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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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南

区

唐山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南区友谊路 2号唐山市第二中学 0315-2599663

唐山开滦二中西校区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南区国防道 25 号 0315-2345702

唐山海港高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海港经济开发区唐山市海港高级中学 0315-2912099

唐山五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南区南新西道 126 号 0315-2322995

路

北

区

唐山市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翔云道 369 号 唐山一中招生办
0315-2595071

0315-2595015

唐山市开滦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北新东道 19号
0315-3726086

0315-3726036

河北唐山外国语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北新西道 189 号 0315-2300033

唐山市第十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文汇街 1号 0315-5262717

唐山市第十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新华东道 51号 0315-2821518

唐山市第十二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龙富南道东段龙东小区 0315-5923565

唐山市长宁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长宁道龙悦新居小区 0315-7251951

唐山金名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缸窑路 114 号 0315-5906991

唐山东方国际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吉庆里 8号小区 0315-5068369

唐山市体育运动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建设南路 80号 0315-5909715

唐山市艺术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华岩路 56 号 唐山市艺术学校招

生办
0315-7237030

唐山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

服务站
路北区滨河路 3号 唐山一职专招生办 0315-3715592

唐山开滦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北区北新西道 88号 0315-3049449

唐山市职业教育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曹妃甸区渤海大道 25 号市职业教育中

心招生办
0315-8832068

古

冶

区

唐山市宏文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唐山市宏文中学 0315-3255206

河北苍龙国际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古冶区林西西中街 55 号 18332607576

唐山市开滦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唐山市古冶区京华西道 11号
13290531815

13290532171



古冶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古冶职教中心 15511565651

开

平

区

唐山实验学校高考考生咨询服务站 开平区东港龙城 416 号 0315-3711252

唐山市第二十三中学高考考生咨询服务

站
开平区开平镇北环路 7号 0315-3361388

丰

南

区

丰南区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丰南区唐丰南路 66号 0315-8283679

唐山劳动技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丰南区国丰大街 111 号汇德楼 407 0315-8337155

唐山市丰南区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服

务站
丰南区友谊大街 6号 0315-8188979

丰南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路南区稻地镇稻兴路 20 号 0315-8358012

丰南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丰南区滨河南大街 99 号 0315-8290048

丰南唐坊高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丰南区唐坊镇唐坊桥东西大街 83号 18132367919

唐山市丰南区农业技术高级中学高考咨

询服务站
丰南农中教学楼 201 室 0315-8574198

丰

润

区

河北丰润车轴山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丰润车轴山中学教务处办公室 0315-5519194

唐山市丰润区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丰润二中求实楼三层高考咨询服务站 0315-5158786

唐山市第 62 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唐山市第六十二中学办公楼 2楼高考咨

询站
13473506598

唐山市丰润区王官营中学高考咨询服务

站
丰润区王官营镇王官营村 18831553196

唐山市丰润区七树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

站
丰润区七树庄镇七树庄村 0315-5560437

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

考咨询服务站
丰润职教中心图文信息楼 110 室 0315-3311378

唐山金桥道尔顿国际学校高考咨询服务

站
丰润区丰润镇披霞山村东 0315-8010825

曹

妃

甸

区

唐山市曹妃甸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

咨询服务站
曹妃甸区长丰路 1号 0315-8725900

北京景山学校曹妃甸学校高考咨询服务

站
曹妃甸新城富春道 21 号 0315-8832550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

站
曹妃甸区建设大街 257 号 0315-8757021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三完全中学高考咨询

服务站
曹妃甸区创业大街 157 号 0315-7339560

曹妃甸区实验中等专业学校高考咨询服

务站
曹妃甸区实验中等专业学校 A1-101 18531740102



滦

州

市

滦州市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滦州市第一中学 0315-7108005

滦州市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滦州市第二中学 0315-7381790

滦州市第六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滦州市第六中学 0315-2412626

唐山奇石艺术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唐山奇石艺术中学 0315-7108666

滦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服务

站
滦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0315-7123648

滦

南

县

滦南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滦南县北河新区福海大街与祥和路交叉

口西（滦南一中厚德楼二层 2002 室）
0315-4297153

滦南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滦南县兆才大街 75号 0315-4111926

滦南第四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滦南县文化路 1号（第四中学教务处） 0315-6531135

唐山英才国际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滦南县张官寨村北 0315-5707818

滦南县职业教育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滦南县兆才大街 54号 0315-4153252

乐

亭

县

河北乐亭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乐亭第一中学 0315-4601129

河北乐亭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乐亭第二中学 0315-4601322

乐亭高平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乐亭高平中学 0315-4699810

乐亭县综合职业技术学校高考咨询服务

站
乐亭县综合职业技术学校 0315-4622515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第三中学高考咨询

服务站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第三中学 0315-6247907

迁

西

县

迁西县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迁西县兴城镇新兴街 1号 0315-5684996

迁西县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迁西县兴城镇景忠东街 64号 0315-5685023

迁西县实验高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迁西县兴城镇白堡店村白堡店街 5号
0315-5791000

-8116

迁西县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迁西县兴城镇白堡店村白堡店街 5号
0315-5791000

-8109

迁西县奇石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迁西县白庙子乡半壁店村村北 0315-5715480

玉

田

县

玉田县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玉田县城北环路 1665 号 0315-6156431

玉田县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玉田县玉田镇无终东街 3188 号 0315-7672900

玉田县林南仓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玉田县林南仓镇西旺大街 158 号 0315-6577338

玉田县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玉田县西环北路 305 号 0315-6161840



遵

化

市

遵化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遵化市海南大街 158 号 0315-6636771

遵化市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遵化市华明南路路西 0315-6646027

遵化市堡子店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遵化市堡子店镇文化北路 2号 0315-6925277

遵化市新店子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遵化市新店子镇新店子村兴唐遵路 23

号
19931563367

遵化市闫屯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遵化市建明镇闫家屯村 0315-6088364

遵化市东梁子河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遵化市东新庄镇东梁子河村 18531575138

遵化益众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遵化市北二环东路北侧海东路两侧 0315-6962888

遵化市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遵化市南三环西路 0315-6687707

迁

安

市

迁安市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迁安市钢城大街 2019 号 0315-5216091

迁安市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迁安市顺喜路 13 号 0315-7634020

迁安市第三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迁安市祺光大街 3222 号 0315-5218788

迁安市第四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迁安市滨河社区麻官营村西 0315-5210151

迁安市体育运动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迁安市三初中院内体校四楼 0315-7950092

迁安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服务

站
迁安市职教中心勤业楼二楼 0315-53526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