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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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定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三丰中路保定一中图书馆三楼教务处

0312-2128091

保定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天威中路保定二中教务处

0312-2095133

保定三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五四中路保定三中崇德楼一楼

0312-5016750

保定市裕华东路莲池区职教中心

0312-3916864

保定市第七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七一西路保定七中

0312-3136373

保定外国语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七一东路保定外国语学校值班室

0312-5992706

保定田家炳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建华大街保定田家炳中学教务处

0312-2065002

主 保定市美术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天鹅路 1409 号

0312-3190559

城 保定市同济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东苑街凤凰城小区西门

0312-4442550

保定市莲池区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
务站

区

保定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 保定市百花路保定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教务
0312-3027053
服务站

处

保定二职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百花东路 1080 号

0312-2089847

保定市瑞祥大街 409 号

0312-3105355

保定女职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百花西路保定女职教务处

0312-3035371

容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盛兴西路 114 号容大中学西校区

0312-5952987

保定市第四职业中学高考咨询服务
站

保定一中实验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建华大街铁中胡同 35 号

0312-5655257

贺阳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莲池区东二环 366 号

0312-2195892

满 河北满城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城
区 满城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满城区北平东路满城中学教务处

0312-7196822

满城区通济街 8 号满城职教中心

0312-7163680

清 清苑区清苑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清苑区光泽路 235 号清苑中学

0312-8012573

苑 清苑区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清苑区富强北路 358 号第一中学

0312-8498750

区 清苑区李庄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清苑区李庄乡李庄中学

13785254630

清苑区臧村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清苑区臧村镇西臧村臧村中学

0312-8095220

清苑区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清苑区建设路 18 号清苑区职教中心

15932262699

清苑区新华中街 289 号泽龙实验中学

0312-7953178

保定市徐水区振兴东路 52 号徐水一中

0312-8662275

清苑区泽龙实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
站
保定市徐水区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
务站
河北徐水综合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 保定市徐水区华龙路 587 号徐水综合高中致
远楼一楼 106 室
务站

0312-8693085

徐 保定市徐水区巩固庄中学高考咨询
水 服务站

保定市徐水区巩固庄村巩固庄中学

区 保定市徐水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
保定市徐水区职中路 1 号徐水职教中心
考咨询服务站

0312-8903689

0312-8617835

保定市徐水区天源学校高考咨询服 保定市徐水区崔庄镇商平庄村南天源学校综
合楼四楼
务站

13315409316

保定市徐水区招生办报名点高考咨
保定市徐水区振兴东路 15 号教体局后院
询服务站

0312-7115590

涞水实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涞水县东文山乡东文山村

0312-4537552

涞水县涞水镇北郭下村

0312-4525290

涞水县涞阳路 233 号

0312-4525959

涞水县义安镇

0312-4699070

涞 涞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
水 服务站
县 河北祖冲之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涞水波峰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阜平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阜平县北环路
阜
平 阜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
阜平县阜东新区
县
服务站

0312-7226505

定 河北定兴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定兴县通兴西路 83 号河北定兴中学

13582826426

兴 定兴县北河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定兴县北河镇北塘路 44 号定兴县北河中学

13833071226

0312-7892153

县

定兴县通兴西路 288 号定兴三中实验学校
定兴三中实验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0312-2458182
106 室

定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 定兴县城西两公里定易公路北侧定兴县职业
技术教育中心
服务站

0312-6902007

河北定兴第三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定兴县迎宾北大街 86 号河北定兴第三中学

0312-6820698

唐县田家炳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13582289542

唐县仁厚镇三曲庄村南唐县田家炳中学
唐县向阳南大街 31 号职教中心教务处办公

唐县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0312-6416016
楼 204

唐
唐县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唐县向阳南大街 14 号唐县第二中学

15932023166

唐县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唐县向阳北大街唐县第一中学

15930435596

县

唐县向阳北大街 98 号唐县启明高级中学教
唐县启明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0312-4919806
务处

高 高阳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阳县文化路 65 号

0312-6638009

阳 高阳三利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阳县建新大街 315 号

0312-6632498

县 高阳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阳县石油路 39 号

0312-6690108

容城镇豪丹路 101 号

0312-5605382

容城镇北关外

0312-5676561

容城镇豪丹路

0312-5618370

涞 涞源县第一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源
县 涞源县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涞源县阁院路 224 号

0312-7333808

涞源县育才街 77-1 号

0312-7311114

望 河北望都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保定市望都县太极西路 81 号

0312-7735560

都 望都县固店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望都县固店镇固店村村北

0312-7801978

县 望都县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望都县赵庄镇政府东 1000 米

0312-7801503

安 河北安新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安新县育才东路河北安新中学

0312-5321433

河北容城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容 容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
城 服务站
县 河北雄安博奥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
务站

新
安新县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县
河北易县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安新县育才东路安新县第二中学

0312-5358256

易县朝阳东路 15 号易县中学教务处

0312-8856681

易县第二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易县易州镇店北村第二高级中学教务处

0312-8868088

易县易水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易县朝阳东路易水高级中学教务处

0312-6549908

易
县

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服
易县桥头乡麻屋庄村职教中心教务处

0312-7848186

曲阳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曲阳县恒州镇燕南路 7 号河北省曲阳县第一
高级中学

0312-4228002

永宁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曲阳县恒州镇南环路二号永宁中学

13784283372

曲阳县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曲阳县雕刻城 66 号曲阳县职教中心

0312-4227002

曲阳县恒州镇恒阳路 28 号

17332133606

务站

曲
阳
县

曲阳县第四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
站
曲阳县燕赵镇燕赵路 36 号曲阳县第五高级
曲阳五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0312-4329192
中学

蠡
县

曲阳恒阳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曲阳县路庄子乡路庄村西曲阳恒阳中学

13633229634

蠡县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蠡县永盛南大街 822 号蠡县中学

0312-6238704

蠡县第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蠡县育才西路 75 号

0312-5395516

蠡县启发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
蠡县维明东路 500 号
询服务站
顺平县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顺平县仙洲路 85 号顺平县中学教学楼高三
年级主任室

顺
平 顺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
县
顺平县高于蒲镇顺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服务站

0312-6212179
0312-7616152

0312-7691207

博 博野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博野县博兴中路 216 号博野中学

0312-8719852

野 博野县实验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博野县博兴中路 216 号实验中学

0312-8719825

县 博野县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博野县兴华南街 232 号职教中心

0312-8719602

雄县雄白路雄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0312-6150101

雄 雄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高考咨询服
县 务站

任丘市莫州镇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莫州镇鄚州中学会议室

0317-2828816

雄县第一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雄县文昌大街 116 号

0312-5301115

雄县第二高级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雄县旅游路雄县第二高级中学

0312-5301902

涿州市技师学院高考咨询服务站

涿州市华阳东路 69 号涿州市技师学院

0312-3978910

涿州市涿州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涿州市华阳东路 102 号

0312-3602348

涿州市物探一分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河北涿州华阳中路 118 号物探一分校

0312-3826907

涿州市物探六分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涿州市教军场街 1 号物探中心第六分校

0312-6673302

保定市物探中心学校第四分校高考
涿州市教军场街 38 号
咨询服务站

13733360507

涿州市第三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涿州市码头镇影视城路 505 号

0312-3922211

涿州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涿州市松林店镇三义路学校街

0312-3951300

涿州市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涿州市范阳中路 283 号职教中心

0312-3852925

涿州市靖雅学校高考咨询服务站

涿州市涿廊路 666 号

0312-3756688

安 安国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安国市药华大路 312 号安国中学勤学楼一层
西办公室

0312-3556043

国 祁州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安国市安兴南大街 66 号

0312-3500800

安国职教中心高考咨询服务站

安国市朝阳大路安国职教中心中药楼一楼

0312-3591557

高碑店职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碑店市亚威街 16 号职教中心

0312-5590309

涿
州
市

市

高 高碑店三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13831224456
办公室

碑

高碑店市光华南大街 15 号高碑店一中东校
区办公楼一楼

0312-5592812

高碑店崇德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碑店市肖官营镇善巨庄村西

19943611595

新城紫泉中学高考咨询服务站

高碑店市新城镇马贾店村西

0312-2781928

白沟新城滨水路 17 号

13127453007

店 高碑店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市

高碑店市兴文街 18 号高碑店三中高三年级

白
沟
白沟一中高考咨询服务站
新
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