼

宁波市海曙区人人学苑
培训学校

徐老师 15372663717\0574-27825637

63 浙江省
浙江杭州
西溪教育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西溪教育进
修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杭州市青山湖科技城大园路1188
号2号楼3层

杭州市余杭区西溪教育
进修学校

陈老师 13616815136\0571-61077229

64 浙江省 浙江绍兴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绍兴市越城
区上元教育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绍兴市胜利东路17号凯盛国际大
厦16楼

绍兴市越城区上元教育
培训学校

蔡老师 15365313828\0575-85086673

65 浙江省 浙江嘉兴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嘉兴市培黎
教育培训中心校外学习中心

嘉兴市秀洲区秀园路966号北科

建创新园41幢4层

嘉兴市培黎教育培训中
心

钟老师 15857111200\0573-82753711

66 浙江省 浙江舟山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舟山市普陀
区艺峰专修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舟山市普陀区菜市路185号财富
商务大楼12楼1201室

舟山市普陀区艺峰专修
学校

徐老师 15372663717\0574-27825637

67 浙江省 浙江义乌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义乌市职工
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义乌市北苑街道雪峰西路968号
科技大楼A区7楼

义乌市职工学校 张炜 13957935330\0579-85526221

68 浙江省 浙江温州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温州市龙湾
区新纪元教育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龙
府锦园6幢101室旁科通教育

温州市龙湾区新纪元教
育学校

郑老师 13819742666\0577-86867700

69 浙江省 浙江德青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德清县德赛
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浙江省德清县武康街道英溪南路
420号

德清县德赛培训学校 林老师 18958751666\0572-8068715

70 浙江省 浙江金华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金华市春华
计算机培训部校外学习中心

金华市婺城区将军路427号恒大
商务中心7楼

金华市春华计算机培训
部

刘老师 13587707189\0579-82361177

71 浙江省 浙江台州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温岭市弘晟
文化教育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西
街小区17幢孟家巷57号（众诚教
育）

温岭市弘晟文化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徐老师 15372663717\0574-27825637

72 浙江省
浙江杭州
华业教育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杭州市华业
职业培训学校校外学习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联
创街188号贝达梦工场C座9楼

杭州市华业职业培训学
校

罗老师 13082853821

73 重庆市 重庆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重庆校外学习
中心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59号重庆广
播教育学校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张老师 023-63610075\18083021218

74 辽宁省 辽宁锦州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辽宁理工校外
学习中心

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昆明街2号 辽宁理工学院 孙老师 15004229232

75 西藏 西藏
中国传媒大学西藏广播电影电视局培训中
心校外学习中心

西藏拉萨市江冲路7号
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培训
中心

雷老师 0891-6173774\13549091683



序
号

所在地
区

联系地址 依托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安徽省 安徽省芜湖市环城西路9号
芜湖奥鹏数字化教育有
限公司

宋勇 0553-3825981

2 安徽省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延安路73号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黄山
市分校

徐老师 0559-2527315

3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甲2号
院中关村国防科技园2号楼12层

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
有限公司

李老师 010-62139961

4 甘肃省 兰州市七里河区龚家坪东路1号 兰州工业学院 骆老师 0913-2863308

5 广东省 广东省潮州市枫春路504号 潮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许老师 0768-6887837

6 广东省
广东省江门市胜利路116号江门
电大

江门市广播电视大学 陈老师 0750-3683988

7 广东省
广东恩平市恩城街道办锦塔路67
号恩平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恩平市广播电视大学 黎老师 13725989339

8 广东省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街道运河东一
路157号

广东东莞市广播电视大
学

张老师 0769-22223001

9 广东省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一道TCL大
厦A-207

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
有限公司

黄老师 0755-33955003

10 广东省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麓景西路41
号广州广播电视大学4号楼4601
室

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
有限公司

王老师 020-83480640

11 广东省
广东省肇庆市广宁县南街镇庄前
西路广宁电大

广宁县广播电视大学 冯老师 0758-8680052

12 广东省
广东省龙川县老隆镇进修新村1
号

广东龙川广播电视大学 黄老师 0762-6882191

13 广东省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街道办建设
路49号501

深圳市坪山新区思大教
育培训中心

刘老师 0755-84602690

14 贵州省 贵州省毕节市桂花路9号
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毕节
地区分校

万老师 13885769981

15 贵州省
 贵阳市云岩区中华北路81号 立
阳大厦二层 奥鹏教育

奥鹏远程教育贵阳学习
中心(北京奥鹏远程教育
中心有限公司)

刘老师 13765151774

16 贵州省
贵州省安顺市开发区学院路安顺
广播电视大学

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安顺
市分校

陈老师 18985723006

17 贵州省
贵州省铜仁市清水大道03号铜仁
大厦

贵州广播电视大学铜仁
分校

罗老师 13595601858

中国传媒大学与奥鹏远程教育中心合作招生学习中心通讯录

奥鹏远程教育中心北京总部咨询电话4008106736；（010）82015656、62046131

贵州广播电视大学铜仁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广东龙川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奥鹏深圳市坪山新区思大教育培训中
心学习中心

贵州广播电视大学毕节地区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
中心

奥鹏远程教育贵阳学习中心

贵州广播电视大学安顺市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恩平市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东莞市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奥鹏远程教育深圳学习中心

奥鹏远程教育广州学习中心

广宁县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黄山市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奥鹏远程教育北京海淀学习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兰州工业学院奥鹏远程
教育学习中心

潮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江门市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校外学习中心全称

奥鹏远程教育芜湖学习中心



18 河北省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481号
继续教育学院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李老师 0311-87049545

19 河北省
河北省邯郸市邯山区光明南大街
甲66号中原商务中心

邯郸市申美职业技能培
训有限公司

贾老师 0310-5621081

20 河北省 河北省高碑店市北环路13号
保定广播电视大学高碑
店分校

张老师 0312-6390501

21 河北省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红旗大街
398号青年学校三层

石家庄市桥西区青年职
业培训学校

刘老师 0311-85853307

22 河北省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平门路甲
1号

张家口电大蔚县分校 李老师 0313-8013295

23 河北省
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三马路16
号

张家口广播电视大学 宋老师 0313-2052911

24 河北省 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育才路10号
成安县文化教育体育局
仪器电教站

王老师 0310-5238688

25 河北省 河北省保定安国市安望路
河北省广播电视大学安
国市工作站

刘老师 0312-3592420

26 河南省 河南新乡南干道75号 河南新乡广播电视大学 王老师  0373-3045743

27 河南省 河南省焦作市民主中路24号
焦作市总工会职工中等
专业学校

于老师 0391-2516886

28 河南省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路124号河南
省电大网络学院综合楼202室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 王老师 0371-63616736

29 河南省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102号聚合
大厦九层901室

北京奥鹏远程教育中心
有限公司

王老师 18603858282

30
黑龙江
省

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433号
哈尔滨奥鹏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邹老师 0451-87562267

31
黑龙江
省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建华区文化
大街劳动路54号齐齐哈尔广播电
视大学

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大
学

马翠平 18746814681

32 湖北省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广八路19号 武汉市金山工贸学校 韦老师 027-87748549

33 湖北省 湖北省宜昌市果园一路3号 宜昌市广播电视大学 胡老师 0717-6468033

34 湖北省 湖北省荆州市园林路81号
中国共产党江陵县委党
校

万老师 0716-8265858

35 湖南省
湖南省岳阳市学院路岳阳广播电
视大学111办公室

湖南岳阳广播电视大学 向老师 0730-8623810

36 湖南省 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南路52号 湖南郴州广播电视大学 刘伟 0731-88764699

37 湖南省
浏阳市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蓝思科
技园内

长沙经贸职业中专学校 赵瑞容 0731-87879925中国传媒大学奥鹏长沙经贸职业中专学校学习中心

武汉市金山工贸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宜昌市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中国共产党江陵县委党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岳阳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郴州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焦作市总工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
中心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奥鹏远程教育郑州学习中心

奥鹏远程教育哈尔滨学习中心

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奥鹏张家口电大蔚县分校学习中心

张家口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邯郸广播电视大学成安工作站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河北省广播电视大学安国市工作站奥鹏远程教育学
习中心

新乡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邯郸磁州煤业有限公司利贞煤矿
安全技术培训中心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保定广播电视大学高碑店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中国传媒大学奥鹏石家庄市桥西区青年职业培训学
校学习中心



38 吉林省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北京大街62
号

奥鹏远程教育长春学习
中心

呼延祎男 18646215621

39 吉林省 吉林省吉林市吉林大街349号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吉林
分校(吉林市广播电视大
学)

赵老师 13331500740

40 吉林省
吉林省桦甸市明华街云胜胡同7
号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桦甸
市分校

朱老师 15947933337

41 吉林省
吉林省白城市海明西路锅炉厂胡
同4号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城
分校

王老师 0436-5016301

42 吉林省
四平市铁西区红嘴路28号 （红
嘴商贸城5楼）

四平市博大计算机职业
培训学校

韩老师 15590221191

43 吉林省
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诚品家园小
区院内

乾安县秀兵职业培训学
校

王老师 0438-8709555

44 江西省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行政服务中
心中塔16楼

江西省赣县教师进修学
校

赖小娇 13576752389

45 江西省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八一街跃进
南路329号(萍乡电大招办)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萍乡
市分校

肖季烈 13387996663

46 辽宁省
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凌河街四段
13号

朝阳广播电视大学 刘士刚 15042897716

47 辽宁省
辽宁省凤城市振兴街65号凤城电
大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丹东
凤城分校

赵老师 13188369028

48 辽宁省 辽宁省东港市黄海大街259号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东港
市分校

韩鑫 13941501600

49 辽宁省 沈阳市和平区14纬路7号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赵震 188 4008 8801

50 辽宁省
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文化路4号
教育局院内

彰武县职工学校 徐柏惠 13470372158

51 辽宁省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长海分校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长海
分校

钱振鼎 13304281319

52 辽宁省
辽宁省本溪市市府南街7号;本溪
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中心

本溪广播电视大学 孟霞 13304941383

53 辽宁省 辽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叶柏寿镇 建平广播电视大学 王义恩 13842118686

54 辽宁省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周水前久
胜街10号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甘井
子分校

陈诚 15840514000

55 辽宁省
辽宁省义县义州镇西北街福发当
后胡同130号

中国共产党义县委员会
党校

沈艳秋 13604160896

56 辽宁省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长
岭街29—4号

清原申健教育培训中心 曲嘉漫 18909824662

57 内蒙古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
伊敏小区7号楼1层

内蒙古呼伦贝尔职业技
术学校

李老师 0470-8333329

清原满族自治县卫生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呼伦贝尔职业技术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长海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本溪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建平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甘井子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中国共产党义县委员会党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丹东凤城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
中心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东港市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彰武教学中心奥鹏远程教育学习
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奥鹏四平市博大计算机职业培训学校

中国传媒大学奥鹏乾安县秀兵职业培训学校学习中
心

江西省赣县教师进修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萍乡市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朝阳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奥鹏远程教育长春学习中心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吉林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桦甸市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城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58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玉泉大厦14
楼

内蒙古机电应用专修学
院

渠永洪 13190519994

59 内蒙古 赤峰市红山区赤峰四中临街三楼 赤峰万博职业技术学校 赵老师 13204761687

60 宁夏
宁夏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77号
3层

宁夏继续教育学院 吴鹏 0951-6715566/3889000

61 山东省 山东路40号乙广发金融大厦一楼
奥鹏远程教育青岛学习
中心

孙老师 0532-83610118

62 山东省
山东临沂市罗庄区湖东路63号，
临沂职业学院（临沂奥鹏学习中
心）

临沂职业学院 张老师 0539-2872030

63 山东省
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391号滨
州学院信息楼822号

山东滨州广播电视大学 孙老师 0543-3190137

64 山东省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芦家井街24
号

山东省广播电视大学德
州市德城区电大工作站

王老师 0534-2235995

65 山西省 山西忻州市团结东路奥鹏教育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
技术培训中心

邢老师 0350-3021486

66 山西省
山西省阳泉市南大街金地商务大
厦8楼805

阳泉市交通职业中专学
校

柴老师 13333531698

67 上海市
上海市静安区原平路55号上海行
健学院3号楼3209B办公室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 顾文婧
021-56050253
19121809756

68 四川省 四川省遂宁市盐关街51号 遂宁广播电视大学 何益 13550778889

69 四川省
四川省青川县竹园镇智慧岛教师
进修学校

四川省青川县教师进修
学校

陈华 18981200885

70 四川省
四川省井研县研城镇建设路新兴
街51号

井研县教师进修学校 朱泽文 18981352813

71 四川省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晋城镇环城
大道二段873号

西充县教师进修学校 李立 13890752709

72 四川省
四川省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中
段216号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富顺
分校

李敏 13619026651

73 四川省
四川省自贡市檀木林街大黄桶40
号自贡电大

四川自贡广播电视大学 高原 18990029313

74 新疆
新疆伊宁市飞机场路6号新疆伊
犁州广播电视大学教务处 教学
处

新疆伊犁州广播电视大
学

夏米西古丽  13779145577

75 新疆 新疆阿克苏市栏杆路51号
新疆阿克苏广播电视大
学

王笑莺 13887945727

76 云南省
云南省大理市下关北郊万花路
(原大理电大)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大理
分校(大理学院)

冯军 0872-2200832

77 云南省
云南省昆明市小西门南疆商务1
号楼5楼

云南工商学院 刘老师 18687113388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大理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云南工商学院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西充县教师进修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富顺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自贡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新疆伊犁州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新疆阿克苏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阳泉市交通职业中专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遂宁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四川省青川县教师进修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乐山广播电视大学井研县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
心

奥鹏远程教育青岛学习中心

临沂职业学院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滨州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山东省广播电视大学德州市德城区电大工作站奥鹏
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技术培训中心奥鹏远程教育
学习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奥鹏内蒙古机电专修学院学习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奥鹏赤峰万博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中心

宁夏继续教育学院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78 云南省 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学苑路6号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思茅
分校（思茅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袁老师 13887945727

79 云南省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景亮路
28号

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 杨老师 13628718170

80 云南省 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学府路2号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张老师 0883-8882017

81 云南省
昆明市五华区人民中路216号丰
园大厦A座16楼

昆明外国语专修学院 熊老师 13888186635

82 浙江省 浙江省温州市周宅祠巷21号 温州广播电视大学 陈老师 0577-88287027,88232625

83 重庆市 重庆市万州区白岩路356号
重庆市万州广播电视大
学

史老师 023-58209003

中国传媒大学现代远程教育昆明外国语专修学院奥
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温州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重庆市万州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思茅分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中共西双版纳州委党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奥鹏远程教育学习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