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 2020 年 7 月统考新增停考考点的紧急通知

（2020 年 7 月 2 日版）
一、新增停考考点名单

根据部分省（市）疾病预防防控机构管理要求，2020 年 7月统

考新增停考考点如下：

序号 省 市 考点名称

1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

2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3 长春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4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珲春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5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延边分校

6 白城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城分校

7 白山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山分校

8 辽源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辽源分校

9 吉林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磐石市管理站

10 四平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四平分校

11 通化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通化分校

12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13 河南省 许昌市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

14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奥鹏教育哈尔滨学习中心

15
山西省

晋中市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晋中分校介休工作站

16 忻州市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忻州分校繁峙电大站

截至 7月 2 日，停考考点总名单见附件。

二、正常参考考生防疫须知

1.参加 7 月统考的考生，必须遵守考点所在地相关防疫管理要

求，并配合考点的防疫检查。



2.跨省流动考生须提前了解考点所在地防疫要求，具体可通过

腾讯新闻防疫板块、拨打考点咨询电话等通道。

3. 因防疫管理工作要求，多数考点禁止外来车辆驶入停放，自

驾的考生须自行解决车辆停放问题。

4. 请考生提前到达考点，为接受考点防疫检查留足时间，避免

占用考试时间影响参加考试。

三、受影响考生安置方案

因考点停考不能参加本次统考的考生，本次报考信息统一顺延

至 9月统考。

考点没有停考，但因不符合组考考点属地疫情防控要求而不能

入场参加考试的考生，须配合考点做好信息登记工作后，本次报考

信息统一顺延至 9月统考。

涉及上述情况的考生 9 月报考具体安排请关注 www.cdce.cn 网

站关于 9 月统考报名的相关通知。

疫情发展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各地区的防疫要求存在变化

的可能性，考生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根据《教育部关于切实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应急预案的通知》文件精神，

我们会第一时间将相关调整在 www.cdce.cn 网站发布，请考生时刻

关注。

感谢广大考生的理解与配合。

附件：2020 年 7 月统考停考考点总名单-20200702

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2日



附件：

2020 年 7月统考停考考点总名单-20200702

序号 省 市 考点名称

1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2 合肥市 奥鹏教育合肥学习中心

3 合肥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省直分校

4 蚌埠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蚌埠分校

5 亳州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亳州分校

6 亳州市 利辛县电化教育中心

7 亳州市 蒙城县电大工作站

8 巢湖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巢湖分校

9 池州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池州分校

10 滁州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滁州分校

11 阜阳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阜阳分校

12 阜阳市 临泉县电大工作站

13 淮北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淮北分校

14 淮南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淮南分校

15 黄山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黄山市分校

16 六安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六安分校

17 宿州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宿州市分校

18 铜陵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铜陵分校

19 芜湖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芜湖市分校

20 宣城市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宣城分校

21 马鞍山市 安徽省广播电视大学马鞍山分校

22 安庆市 安庆广播电视大学

23 滁州市 天长市职业教育中心

24

北京市

朝阳区 北京朝阳区经贸在线教育培训中心

25 房山区 北京理工大学房山分校培训中心

26 怀柔区 北京开放大学怀柔分校

27 西城区 北京开放大学培训学院

28

辽宁省

（部分考点）

大连市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

29 大连市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长海分校

30 大连市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金州区分校

31 大连市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旅顺分校

32 大连市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瓦房店分校



33 大连市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庄河分校

34 大连市 大连市普兰店区职业教育中心

35 沈阳市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

36 沈阳市 法库县教师进修学校

37 沈阳市 康平县教师进修学校

38 沈阳市 沈阳广播电视大学

39 沈阳市 沈阳市于洪区职业教育中心

40 沈阳市 新民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41 鞍山市 鞍山广播电视大学

42 锦州市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锦州分校

43 朝阳市 朝阳广播电视大学

44 本溪市 本溪广播电视大学

45 抚顺市 抚顺职业技术学院

46 辽阳市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47 铁岭市 铁岭广播电视大学

48 营口市 营口广播电视大学

49 营口市 辽宁省广播电视大学大石桥分校

50 丹东市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东港学院

51 丹东市 辽宁丹东广播电视大学宽甸分校

52 盘锦市 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

53 葫芦岛市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葫芦岛市兴城分校

54 阜新市 彰武县职工学校

55 盘锦市 辽宁广播电视大学盘山分校

56

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

57 哈尔滨市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巴彦分校

58 哈尔滨市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宾县分校

59 哈尔滨市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双城分校

60 哈尔滨市 哈尔滨广播电视大学五常分校

61 哈尔滨市 奥鹏教育哈尔滨学习中心

62 哈尔滨市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

63 大庆市 大庆广播电视大学

64 大兴安岭市 大兴安岭广播电视大学

65 双鸭山市 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宝清分校

66 佳木斯市 佳木斯职业学院

67 牡丹江市 牡丹江林区广播电视大学

68 齐齐哈尔市 齐齐哈尔市广播电视大学



69 齐齐哈尔市 依安县教师进修学校

70 绥化市 绥化广播电视大学

71

山西省

（部分考点）

临汾市 临汾广播电视大学

72 长治市 沁源县教师进修学校

73 太原市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

74 太原市 山西省奥鹏教育太原学习中心

75 太原市 太原广播电视大学

76 太原市 太原瀚源文化培训学校

77 吕梁地区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吕梁分校

78 忻州市 忻州职业技术学院

79 忻州市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忻州分校繁峙电大站

80 运城市 运城广播电视大学

81 运城市 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培训中心

82 晋中市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公路系统分校

83 晋中市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晋中分校介休工作站

84 长治市 屯留县职业中学（潞安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分校）

85 广东省 深圳市 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86
江苏省

（部分考点）
常州市 江苏广播电视大学溧阳学院

87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中南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88 武汉市 武汉市广播电视大学

89 天津市 南开区 天津广播电视大学

90

吉林省

长春市 长春广播电视大学

91 长春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

9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珲春卫生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93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延边分校

94 白城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城分校

95 白山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白山分校

96 辽源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辽源分校

97 吉林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磐石市管理站

98 四平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四平分校

99 通化市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通化分校

100 海南省 海口市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101
河南省

（部分考点）
许昌市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