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州市 确认点名称 地址 电话
五华区 人民中路168号（五华区教科院） 0871-65157355

盘龙区 护国路67号（盘龙区教师进修学校） 0871-63177912

官渡区 昆明市官渡区关上街道关兴路320号 0871-67196354

西山区 昌源南路95号（西山区职业高级中学） 0871-68233646

呈贡区 呈贡区呈祥街惠景园D7栋六楼613室 0871-67478261

安宁市 安宁市教育局 0871-68699207

嵩明县 嵩明县教育体育局 0871-67914873

昭阳区 昭阳区教育局 0870-2124810

鲁甸县 鲁甸县教育局 0870-8121499

巧家县 巧家县教育局 0870-7121013

盐津县 盐津县教育体育局 0870-6621031

大关县 大关县教育局 0870-5621205

永善县 永善县教育体育局 0870-4122513

绥江县 绥江县教育局 0870-7622186

镇雄县 镇雄县教育局 0870-3120054

彝良县 彝良县教育局 0870-5120205

威信县 威信县教育局 0870-6121735

水富市 水富市教育体育局 0870-8636934

曲靖市 曲靖市 曲靖市招生办 0874-3318729

楚雄市 楚雄市开发区永安路273号（楚雄州教育体育局） 0878-3122624

双柏县 双柏县教育体育局招生考试办公室 0878-7711856

牟定县 牟定县教育体育局招生考试办公室 0878-5223132

南华县 南华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8-7211245

姚安县 姚安县教育体育局招生办 0878-5724653

大姚县 大姚县教育体育局招生办 0878-6223446

永仁县 永仁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8-6711822

元谋县 元谋县教育体育局招生考试办公室 0878-8211341

武定县 武定县狮山大道77号（县教育体育局招生办） 0878-8711430

禄丰市 禄丰市教育体育局招生考试办公室 0878-4122927

红塔区 玉溪市东风北路10号 0877-2036677

江川区 江川区大街街道金元巷（大街中学大门往南走30米） 0877-8017700

澄江市 澄江市行政中心209室 0877-6911801

通海县 通海县秀山街道西街80号 0877-3801700

华宁县 华宁县宁州街道北门路30号 0877-5013700

易门县 易门县龙泉街道朝阳路238号 0877-4963432

峨山县 峨山县双江街道临江路27号 0877-4011536

新平县 新平县桂山街道新奎阁1号（原新平一小）启蒙楼203室 0877-7011507

元江县 元江县红旗路85号 0877-6011536

红河州 红河州教育服务大厅 0873-4621051

个旧市 个旧市五一路75号个旧三中内 0873-3059646

开远市 开远市环城南路16号第二行政中心1楼招生考试办公室 0873-7123392

蒙自市 蒙自市教育体育局（锦华路南段） 0873-3723760、3856940

屏边县 屏边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3-3224636

建水县 建水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3-7613952

石屏县 石屏县湖滨路电教培训中心（县校外活动中心背后） 0873-857250

弥勒市 弥勒市行政中心副楼2-17室 0873-6122374

泸西县 泸西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3-6621391

元阳县 元阳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3-3032329

红河县 红河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3-4621222

金平县 金平县仙人洞路16号教育体育局（三楼招考办） 0873-5224337

绿春县 绿春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绿春县青少年活动中心3楼） 0873-4222897

河口县 河口县行政中心一楼（126室） 0873-3451413

文山市 文山市军供路1号文山市教育体育局招生考试股 0876-2140216

砚山县 砚山县嘉禾三路29号 0876-3122608

西畴县 西畴县龙泉上寨 0876-7629039

麻栗坡县 麻栗坡县政务楼1217室 0876-6623257

马关县 马关县文化路167号马关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6-7126829

丘北县 丘北县锦屏镇重阳街28号 0876-4125988

广南县 广南县莲城镇八宝路2号 0876-5150952

富宁县 富宁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6-6122160

思茅区 思茅区振兴大道159号（思茅区招考办） 0879-3023609

宁洱县 宁洱县宁洱镇滨河路100号（天源丽景办公区5楼教育体育局招生考试办公室） 0879-323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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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江县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便民服务中心五楼教育体育局 0879-4232072

景东县 景东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9-6222151

景谷县 景谷县益智路120号 0879-5223094

镇沅县 镇沅县学海路5号 0879-5813452

江城县 江城县勐烈大街177号 0879-3721452

孟连县 孟连县建设西路4号 0879-8721348

澜沧县 澜沧县教育体育局 0879-7225615

西盟县 西盟县教育体育局 0879-8343515

勐海县 勐海县教育体育局 0691-5122353

勐腊县 勐腊县教育体育局 0691-8122644

版纳州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勐泐大道40号西双版纳州教育体育局 0691-2122658

大理市 大理市中等职业学校办公楼一楼 0872-2124232

漾濞县 漾濞县招生办 0872-7523540

祥云县 祥云县教育局 0872-3121564

宾川县 宾川县教育局招考办 0872-7140848

弥渡县 弥渡县教育体育局 0872-8163914

南涧县 南涧镇彩云路延长线全民健身中心南涧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72-8522758

巍山县 巍山县教育局 0872-6121044

永平县 永平县教育体育局 0872-6520160

云龙县 云龙县教育局招生办 0872-5521591

洱源县 洱源县教育局 0872-5124322

剑川县 剑川县教育局 0872-4522049

鹤庆县 鹤庆县教育局 0872-4125174

隆阳区 隆阳区永昌街道团结路48号 0875-2160582

施甸县 施甸县人民路003号 0875-8121375

腾冲市 腾冲市腾越镇秀峰社区黉学小区178号 0875-5133902

龙陵县 龙陵县城三甲路北侧 0875-6121428

昌宁县 昌宁县田园镇右甸西路62号 0875-7130959

芒市 芒市教育体育局招考办，斑色路9号 0692-3028675

梁河县 梁河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692-6161947

盈江县 盈江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永盛路7号 0692-8183913

陇川县 陇川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章凤镇卫国南路1号 0692-7176309  7103121

瑞丽市 瑞丽市教育体育局招考办，新建路2号 0692-4141576

古城区 古城区福慧路区政府教育局招考办 0888-5182302

永胜县 永胜县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永北镇文明南路 0888-6521365

宁蒗县 宁蒗县教育局招考办 0888-5521478

怒江州 怒江州 泸水市六库镇向阳南路67号怒江州教育体育局招考办 0886-3622467，3627721

临翔区 临翔区招考办 0883-3064091

凤庆县 凤庆县招考办 0883-4212020

云县 云县招考办 0883-3211330

永德县 永德县招考办 0883-5211020

镇康县 镇康县招考办 0883-6630181

双江县 双江县招考办 0883-7621341

耿马县 耿马县教育体育局三楼 0883-6121209

沧源县 沧源县招考办 0883-712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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