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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序号 省/区/市 市/县 单位名称 

1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市商业学校 

2 北京市 北京市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 

3 河北省 唐山市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4 辽宁省 沈阳市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5 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 

6 江苏省 常州市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7 江苏省 太仓市 江苏省太仓中等专业学校 

8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美术职业学校 

9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经贸学校 

10 浙江省 宁波市 宁波外事学校 

11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12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13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14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护士学校 

15 浙江省 温州市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6 浙江省 温州市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17 浙江省 湖州市 湖州交通学校 

18 浙江省 嘉兴市 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19 浙江省 嘉兴市 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 

20 浙江省 嘉兴市 海宁卫生学校 

21 浙江省 嘉兴市 平湖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2 浙江省 绍兴市 诸暨市实验职业技术学校 

23 浙江省 绍兴市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 

24 浙江省 绍兴市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5 浙江省 金华市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26 浙江省 金华市 金华市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27 浙江省 金华市 浙江商贸学校 

28 浙江省 衢州市 浙江省衢州理工学校 

29 浙江省 舟山市 舟山旅游商贸学校 

30 浙江省 台州市 三门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31 浙江省 丽水市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 

32 江西省 宜春市 宜春市教育体育局 

33 江西省 宜春市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34 江西省 宜春市 江西省宜春市铜鼓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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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江西省 景德镇市 景德镇市教育体育局 

36 江西省 赣州市 赣州市教育局 

37 江西省 赣州市 赣州市军科职业技术学校 

38 江西省 赣州市 赣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39 江西省 赣州市 瑞金中等专业学校 

40 江西省 南昌市 江西省医药学校 

41 江西省 南昌市 南昌汽车机电学校 

42 江西省 九江市 九江职业技术学院 

43 江西省 九江市 江西九江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44 江西省 萍乡市 萍乡卫生职业学院 

45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46 山东省 青岛市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技术学校 

47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48 山东省 济南市 济南职业学院 

49 山东省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 

50 河南省 济源市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51 河南省 南阳市 南阳科技职业学院（东校区） 

52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教育局 

53 湖南省 长沙市 湖南医药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4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市望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55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航天学校 

56 湖南省 长沙市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 

57 湖南省 永州市 江华瑶族自治县职业中专学校 

58 湖南省 永州市 永州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 

59 湖南省 永州市 永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60 湖南省 永州市 永州市工商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61 湖南省 郴州市 郴州工业交通学校 

62 湖南省 郴州市 郴州综合职业中专学校 

63 湖南省 怀化市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职业教育总校 

64 湖南省 怀化市 溆浦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65 湖南省 怀化市 湖南省芷江民族职业中专学校 

66 湖南省 怀化市 沅陵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67 湖南省 邵阳市 湖南省隆回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68 广东省 阳江市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69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70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机电工程学校 

71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电子科技学校 

72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轻工业学校 

73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理工学校 

74 广东省 东莞市 东莞市信息技术学校 

75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76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 

77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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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79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80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81 广东省 佛山市 佛山市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82 广东省 广州市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83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84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农业学校 

85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商业学校 

86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机电工程学校 

87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 

88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华侨商业学校 

89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财税学校 

90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银行学校 

91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农垦海口中等专业学校 

92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技师学院 

（海南省高级技工学校） 

93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交通学校 

94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旅游学校 

95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省海口旅游职业学校 

96 海南省 三亚市 海南省三亚技师学院 

97 海南省 五指山市 海南省民族技工学校 

98 海南省 五指山市 海南省农林科技学校 

99 海南省 琼海市 海南省第三卫生学校 

100 海南省 琼海市 琼海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01 海南省 文昌市 文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02 海南省 东方市 东方市职业技术学校 

103 海南省 
定安县 

 （省直辖县）
海南省工业学校 

104 海南省 
昌江黎族自治县 

 （省直辖县）
昌江黎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 

105 重庆市 重庆市 重庆市忠县职业教育中心 

106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107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108 四川省 成都市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109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省成都市青苏职业中专学校 

110 四川省 成都市 四川天府新区职业学校 

111 四川省 甘孜藏族自治州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 

112 贵州省 遵义市 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中等职业学校 

113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财经职业学院 

114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115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116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 

117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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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云南省 昆明市 
云南交通运输职业学院 

（云南交通技师学院） 

119 云南省 昆明市 昆明市官渡区职业高级中学 

120 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 云南建设学校 

121 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 剑川县职业高级中学 

122 云南省 丽江市 丽江民族中等专业学校 

123 云南省 
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 
芒市职业教育中心 

124 云南省 保山市 施甸县职业高级中学 

125 
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 
石河子市 新疆石河子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