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4

河南省 2020 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咨询电话及现场确认地点
考区名称

确认单位

确认地址

责任人

联系电话

郑东新区教育局

郑东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农业东路与
龙湖外环东路交叉口东北角正西方向
152 米）

聂娜

0371-67179074

新密市教育局

新密市教师进修学校

刘伟

0371-56519535

荥阳市教育局

荥阳市教育局东配楼一楼南头 102 室

王晓翠

0371-64629331

惠济区教育局

惠济区行政服务中心（惠济区天河路与
新城路交叉口向东 200 米路北

武炎鑫

0371-63682960

新郑市教育局

新郑市北区学院路新郑一中校门口东
侧（原教育局院）

冯韩星

0371-62696601

登封市教育局

登封市行政服务中心二楼西 13 号教体
局窗口

刘云霞

0371-62830937

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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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郑东新区的
社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
和在读研究生）在郑东新区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新密市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新密市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荥阳市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荥阳市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惠济区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惠济区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新郑市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新郑市的在校学生。
工作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
、居住地

中牟县教育局

中牟县全民健身中心 新址：（滨河路
与文通路交叉口东 300 米路北）

张晓蕾

二七区教育局

二七区嵩山路学校（庆泰路 8 号）

黄丹丹

巩义市教育局

巩义市教育局一楼招生考试服务大厅

李泰峰

中原区教育局

中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报告大厅（桐柏路
与棉纺路交叉口向南 30 米路西）

上街区教育局

上街区新建街中段行政审批大厅二楼
教体局窗口

陈觉醒

0371-68110970

管城回族区教育局

管城回族区东关小学（商城路 19 号）

王利

0371-66312919

金水区教育局

金水区艺术小学宏康校区（花园北路与
宏康路交叉口向西 800 米路北）

韩霞

0371-60116602

李辉

0371-62195963

0371-61177710

0371-64358633

0371-67634022

（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登封市的社会
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在
读研究生）在登封市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中牟县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中牟县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二七区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二七区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巩义市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巩义市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中原区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中原区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
、居住地
（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上街区的社会
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在
读研究生）在上街区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管城区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管城区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金水区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金水区的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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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教育文化体育局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朝凤路小学（航海
路与朝凤路交叉口北 200 米）

胡慧芳

0371-61312892

郑州航空港区文教
卫体局

郑州航空港区新港办公区（新港大道与
空港二路交叉口东 150 米）3 号楼 210
室

丁敬

0371-56591718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高新区西四环 312 号（西四环与莲花街
交叉口向北 800 米路西）

陈伟娜

0371-60923660

禹王台区教育体育
局
顺河回族区教育体
育局

禹王台区教育体育局
（金梁里街机场北路 67 号北二楼）
顺河回族区教育体育局人事股（顺河区
大黄家胡同 5 号）
龙亭区教育体育局 402 房间人事股
（开封市龙亭区西门大街 283 号，西门
大街小学院内）
鼓楼区教育体育局人事股
（鼓楼区青龙背街 34 号）
开封市市民之家三楼 B 区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行政服务大厅（开封市三大街与
郑开大道交叉口）

翟卫杰

0371-23386977
-804

王建强

0371-23388777

吴胜军

0371-25697606

袁红娥

0371-23237660

吕红伟

0371-22941920

任颖

0371-22700908

孙国富

0371-27961769

田杰

0371-24973061

张高庆

0371-22551004

龙亭区教育体育局
鼓楼区教育体育局
开封

开封新区教育体育
局
祥符区教育体育局
尉氏县教育体育局
通许县教育体育局
兰考县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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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符区教育体育局临街楼 430 房间
尉氏县实验小学( 尉氏县人民路中段
111 号)
通许县政务服务中心（通许县裕丰路西
段文化广场路南）
兰考县阳光大厦一楼教体局窗口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经开区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和
在读研究生）在经开区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航空港区的
社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大三、大四
和在读研究生）在航空港区的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的社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仅限
大三、大四和在读研究生）在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的在校学生。

开封考区的社会考生在教师资格面试现场确认
时，须到户籍或居住证所在的辖区确认点进行
确认。河南大学西校区、民生学院、黄河水利
职业技术学院及新区其他高校在校生到新区确
认点进行确认；开封大学、开封文化艺术职业
学院在校生到龙亭区确认点进行确认；河南大
学老校区在校生到顺河区确认点进行确认。河
南省日语、俄语考生可到开封任一确认点进行
面试资格确认。

杞县教育体育局

洛阳

洛阳服务外包学院

洛阳市洛龙区学府街 14 号

洛阳师范学院

洛阳市伊滨区吉庆路 6 号洛阳师范学
院逸夫教学楼 3 号楼 114 教室

河南科技大学

开元校区图书馆 301 室

霍其波

0371-28666616

冯俊芹

0379-60101116

李浩磊

0379-68618075

杨洪

0379-64270929
0379-63995802

现场确认范围：户籍或居住地在洛阳的社会考
生；未设置面试确认点的驻洛普通高等学校在
校三年级及以上学生。
现场确认范围：洛阳师范学院在校三年级及以
上学生和在读研究生。
现场确认范围：河南科技大学在校三年级及以
上学生和在读研究生。
现场确认范围：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在校三年级
学生

洛阳理工学院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成人教育处办公楼 1
楼 101 房间
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学府街 10 号河南
推拿职业学院行政楼 403
河南省洛阳市谷水西洛新产业集聚区
学院路 1 号
王城校区实验楼 BS101

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洛阳市洛龙区伊滨区科技大道 6 号

张帆

平顶山市教育体育
局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园丁校区(卫东区
园丁路与科技街交叉口东 150 米)

樊俊民

0375-2629875
0375-7139079

现场确认范围：河南推拿职业学院在校三年级
学生
现场确认范围：洛阳科技职业学院在校三年级
学生
现场确认范围：洛阳理工学院在校三年级及以
上学生
现场确认范围：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在校三年级
学生
平顶山市市区（含新华区、卫东区、湛河区、
新城区、高新区）考生。

宝丰县教育体育局

宝丰县行政服务中心三楼教体局窗口

付珂珂

0375-6593188

宝丰县（含石龙区）考生

汝州市教育体育局

汝州市教育体育局（汝州市营房街 26
号）

崔国正

0375-6035316

汝州市考生

郏县教育体育局

郏县教体局（龙山大道中段）

杨宏杰

舞钢市教育体育局

舞钢市党群服务中心教育窗口

陈彦文
石军甫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

平顶山

（兰考县兴兰大道与中山北街交叉口）
杞县行政服务中心三楼教体局窗口（金
城大道与经四路交叉口）

王磊
郭呈斌

0379-65232270

李洁

0379-63087776

杨桢

0379-65928105
0379-62233835

0375-5577018
0375-7282690

郏县考生
舞钢市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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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教育体育局

鲁山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窗口

吕晓萌

15238283586

叶县教育体育局

叶县行政服务中心教体局窗口
（9:00-17:00）周六周日转教体局确认

崔国奇

0375-7270611
0375-8669369

安阳市教育局

安阳市文峰区朝霞路北段（大门南侧）

付俊斌

0372-5116827

林州市教育体育局

林州市职业教育中心（长春大道西段）

唐献青

0372-6806205

武彦博

13613728089

李涛

0372-6208190

王珊珊

0372-3804032
18211678335

内黄县教育局
汤阴县教育局
安阳县教育局

内黄县特殊教育学校（内黄县人民路东
段北侧）
汤阴县教育局会议室（政通路东段光华
小学东）
安阳县政务服务中心（安阳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安阳县）诚一路与诚东路交
叉口东南角）

鲁山县考生
叶县考生
只确认户籍在安阳市申请高中、中职教师资格
人员
只确认户籍在林州市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资格人员
只确认户籍在内黄县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资格人员
只确认户籍在汤阴县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资格人员（含安阳幼专大三学生）
只确认户籍在安阳县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资格人员
只确认户籍在滑县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教
师资格人员
只确认户籍在文峰区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资格人员（含辖区内无确认点的高校大三
及以上学生）
只确认户籍在北关区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资格人员
只确认户籍在殷都区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资格人员
只确认户籍在龙安区申请初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资格人员

滑县教育局

滑县教育局大门口东侧资助服务大厅

丁红党

0372-8668015

文峰区教育局

文峰区文泰小学（安濮南线 30 号）

刘海亮

0372-5117282

宋璐

0372-5061033
0372-5972089

张波

0372-5315681

邢迎风

0372-3812296

杨凯

0372-2900132

只确认本校大三及以上学生

宛京

0372-2171090

只确认本校大三及以上学生

安阳

北关区教育局
殷都区教育局
龙安区教育局
安阳师范学院
安阳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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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关区爱民路中段路西北关区教育局
北一楼
殷都区便民服务中心二楼综合窗口（安
阳市殷都区钢花路中段）
龙安区安彩大道与中州路交叉口东 150
米路南龙安区便民中心教育窗口
安阳市文峰区弦歌大道 436 号安阳师
院和展楼阶梯 101 教室
安阳市文峰区中华路南段 599 号

鹤壁

新乡

鹤壁市教育培训中
心

地点：鹤壁市教育培训中心（鹤壁市示
范性综合实践基地）（鹤壁市淇滨区华
夏南路与漓江路交叉口向西 150 米路
北）

王丹枫

0392-3300806

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
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鹤壁市的社
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在鹤壁的在校学生（普
通高等学校三年级及以上）。

新乡市市民中心

新乡市人民东路与新二街交汇处东北
角新乡市市民中心二楼社会民生综合
受理窗口

耿建明

0373-3519000

现场确认范围：户籍或居住地在新乡的社会考
生；未设置面试确认点的驻新普通高等学校在
校三年级及以上学生。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文渊楼二楼 234 室

王肖红

0373-3326199

现场确认范围：河南师范大学在校三年级及以
上学生。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
院

新联学院新乡校区向真楼 215 室

兰岚

0373-3664256

现场确认范围：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新乡
校区）在校三年级及以上学生。

河南科技学院

河南科技学院西区老图书馆（文法学院
楼）一楼大厅

李军庆

0373-3040782

现场确认范围：河南科技学院在校三年级及以
上学生。

新乡学院

新乡学院 A05-104 教室

张巍

0373-3682683

现场确认范围：新乡学院在校三年级及以上学
生。

河南科技学院新科
学院

新科学院 12#710（老校区）；B1-216
（新校区）

樊玉立

0373-3693171

现场确认范围：新科学院在校三年级及以上学
生。

长垣市教育体育局

长垣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一楼（长垣
市一中西临）

王军玲

0373-7123211
0373-8844947

现场确认范围：户籍或居住地在长垣市的社会
考生。

高鹏

0373-4471979
18625921405

现场确认范围：户籍或居住地在卫辉市的社会
考生。

卫彬

0373-6209106
0373-6209108

现场确认范围：户籍或居住地在辉县市的社会
考生。

尚晋

0373-7088620

现场确认范围：户籍或居住地在新乡县的社会
考生。

卫辉市教育体育局
辉县市教育局

新乡县教育体育局
获嘉县教育体育局

卫辉市市民中心（比干大道与振兴路交
叉口）一楼民生窗口 3 号
辉县市行政服务中心公共事务第 4 综
合窗口(辉县市学院路与苏门大道交汇
处西北角)
新乡县中央大道与金融路交叉口向南
100 米路东新乡县行政服务中心大厅教
体局窗口
获嘉县东环路南段获嘉县教体局矛盾
调解办公室

张红革

0373-6306183

现场确认范围：户籍或居住地在获嘉县的社会
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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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阳县教育体育局

原阳县城关镇衙前街原阳青少年校外
活动中心（老教体局院内）一楼

张建设

0373-7289959

现场确认范围：户籍或居住地在原阳县的社会
考生。

延津县教育体育局

延津县城关镇北大街县后街一巷

王凤琴

15237376935

现场确认范围：户籍或居住地在延津县的社会
考生。

封丘县教育体育局

封丘县北干道与工业路交叉口东北角
封丘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教体局窗口

杨克会

0373-3955965
0373-8251755

焦作市教育局

焦作市丰收路 2369 号

郜嘉

0391-2992831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

焦作市山阳路 998 号

陈志强

0391-3584289

沁阳市教育体育局

沁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局教育体育
局窗口(沁阳市建设路北段）

王笑笑

0391-5281053

孟州市教育体育局

孟州市河雍大街 159 号教体局人事科

王亚红

0391-8150102

博爱县教育体育局

博爱县玉祥路中段松林小学东邻教体
局人事科 202 室

李金灵

0391-8663950

武陟县教育体育局

教体局人事股 101 室

原方

0391－7284728

修武县教育体育局

教体局人事股(七贤大道 298 号)

王艳伟

0391-7188072

温县教育局

温县教育局人事科 118 室

王彩霞
郑小涛

0391-6185219

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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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确认范围：户籍或居住地在封丘县的社会
考生。
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地（须持有
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焦作市辖区内的社会考
生，就读学校所在地符合报考条件的大三、大
四在校学生。
确认范围：焦作师专符合面试报考条件的大三
在校学生
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地（须持有
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沁阳市辖区内的社会考
生，就读学校所在地符合报考条件的大三、大
四在校学生。
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地（须持有
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孟州市辖区内的社会考
生。
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地（须持有
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博爱县辖区内的社会考
生。
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地（须持有
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武陟县辖区内的社会考
生，就读学校所在地符合报考条件的大三、大
四在校学生。
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地（须持有
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修武县辖区内的社会考
生，就读学校所在地符合报考条件的大三、大
四在校学生。
户籍所在地（须持户口本）、居住地（须持有
效期内居住证原件）在温县辖区内的社会考生。

濮阳

濮阳市教育局行政
服务大厅

濮阳市振兴南路 12 号（教育行政服务
大厅）

许昌市中小学教师
培训中心

许昌市莲城大道与智慧大道交叉口西 50 米
路北
魏都区劳动路北段教师进修学校师训
处
建安区文峰北路与新元大道交叉口文
化中心，X517 室人事股

魏都区教体局
建安区教体局

许昌

漯河

吴君

0393-8991720

工作时间：上午 8:30-12:00，下午
14:30-17:30。确认范围：户籍所在地（须持户
口本）、居住地（须持有效期内居住证原件）
在濮阳市的社会人员、就读学校所在地在濮阳
的在校学生（普通高等学校三年级及以上）

张寒冰

0374－3132878

全市报考高中、中职类的社会考生

张蓓

0374－7385993

户籍在市区、魏都区报考初中、小学、幼儿园的考
生

苏诗迅

0374-5119221

建安区户籍，报考初中、小学、幼儿园的考生

长葛市教体局

长葛市新区泰山路 10 号楼 5 楼 511 室

刘高杰

0374－6110262

长葛市户籍，报考初中、小学、幼儿园的考生

禹州市教体局

禹州市教师进修学校（禹州市华夏大道
东段 88 号教师进修学校 2 楼西多媒体
教室）

朱培

0374-8116199
0374-8880056

禹州市户籍，报考初中、小学、幼儿园的考生

鄢陵县教体局

鄢陵县人民路西段教体局 4 楼 408 室

徐俊辉

0374－7107030

鄢陵县户籍，报考初中、小学、幼儿园的考生

襄城县教体局

襄城县中心路东段教体局 2 楼教师教
育股 222 房间

杨晓鸽

0374－3569691

襄城县户籍，报考初中、小学、幼儿园的考生

许昌学院

许昌学院行政楼 232 办公室

杜军凯

0374－2968870

许昌学院在校考生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3 号楼 A 座 213 室

程华

17639053369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在校考生

临颍县教育局

临颍县颍川大道中段（县政府对面）

谷振涛

0395-8866896

舞阳县教育局

舞阳县舞泉镇南京路中段路西

张秀敏

0395-7136379

源汇区教育局

源汇区嵩山路文景支路

张航利

0395-238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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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

南阳

郾城区教育局

郾城区海河路郾城区教育局 408 房间

李真

0395-3221791

召陵区教育局

漯河市召陵区服务大厅 3 楼教育局窗口

张燕

0395-3377156

三门峡市湖滨区教
育体育局

湖滨区政务服务中心（上阳路南段上阳苑
裕源文化公司商业楼一楼，市内乘 12 路
公交车到城市之巅下车往南 500 米）

范蕾

三门峡市陕州区教
育体育局

陕州区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教体局窗口

乔江波

0398-3838270

灵宝市教育体育局

灵宝市行政服务中心（金城大道与尹溪
路交叉口东北角）二楼教体局服务窗口

杲国权

0398-2198060

卢氏县教育体育局

卢氏县为民服务中心二楼教体局窗口

朱点

0398-7182018

渑池县教育体育局

渑池县行政审大厅二楼教体局窗口

马志刚

0398-4819696

义马市教育体育局

义马市教育体育局人事计划科
（201 室）

刘剑峰

0398-2786216

邓州市教育体育局

邓州市教体局教师工作科

张珂

0377-62168651

内乡县教育体育局

内乡县永顺街道，永顺路与菊香路交叉
口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庞松毓

0377-83978606

西峡县教育体育局

西峡县教体局人事股（白羽路中段）

曹怡玲

0377-69680009

李飞

0377-67215660

王秀娟

0377-66022878

刘铭

0377-66923056

王纬经

0377-61172625

方城县教育体育局
镇平县教育体育局
南召县教育体育局
宛城区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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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城县便民服务中心二楼东 97 号窗口
（康达路中段，四馆两中心对面）
府前街 63 号，镇平县教育体育局人事
股
南召县便民服务中心（新公安局对面）
三楼教体局窗口
南阳市宛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北教
育窗口（张衡中路与新东路交叉口）

0398-2772102
0398-2772100

三门峡市考区的社会考生在教师资格面试现场
确认时，须到户籍所在地、居住地（须持有当
地有效期内居住证）确认点进行确认；三门峡
市职业技术学院和河南科技大学应用工程学院
（三门峡）大三及以上在校学生到三门峡市湖
滨区教育体育局确认点确认。

社旗县教育体育局

社旗县行政审批服务中心二楼西厅 80
号教体局窗口

卧龙区教育体育局

卧龙教体局（南阳市工业路 119 号）

淅川县教育体育
局

淅川县教育体育局人事股 202 室

新野县教育体育局
桐柏县教育体育局
唐河县教育体育局

商丘

0377-67916588
0377-67921679

王长君

0377-63132877

许晓

0377-69232993

陈浩

0377-66269103

付燎

0377-68216928

孟荣宗

0377-68958168
0377-68977660

南阳师范学院

南阳师范学院科技楼三楼会议室

李冬哲

0377-63513545

南阳理工学院

南阳理工学院一号教学楼一楼西头 118
室

郭智华

0377-62076815
0377-62176805

商丘市南京路东段 1 号（火车南站）

武洪军

0370-3156712

商丘市行政服务中
心
商丘市招生考试中
心

现场确认范围：南阳师范学院、南阳医专、南
阳农职院学生。
现场确认范围：南阳理工学院、河南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
面向群体：社会人员

0370-3235097、 面向群体:商丘市内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三年级
及以上学生（商丘师范学院除外）
3235907
面向群体:商丘师范学院在校三年级及以上学
0370-3057387
生
0376-6369871 面向群体：社会人员及其他
0376-6226590 工作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商丘市睢阳区彩虹路 88 号（一楼服务
大厅）
商丘师范学院文化路校区 6 号教学楼
101 教室

任鸿敏
张弛

信阳市行政服务中
心

河南省信阳市新七大道 110 号

何志娟

信阳师范学院人事
处

河南省信阳市浉河区南湖路 237 号（信
阳师院招生就业大厅）

秦乐阳

0376-6226590

面向群体：信阳师范学院在校学生

河南省信阳市新七大道西段

贾亚婷

0376-3011835

面向信阳学院在校学生

河南省信阳市羊山新区 24 大街

武圣松

0376-6226590

面向信阳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

商丘师范学院

信阳

新野教体局人事科（汉华街道解放路北
段）
桐柏县教体局师训股 2210 室（大禹路
东段）
唐河县北京大道西段（唐河县人民政府
对面）便民服务中心 3 号楼 3 楼

朱清

信阳学院（原华锐
学院）人事处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处

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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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

潢川幼儿师范学校
人事科

河南省潢川县环城东路 212 号

李勇

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中心一
楼

郭莹

周口幼儿师范学校

周口幼儿师范学校办公楼三楼 304

川汇区教体局

文明路与育新街交叉口往东 150 米路
南

杨猛

扶沟县教体局

扶沟县创业大道与园区 1 号路交叉口，
行政服务中心二楼教体局窗口

卢永亮

西华县教体局

西华县安康大道东段、县政府东 100 米
路北，市民中心二楼 66 号教体局窗口

叶宽

0394-2531379

商水县教体局

商水县纬四路中段行政服务中心（市民
之家）二楼东区教体局窗口

王文哲

0394-5441628

淮阳区教体局

淮阳区新民南路教体局对外窗口

赵东玲

15938623366

太康县教体局

太康县阳夏路北段太康县教体局

郑燕

0394-6816556

张亮

15838680599

樊丽

0394-5105606

张敏

0394-4620589

郸城县教体局
沈丘县教体局
项城市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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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县未来大道北段行政服务大厅一
楼教体局窗口
沈丘县东环路与二高路交叉口向西路
北，行政服务中心一楼教体局窗口
项城市天安大道与湖滨路交叉口行政
服务中心（市民之家）二楼教体局窗口

周卫华

0376-6119660

面向潢川幼儿师范学校在校学生

工 作 时 间 ： 上 午 8:30-12:00 ； 下 午
14:30-17:30。确认范围：周口师范学院大三、
大四在校学生
工 作 时 间 ： 上 午 8:30-12:00 ； 下 午
0394-6113661 14:30-17:30。确认范围：周口幼儿师范学校三
年级在校学生
工 作 时 间 ： 上 午 9:00-12:00 ； 下 午
0394--8101855 14:00-17:00。确认范围：户籍或持有居住证在
13526221730
川汇区的社会人员和周口市内普通高等学校三
（工作日接听） 年级及以上在校学生（除周口师范学院和周口
幼儿师范学校以外）
0394-8512363

13393918096

工 作 时 间 ： 上 午 8:30-11:30 ； 下 午
14:00-17:00。确认范围：户籍或持有居住证在
本县（市、区）的考生

驻马店
济源

鹿邑县教体局

鹿邑县行政服务中心教体局窗口

驻马店农业学校

驻马店市驿城大道与重阳大道交叉口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
区教育体育局

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教育体育局东办
公区 4 楼 401 室

杨凤西

薛飞
苗东亮

13839497516
0396-2915823
0396-2376221

工作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
14:30-17:00。确认范围：户籍或持有居住证在
本县的考生
公交车 2 路，24 路，K6 路.工作时间：上午：8：
30-12：00，下午 14：30-17：30

0391-661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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