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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教高〔2020〕3 号 

 

河北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 2019 年普通高校举办的函授教育辅

导站、校外业余教学点和现代远程教育 
校外学习中心检查评估结果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教育局，有关高等学校： 

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文件要求，在主办院校自查的

基础上，各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对辖区内 2019 年普通高校举办

的函授教育辅导站、校外业余教学点和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

中心（以下简称站、点、学习中心）进行了检查，并将检查结

果报送省教育厅进行登记。现将合格站、点 304 个，学习中心

188 个，整改站、点、学习中心 8 个 ，撤销站、点、学习中

心 65 个名单予以公布。 

河 北 省 教 育 厅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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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教育局、主办院校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

定，切实加强对函授教育辅导站、校外业余教学点、现代远程

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监督管理，严肃查处违规办学行为，切实

维护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社会信誉，不断提升教育教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 

 

附件：2019 年普通高校举办的函授教育辅导站、校外业 

余教学点和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检查评估 

结果一览表 

 

 

                 河北省教育厅 

                 2020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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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普通高校举办的函授教育辅导站、校外业余 

教学点和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 

检查评估结果一览表 

 

一、合格函授站、教学点共 304 个 

石家庄市 48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北京林业大学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函授站   

2 南京邮电大学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北省职工培训中心 函授站   

3 天津师范大学 石家庄市学前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4 西安邮电大学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北省职工培训中心 函授站   

5 中国传媒大学 河北广播电视干部培训中心 函授站   

6 中国政法大学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函授站   

7 中央财经大学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函授站   

8 承德医学院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教学点   

9 承德医学院 石家庄冀中医学中专学校 函授站   

10 河北北方学院 石家庄天使护士学校 教学点   

11 河北北方学院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函授站、教学点   

12 河北大学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函授站、教学点   

13 河北工程大学 石家庄工程技术学校 函授站   

14 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函授站   

15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函授站   

16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石家庄赵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17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函授站   

18 华北电力大学 国网河北省电力公司培训中心 函授站   

19 华北科技学院 石家庄世海传媒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20 华北理工大学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函授站、教学点   

21 华北理工大学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函授站、教学点   

22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石家庄城乡建设学校 函授站   

23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教学点   

24 河北工程大学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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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25 河北工业大学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函授站   

26 河北工业大学 无极县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7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正定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教学点   

28 河北大学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函授站   

29 燕山大学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函授站   

30 河北农业大学 石家庄协和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31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石家庄科达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32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 
石家庄通用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33 华北科技学院 石家庄通用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34 西北师范大学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35 廊坊师范学院 石家庄通用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36 武汉科技大学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函授站   

37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大学正定县工作站 函授站   

38 衡水学院 正定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39 辽东学院 石家庄科达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40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函授站   

41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函授站   

42 邯郸学院 石家庄经济职业学院 函授站   

43 廊坊师范学院 石家庄科技职业学院 函授站   

44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石家庄通用装备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45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石家庄白求恩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46 石家庄铁道大学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47 湖南大学 石家庄工商职业学院 函授站   

48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石家庄冀中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保定市 25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河北信息工程学校 函授站   

2 承德医学院 唐县卫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3 河北地质大学 保定市华勘技工学校 函授站   

4 河北工业大学 河北建筑工程学校 函授站   

5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职工教育中心 函授站   

6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保定新兴工业技工学校 函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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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7 河北经贸大学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8 河北科技大学 保定工业技工学校 函授站   

9 河北师范大学 保定市女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10 华北科技学院 保定新能源技工学校 函授站   

11 华北科技学院 保定市莲池区第二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12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职工教育专修学院 函授站   

13 石家庄铁道大学 保定市华勘技工学校 函授站   

14 燕山大学 保定新能源技工学校 函授站   

15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河北省涞源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16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保定富昌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17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保定富昌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18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 
保定机械电子技工学校 函授站   

19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省高碑店市职教中心 函授站   

20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定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1 廊坊师范学院 保定华中技工学校 函授站   

22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高碑店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3 河北工程大学 高碑店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4 衡水学院 河北曲阳雕刻学校 函授站   

25 石家庄铁道大学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函授站(校企

合作试点） 
  

唐山市 33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北京理工大学 唐山市广播电视大学 函授站   

2 中国矿业大学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二十二冶教育培训中心 函授站   

4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唐山滦县卫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5 东北大学 二十二冶教育培训中心 函授站   

6 东北大学 唐山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7 河北北方学院 唐山滦县卫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8 河北大学 唐山长宁专修学院 函授站   

9 河北大学 唐山市曹妃甸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10 河北工业大学 唐山市职教中心 函授站   

11 河北工业大学 唐山市公路技校 函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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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2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唐山市迁西职教中心 函授站   

13 河北科技大学 唐山冶金矿山机械厂培训中心 函授站   

14 河北科技大学 唐山市科技干部进修学院 函授站   

15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唐山滦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16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唐山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丰南分校 函授站   

17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唐山玉田职教中心 函授站   

18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唐山迁安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19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唐山遵化职业教育中心 函授站   

20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唐山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滦南分校 函授站   

21 河北农业大学 唐山广播电视大学滦南分校 函授站   

22 河北农业大学 唐山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函授站   

23 河北师范大学 唐山市广播电视大学 函授站   

24 河北医科大学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教学点   

25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唐山劳动高级技工学校 函授站   

26 华北理工大学 唐山劳动高级技工学校 函授站   

27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机车技师学院 函授站   

28 唐山学院 唐山广播电视大学丰南分校 函授站   

29 唐山学院 唐山遵化职业教育中心 函授站   

30 唐山学院 河北机车技师学院 函授站   

31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迁安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32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 
唐山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33 河北地质大学 唐山市丰润区综合职业教育中心 函授站   

廊坊市 17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中国农业大学 廊坊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函授站   

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3 中央财经大学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4 西南石油大学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5 河北北方学院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教学点   

6 河北大学 河北交通电视中专廊坊分校 函授站   

7 河北工业大学 廊坊交通局培训中心 函授站   

8 河北经贸大学 廊坊市安次区职教中心 函授站   

9 河北科技大学 廊坊市食品工程学校 函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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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0 河北科技大学 廊坊知识经济协会培训中心 函授站   

11 河北农业大学 廊坊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12 河北师范大学 廊坊市广播电视大学 函授站   

13 河北医科大学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教学点   

14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

学校 
固安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15 燕山大学 廊坊知识经济协会培训中心 函授站   

16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廊坊市食品工程学校 函授站   

17 河北师范大学 霸州市职成教育总校 函授站   

邯郸市 31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冀中能源技师学院 函授站   

2 中央财经大学 邯郸市第一财经学校 函授站   

3 辽宁工业大学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函授站   

4 北京科技大学 邯钢职工培训中心 函授站   

5 承德医学院 邯郸市卫生学校 教学点   

6 河北北方学院 邯郸市卫生学校 教学点   

7 河北工程大学 邯郸市城建职业技术学校 函授站   

8 河北工程大学 邯郸市峰峰集团教育培训中心 函授站   

9 河北工程大学 邯郸市建筑中专学校 函授站   

10 河北工业大学 邯郸市交通局培训中心 函授站   

11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邯郸市建筑中专学校 函授站   

12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万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邯郸技师学

院 
函授站   

13 河北师范大学 邯郸市图书馆 函授站   

14 华北科技学院 邯郸理工学校 函授站   

15 华北理工大学 邯钢职工培训中心 函授站   

16 燕山大学 邯郸市工业学校 函授站   

17 河北经贸大学 邯郸市第二财经学校 函授站   

18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邯郸市第一财经学校 函授站   

19 石家庄铁道大学 华北工程学校 函授站   

20 河北地质大学 邯郸轻化工学校 函授站   

21 沧州师范学院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函授站   

22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邯郸实用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23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邯郸永年卫生学校 教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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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24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

校 
邯郸峰峰卫生学校 教学点   

25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建筑工程中专学校 函授站   

26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市物资高级技工学校 函授站   

27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轻化工学校 函授站   

28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华北冶金建设公司培训中心 函授站   

29 河北大学 邯郸市纺织职工大学 函授站   

30 河北师范大学 邯郸市工贸学校 函授站   

31 河北科技大学 邯郸远大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邢台市 29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河北大学 邢台市桥西区成人教育学校 函授站   

2 河北大学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教学点   

3 河北工程大学 冀中能源高级技工学校 函授站   

4 河北工业大学 邢台市任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5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邢台技师学院 函授站   

6 河北经贸大学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函授站   

7 河北科技大学 邢台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8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省威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9 河北农业大学 邢台市桥西区成人教育学校 函授站   

10 河北师范大学 邢台市冀中工程技师学院 函授站   

11 河北医科大学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学点   

12 河北中医学院 邢台英才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13 华北理工大学 邢台沙河市综合职教中心 教学点   

14 石家庄铁道大学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15 燕山大学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函授站   

16 河北北方学院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学点   

17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邢台沙河市职教中心 函授站   

18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邢台市工业学校 函授站   

19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邢台市农业学校 函授站   

20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邢台市农业学校 函授站   

21 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 南和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22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清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3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威县卫生学校 教学点   

24 河北工程大学 内丘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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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25 河北地质大学 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26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威县东方裁剪职业中专 函授站   

27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沙河市卫生学校 函授站   

28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临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9 衡水学院 内丘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沧州市 27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沧州师范学院 盐山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 承德医学院 沧州渤海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3 河北北方学院 沧州渤海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4 河北大学 渤海石油职业学院 函授站、教学点   

5 河北大学 沧州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函授站   

6 河北地质大学 盐山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7 河北工程大学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函授站   

8 河北工业大学 沧州献县职业教育中心 函授站   

9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沧州中捷职业技术学校 函授站   

10 河北经贸大学 沧州工贸学校 函授站   

11 河北科技大学 黄骅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12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间市职业教育中心 函授站   

13 河北师范大学 黄骅高等继续教育中心 函授站   

14 河北医科大学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学点   

15 华北科技学院 沧州新河职业技术学校 函授站   

16 燕山大学 沧州新河职业技术学校 函授站   

17 河北北方学院 渤海石油职业学院 教学点   

18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沧州渤海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19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沧州工贸学校 函授站   

20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北省河间市职业教育中心 函授站   

21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东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2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泊头京泊职业技术学校 函授站   

23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教学点   

24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盐山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5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沧州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函授站   

26 华北理工大学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27 唐山学院 泊头京泊职业技术学校 函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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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市 10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承德医学院 衡水卫生学校 教学点   

2 河北工业大学 衡水兆华科技中专学校 函授站   

3 河北科技大学 衡水科技工程学校 函授站   

4 河北师范大学 衡水兆华科技中专学校 函授站   

5 河北医科大学 衡水卫生学校 教学点   

6 石家庄铁道大学 衡水铁路电气化学校 函授站   

7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衡水铁路电气化学校 函授站   

8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衡水兆华科技中专学校 函授站   

9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衡水科技工程学校 函授站 
 

10 河北大学 衡水信息工程学校 函授站   

承德市 21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函授站   

2 河北大学 承德北方财会学校 函授站   

3 河北地质大学 承德工业学校 函授站   

4 河北工程大学 承德北辰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5 河北工业大学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函授站   

6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函授站   

7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承德电大丰宁分校 函授站   

8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省隆化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9 河北农业大学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函授站   

10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函授站   

11 河北医科大学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教学点   

12 河北中医学院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教学点   

13 燕山大学 承德工业学校 函授站   

14 河北大学 承德北辰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15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河北省隆化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16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承德北辰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17 石家庄科技信息职业学院 兴隆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18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承德正源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19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丰宁满族自治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0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承德腾飞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21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承德腾飞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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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市 36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北方机电工业学校 函授站   

2 山东交通学院 张家口市交通职教中心 函授站   

3 沈阳工业大学 宣化工程机械厂培训中心 函授站   

4 沈阳建筑大学 张家口市交通职教中心 函授站   

5 河北地质大学 北方机电工业学校 函授站   

6 河北工业大学 张家口华美中等职业学校 函授站   

7 河北科技大学 张家口新世纪中等职业学校 函授站   

8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万全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9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张北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10 河北农业大学 张家口工程技术学校 函授站   

11 河北师范大学 张家口市职教中心 函授站   

12 河北师范大学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函授站   

13 河北中医学院 张家口市新世纪职业学校 教学点   

14 华北科技学院 张家口市民进育才学校 函授站   

15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宣钢分院 函授站   

16 华北理工大学 张家口机械工业学校 函授站   

17 河北地质大学 宣化科技职业学院 函授站   

18 燕山大学 张家口市民进育才学校 函授站   

19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北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20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怀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1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口华美中等职业学校 函授站   

22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赤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3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家口市新世纪职业学校 函授站   

24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张北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25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张家口市万全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教学点   

26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河北省尚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7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北方机电工业学校 函授站   

28 沧州师范学院 河北尚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9 石家庄铁道大学 怀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30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张家口市沽源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31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康保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32 河北工程大学 张家口市宣化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33 唐山学院 张家口市宣化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34 河北水利电力学院 康保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 12 -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35 河北工程技术学院 康保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36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沽源县职教中心 函授站   

秦皇岛市 22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大连海事大学 秦皇岛兴荣海事中等职业学校 函授站   

2 承德医学院 秦皇岛水运卫生学校 教学点   

3 济南大学 中铁山桥集团高级技工学校 函授站   

4 河北大学 秦皇岛市燕海科技职业学校 函授站   

5 河北大学 秦皇岛市渤海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6 河北工程大学 昌黎卫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7 河北工业大学 秦皇岛市现代文化培训学校 函授站   

8 河北科技大学 秦皇岛兴荣海事中等职业学校 函授站   

9 河北师范大学 秦皇岛市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10 河北医科大学 秦皇岛市卫生学校 教学点   

11 华北科技学院 秦皇岛市燕海科技职业学校 函授站   

12 吉林师范大学 秦皇岛市现代经济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13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14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山海关铁路技师学院 函授站   

15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秦皇岛市渤海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16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秦皇岛市港口职业学校 函授站   

17 唐山学院 秦皇岛市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18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秦皇岛市职业技术学校 函授站   

19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20 河北中医学院 秦皇岛市卫生学校 教学点   

21 河北金融学院 核工业四〇四工业学校 函授站   

22 石家庄科技工程职业学院 昌黎卫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定州市 3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燕山大学 保定市工业学校 函授站   

2 承德医学院 定州市卫生中等专业学校 教学点   

3 河北大学 定州新世纪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 13 - 
 

辛集市 2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河北师范大学 辛集市职教中心 函授站   

2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辛集市分校 函授站   

二、合格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 

（含省广播电视大学、奥鹏、河北农业广播学校）共 188 个 

石家庄市 45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北京交通大学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2 北京交通大学 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3 北京理工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学习中心   

4 北京师范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学习中心   

5 北京邮电大学 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6 北京中医药大学 石家庄白求恩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7 电子科技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学习中心   

8 东北财经大学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学习中心   

9 东北农业大学 石家庄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学习中心   

10 华中师范大学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学习中心   

11 兰州大学 河北科技大学 学习中心   

12 南京大学 石家庄经济学校 学习中心   

13 四川农业大学 河北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学习中心   

14 武汉理工大学 河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学习中心   

1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石家庄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16 西安交通大学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学习中心   

17 西北工业大学 石家庄经济职业学院 学习中心   

18 西南财经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学习中心   

19 西南大学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20 郑州大学 石家庄协和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2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河北地质职工大学 学习中心   

22 中国农业大学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23 中国农业大学 石家庄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24 中国人民大学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25 中国医科大学 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学习中心   

26 重庆大学 河北城乡建设学校 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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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2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石家庄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正定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9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晋州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3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新乐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3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藁城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32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奥鹏远程教育石家庄学习中心（直属） 学习中心   

33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平山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34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无极县教师进修学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3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石家庄市桥西区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3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37 中国人民大学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限冶金系统内

招生） 
学习中心   

38 中国传媒大学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学习中心   

39 东北大学 河北外国语学院 学习中心   

4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 学习中心   

41 天津大学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学习中心   

4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石家庄铁路职业技工学校（限铁路系统

内招生） 
学习中心   

43 华南师范大学 河北网络培训专修学院 学习中心   

44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井陉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45 兰州大学 石家庄协和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保定市 27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东北农业大学 河北农业大学 学习中心   

2 福建师范大学 保定学院 学习中心   

3 吉林大学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4 郑州大学 保定莲池区第二职教中心 学习中心   

5 重庆大学 保定市职教中心 学习中心   

6 中国农业大学 保定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7 中国人民大学 保定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8 中南大学 保定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9 四川大学 保定市莲池区职教中心 学习中心   

10 西南大学 保定富昌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1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2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雄县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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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3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定兴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4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曲阳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清苑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博野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涞水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徐水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9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顺平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高碑店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涿州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2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保定易县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3 南开大学 保定富昌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24 中国地质大学 河北科技学院 学习中心   

25 天津大学 保定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26 东北农业大学 涿州市技师学院 学习中心   

27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河北曲阳雕刻学校 学习中心   

唐山市 26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北京科技大学 唐山学院 学习中心   

2 北京理工大学 唐山学院 学习中心   

3 北京师范大学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4 北京中医药大学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5 东北农业大学 唐山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学习中心   

6 对外经贸大学 唐山学院 学习中心   

7 吉林大学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8 四川大学 唐山建筑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9 天津大学 唐山市第一职业中专 学习中心   

10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11 重庆大学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12 东北财经大学 唐山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13 四川农业大学 唐山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丰南分校 学习中心   

14 中国农业大学 唐山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15 中国人民大学 唐山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16 中南大学 唐山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1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唐山广播电视大学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唐山市广播电视大学迁安分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 16 -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9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唐山市广播电视大学滦南分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唐山市广播电视大学迁西分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唐山市广播电视大学丰润分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2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唐山市广播电视大学遵化分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3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内丘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24 电子科技大学 唐山师范学院 学习中心   

25 福建师范大学 唐山市金桥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2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廊坊市 8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2 重庆大学 华北科技学院 学习中心   

3 东北财经大学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学习中心   

4 四川农业大学 廊坊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学习中心   

5 中国农业大学 廊坊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6 中国人民大学 廊坊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7 奥鹏远程教育 廊坊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8 奥鹏远程教育 廊坊市电大三河分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邯郸市 17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北京师范大学 邯郸学院 学习中心   

2 电子科技大学 邯郸市物资高级技工学校 学习中心   

3 四川农业大学 邯郸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学习中心   

4 武汉理工大学 邯郸理工学校 学习中心   

5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邯郸轻化工学校 学习中心   

6 西安交通大学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7 西南财经大学 邯郸市第一财经学校 学习中心   

8 中国人民大学 邯郸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9 重庆大学 邯郸市建筑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1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邯郸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邯郸永年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2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邯郸武安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3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邯山区教师进修学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4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邯郸大名县委党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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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邯郸磁州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6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华北工程学校 学习中心   

1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邯郸技师学院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邢台市 19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北京语言大学 邢台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2 大连理工大学 邢台技师学院 学习中心   

3 华中师范大学 邢台技师学院 学习中心   

4 兰州大学 冀中能源高级技工学校 学习中心   

5 天津大学 邢台青年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6 武汉理工大学 邢台沙河市职教中心 学习中心   

7 西南财经大学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学习中心   

8 西南大学 邢台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9 郑州大学 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学习中心   

10 中国农业大学 邢台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1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邢台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2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邢台市翰东职业技术中专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3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邢台巨鹿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4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邢台威县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邢台南宫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邢台隆尧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邢台广宗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宁晋县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9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内丘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沧州市 12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兰州大学 沧州渤海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2 山东大学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渤海石油职业学院 学习中心   

4 中国农业大学 沧州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5 天津大学 沧州南皮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6 东北农业大学 东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沧州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沧州电大黄骅分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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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9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河北电大河间市工作站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沧州青县职教中心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1 陕西师范大学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12 电子科技大学 华北工业学校 学习中心   

衡水市 5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北京交通大学 衡水铁路电气化学校 学习中心   

2 中国农业大学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3 四川农业大学 衡水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学习中心   

4 兰州大学 衡水兆华科技中专学校 学习中心   

5 奥鹏远程教育 衡水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承德市 5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中国石油大学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学习中心   

2 重庆大学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学习中心   

3 东北农业大学 承德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学习中心   

4 中国农业大学 承德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5 奥鹏远程教育 承德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张家口市 11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天津大学 张家口机械工业学校 学习中心   

2 武汉理工大学 北方机电工业学校 学习中心   

3 北京理工大学 张家口市交通职教中心 学习中心   

4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张家口尚义县职教中心 学习中心   

5 中国农业大学 张家口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6 四川农业大学 张家口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学习中心   

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张家口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8 北京理工大学 怀来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9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张家口蔚县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0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万全县教师进修学校 学习中心   

1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公司 
学习中心（校

企合作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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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皇岛市 9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东北大学 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2 东北农业大学 秦皇岛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学习中心   

3 南开大学 秦皇岛市昌黎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4 四川大学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学习中心   

5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秦皇岛分校 学习中心   

6 重庆大学 河北建材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7 中国农业大学 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8 中国人民大学 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9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定州市 2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西南科技大学 保定工业学校 学习中心   

2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保定工业学校 学习中心   

辛集市 2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辛集市工作站 学习中心   

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辛集市高级技工学校 学习中心   

三、暂停招生限期整改 1 年函授站、教学点和校外学习中心共 8 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衡水东方计算机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2 华北理工大学 河北旅游职业学院 函授站   

3 武汉理工大学 徐悲鸿文化艺术专修学院 学习中心   

4 四川农业大学 邢台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学习中心   

5 河北师范大学 邯郸市工人文化宫 函授站   

6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邯郸峰峰矿区党校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7 河北经贸大学 保定莲池区科技培训中心 函授站   

8 四川农业大学 保定市农广校 学习中心   

四、撤销函授站、教学点和校外学习中心共 65 个 

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1 吉林大学 石家庄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函授站   

2 沈阳药科大学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培训 函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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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办院校 承办院校 办学形式 备注 

中心 

3 河北大学 石家庄博伦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4 长沙理工大学 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5 燕山大学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函授站   

6 唐山学院 河北经济管理学校 函授站   

7 中国计量大学 河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培训中心 函授站   

8 河北医科大学 石家庄人民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学点   

9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鹿泉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0 北京语言大学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11 山东大学 石家庄市第一职业中专学校 学习中心   

12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13 中南大学 河北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14 中南大学 石家庄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1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行唐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16 河北地质大学 保定徐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17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唐山开平综合职校 函授站   

18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唐山市职教中心 函授站   

19 燕山大学 唐山中华职业学校 函授站   

20 北京交通大学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函授站   

21 北京交通大学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22 哈尔滨工业大学 唐山建筑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学习中心   

23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唐山冀东油田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24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唐山市广播电视大学滦县分校奥

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5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唐山市广播电视大学乐亭分校奥

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26 东北大学 曹妃甸职业技术学院 学习中心   

27 河北北方学院 固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8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固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29 石家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固安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教学点   

30 河北建筑工程学院 霸州市职成教育总校 函授站   

31 承德医学院 廊坊卫生职业学院 教学点   

32 西南大学 
邯郸市峰峰矿区职业技术教育中

心 
学习中心   

33 西北工业大学 邯郸工业学校 学习中心   

34 陕西师范大学 邯郸市职业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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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南大学 邯郸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36 河北大学 邯郸武安市综合职业教育中心 函授站   

37 河北经贸大学 邯郸武安综合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38 河北医科大学 邯郸市永年卫生学校 教学点   

39 华北理工大学 邯郸峰峰煤炭职工卫生学校 教学点   

40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市永年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41 河北劳动关系职业学院 邢台市财贸学校 函授站   

42 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河北省柏乡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43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邢台柏乡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44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沧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45 廊坊师范学院 沧州正业涉外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函授站   

46 中南大学 沧州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47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河北电大肃宁工作站奥鹏学习中

心 
学习中心   

48 河北工程大学 枣强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49 河北中医学院 枣强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50 中南大学 衡水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51 吉林大学 衡水卫生学校 学习中心   

52 河北科技大学 承德市人力资源经济学校 函授站   

53 中南大学 承德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54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张家口名人新能源中等职业学校 函授站   

55 河北大学 张家口华美中等职业学校 函授站   

56 沧州师范学院 张家口万全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57 中南大学 张家口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58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张家口怀来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学习中心   

59 东北大学 赤城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学习中心   

60 中南大学 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 学习中心   

61 华北科技学院 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昌黎分校 函授站   

62 河北经贸大学 秦皇岛市中等专业学校 函授站   

63 河北科技大学 辛集市职教中心 函授站   

64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辛集市高级技工学校 函授站   

65 河北地质大学 定州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函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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