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家庄市各普通高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属

地
服务站名称 工作地址 咨询电话

长

安

区

河北体育学院高考咨询服务站 学府路 82 号（2号办公楼四楼） 0311-85336260

石家庄市第 21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胜利北街 265 号办公楼三楼 0311-68010766

石家庄市复兴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长安区十丰路 3号 0311-69101980

石家庄市第 12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育才街 43 号 0311-86258100

石家庄育英实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胜利北大街柳源路 18 号 0311-86334402

石家庄西山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鹿泉区上庄大街 6号 0311-83892017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中山东路 315 号 0311-89912907

河北艺术职业学院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长安区青园街 149 号 0311-86665001

石家庄市第 23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长安区华新路 5号 0311-89893329

石家庄市第 15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长安区御城路 37 号 0311-85283863

石家庄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平安北大街 1号 0311-85119579

石家庄市第 22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谈固西街 4号 0311-66186371

石家庄市民进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北二环东路 18 号 0311-87676619

石家庄市第 13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长安区南高营启明街 1号 0311-68137133

石家庄市第 45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长安区西兆通二中路 1号 0311-85296897

桥

西

区

石家庄市第二十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校内立德楼 201 室 0311-89860351

石家庄市法商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服

务站

石家庄市红旗大街 597 号教学楼 203 办

公室
0311-69025826

石家庄市第十九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友谊北大街 19 号 0311-83633819

河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栾城区景观路 18号 15100317286

河北省轨道交通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

服务站
汇通路 24 号 0311-85103729

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桥西区滨河街 3号
0311-83858084

0311-83858094

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华西路 36 号 0311-87883754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工学校高考咨询服务

站
办公楼 13383012716

河北艺术职业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桥西区汇明路 18 号 0311-83822763

石家庄市第六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裕华西路 27 号 0311-89653903

石家庄市第四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桥西区四中路 50 号 0311-86968608

石家庄市第 41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中华南大街 229 号 41 中东校区
0311-66568256

15373836295

河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考咨询服

务站
综合楼 B606 0311-68098555

石家庄市第二十四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自强路 174 号 0311-80918215

石家庄润德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桥西区汇安路 8号 0311-69105022

河北联邦国际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桥西区新华路 209 号 0311-68126095

石家庄第十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槐安西路十中街 4号 0311-89653805

石家庄花都形象艺术学校高考咨询服务

站
红旗大街 337 号 0311-85517277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高考咨询

服务站
桥西区红旗南大街汇丰西路 18 号 0311-85349858

新

华

区

石家庄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兴凯路 187 号 0311-87894216

石家庄五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水源街 109 号二中西校区知源

楼 524 室
0311-87815627

石家庄市第九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九中街 125 号 0311-85270987

石家庄市第十六中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北二环西路 324 号 0311-87704840

石家庄市第十八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新华区合作路 438 号 0311-83629718

石家庄市第二十八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电大街 71号 0311-87784438

石家庄美术职业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明珠街 18号 0311-67901750

石家庄市第三十八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新华区高柱路 13 号 0311-67901927

石家庄市第四十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文苑街 42号 0311-67697930

石家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高考咨询服务

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文苑街 42号 0311-67697930

石家庄北华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坤桥街 11号 0311-67697098



石家庄市新华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柏林南路 4号 0311-87368265

石家庄工程职业学院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学府路 169 号 0311-86867711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学府路 236 号 0311-85201001

石家庄教联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服务

站
石家庄教联中等专业学校 15128123911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和平西路 667 号 0311-83611055

石家庄东华铁路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景源街昌北路 2号 18603212018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飞翼路 9号 13313211913

石家庄太行科技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

服务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坤桥街 18号 15373697898

石家庄天使护士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和平西路泰华工业园区

军兴路 5号
0311-83986188

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宁安路 189 号

0311-87088807

0311-87817776

0311-87816270

0311-87813028

石家庄新铁轨道交通中专学校高考咨询

服务站
石家庄新铁轨道交通中专学校 15130705290

石家庄市体育运动学校高考服务站 石家庄市体育运动学校 0311-68001221

石家庄科苑职业中专学校高考咨询服务

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景源街 26号-1 号 18032400719

石家庄路翔铁路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

服务站
石家庄市新华区翔萃路 99号 15303298131

矿

区

矿区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矿区南纬路 107 号 0311-82072817

矿区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矿区文兴路 1号 0311-82072209

裕

华

区

石家庄市 25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槐北路 274 号 0311-85695090

石家庄市 27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槐中路 554 号 0311-85652076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育才街 318 号（石家庄外国语学校高中

部）
0311-86573605

石家庄市 44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绿洲路 44 号
0311-66616644 转

4411

石家庄市 49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裕华区方盛路 38 号 0311-85491192

河北城建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东岗路 31 号 0311-85251802



石家庄协和医学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

服务站
太行大街 202 号 0311-87304999

石家庄通用交通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

服务站
石家庄市鹿泉区昌盛大街 50 号 15632366928

石家庄通达铁路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鹿泉区申兴北大街 36 号 13653115707

中英航空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机场路 68 号 18332102520

藁

城

区

藁城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藁城区三铺东路 2号办公楼一楼 105 室 0311-86592986

藁城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藁城区贾市庄镇刘海庄村 0311-86355815

藁城三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南孟镇南孟村 0311-88312503

藁城九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导处(综合楼二楼) 0311-85155989

藁城新冀明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藁城新冀明中学教务处

13703299242

15930183530

13014337385

藁城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服务

站
藁城区职教中心 13582110012

交通电视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考咨询服

务站
藁城区廉州路 283 号 15633593697

河北省北方医专高考咨询服务站 学校学籍办公室 13582142612

明泽中专高考咨询服务站 岗上镇文明路 12 号明泽（岗上校区） 13613281129

世海传媒中专高考咨询服务站 尚客优酒店世纪大道店 15931122800

鹿

泉

区

石家庄华唐艺术职业高中高考咨询服务

站

石家庄桥西区红旗大街汇学路 2号华唐

艺术职业高中
15633588068

实验高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鹿泉实验高中 209、210 室 0311-80677503

鹿泉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鹿泉一中教导处 0311-82285002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3-110 室
0311-83930051

15032670865

石家庄市鹿泉区职业教育中心高考咨询

服务站
鹿泉区发区申行北大街 36号办公楼 303 15373920443

和平医专高考咨询服务站 办公楼一楼护士站 0311-69032377

石家庄市美华美术高级职业中学高考咨

询服务站
大河路 1号 15227103863

石家庄市美华美术高级职业中学高考咨

询服务站
学府路 177 号 15232188816



石家庄冀中医学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

服务站

石家庄市石清路孟同段双同路 10号招生

办公室

0311-82290311

15532671699

鹿泉区第三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学楼二楼 205 室

0311-69122369

13463978756

15512159928

鹿泉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鹿泉二中行政五办公室 0311-69117308

栾

城

区

河北栾城中学高考咨询站 栾城区栾武路 36 号 0311-88031872

栾城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栾城区张举路与柴武大街交口东行 500

米
0311-69130837

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栾城区栾武路 1号 0311-81661628

栾城三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栾城三中 15373971869

栾城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栾城二中 13131165641

井

陉

县

井陉县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井陉县第一中学
0311-82023817

0311-82026223

井陉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井陉二中学校 301 室 0311-82390124

井陉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井陉职教中心教办楼二楼 0311-82095343

石家庄白求恩医学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

询服务站

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微水镇建设南路

22 号
0311-82036811

正

定

县

石家庄康福外国语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康福外国语学校 18132608493

正定县第七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正定县第七中学 15632160139

河北省正定县第三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省正定县第三中学 0311-88262816

正定县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正定县第一中学 0311-88298791

正定县弘文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正定县弘文中学 0311-88792095

河北正定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正定中学 17190085061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正中实验中学 17743886485

石家庄市艺术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石家庄市艺术学校 17703115232

行

唐

县

行唐县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年级组办公室 0311-82980866

行唐三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导副主任办公室 15030168067

行唐县职业教育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务副主任办公室 13785124411



行唐县龙州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会议室 15832178453

行唐县启明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导副主任办公室 0311-82986568

行唐县同济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导办公室 18032778621

灵

寿

县

灵寿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灵寿县西环中学路 1号 0311-82521293

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灵寿县人民西路 132 号 0311-82520099

陈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灵寿县陈庄镇 17731177293

青同农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灵寿县青同镇南青同村 0311-82571708

高

邑

县

高邑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邑县刘秀路 157 号 0311-87585277

高邑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邑县大夫庄小学南邻 0311-84032760

深

泽

县

深泽县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建设路 118 号 0311-83522262

赞

皇

县

赞皇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赞皇中学教务处（3号教学楼 2楼） 0311-84267378

赞皇县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职教中心办公楼三楼（语文组办公室） 13730119094

无

极

县

河北无极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无极县花园路东段路北 0311-69116657

无极县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无极县希望路东头路北 0311-85566602

石家庄实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省无极县无新路 5号 0311-85753060

无极野风美术职业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无极县城北无新路 8号 0311-85753638

无极县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

服务站
无极县郝庄乡东东门村 0311-85758423

平

山

县

外国语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平山县城康乐街 13091028328

平山县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励志楼 305 0311-82931358

河北平山回舍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平山县东回舍村东 13933143451

河北平山古月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平山县古月镇 0311-82824005

平山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育才街 3号 0311-82941036

实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冶河东路 0311-82933829

元 元氏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元氏县常山路 145 号 0311-86531011



氏

县

元氏职教高考咨询服务站 元氏县槐阳大街 136 号 0311-84620500

元氏四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元氏县因村镇政府路 1号 15003311556

石家庄第二实验高考咨询服务站 元氏县人民路 228 号 0311-84623282

赵

县

赵县石塔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务处 0311-84953608

河北赵县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务处 15303215716

赵县职业中专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赵县职业中专学校 0311-84958015

赵县实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务处 15373853895

赵县第六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三年级组 15373908241

高

新

区

河北师大田家炳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新区天山大街 155 号 0311-85830717

石家庄精英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新区学苑路 25 号 0311-87318108

石家庄一中东校区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新区湘江道 168 号 0311-85370111

晋

州

市

晋州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周家庄村南 0311-87517580

晋州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塔上村南 0311-84335310

晋州市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朝阳路 77 号 0311-84328568

晋州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东里庄村 15333218816

新

乐

市

新乐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三教导处 0311-87572279

新乐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导处 0311-69125007

新乐三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三教导处 13472156134

新乐四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新乐四中办公楼 0311-87572243

新乐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务处 0311-88583753

新乐市新伏羲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教务处 0311-87572103

辛

集

中

学

辛集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省辛集市辛中路 1号 0311-83387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