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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公布高等学校现代远程教育校外 

学习中心备案结果的通知 
 

各市教育局、有关高等学校、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中

心、知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关于第一批取消6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

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57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落实国

务院决定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通知》（教政法

厅〔2016〕1号）《山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成人高等教育函

授站和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管理的通知》（鲁教职字

〔2007〕6号）要求，我厅组织完成了高等学校现代远程教育校

外学习中心备案工作。现将备案结果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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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公布为合格的学习中心可按规定招生。公布为限

期整改的学习中心，暂停其2018年招生，下一年度通过备案后

可恢复招生。本次未予备案的学习中心，自本文发布之日起不

再具有招生资格，在籍学生可转入主办高校在鲁其它学习中

心，也可在原学习中心继续修完学业。主办高校和合作办学单

位要妥善做好相关后续工作，保证现有在籍学生如期完成学

业。 

二、各主办高校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教育部有关现代

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的规定，切实履行职责，根据本次公布

的结果安排学习中心的招生，严禁委托未经备案的学习中心招

生。要根据本校的办学条件、人才培养能力和地方经济发展对

人才的需求，合理规划和调整学习中心布局, 及时做好备案工

作。各高校要进一步规范招生和收费管理，严格执行教学计划，

强化教学过程管理，认真组织考试考核。加强对学习中心管理人

员的指导、培训，加大对学习中心的投入，提供教学设施、教学

资源和师资保障，不断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水平。中央广播

电视大学奥鹏远程教育中心、知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要对在山东

省设立的学习中心进行清理整顿。设立的学习中心，超出教育部

批准范围的，要尽快采取措施，整改到位。 

三、各市教育局要进一步加强对本辖区内学习中心的监督与

管理，切实规范其办学行为，坚决取缔未经备案的学习中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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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监管力度。对学习中心乱招生、乱许诺、乱办学的行为要严肃

查处，并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确保现代远程教育的办

学质量和社会声誉。 

 

附件：高等学校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备案结果 

 

 

 

山东省教育厅 

2018 年 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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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高等学校现代远程教育校外学习中心备案结果 

一、 合格学习中心 

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1 济南 北京交通大学 山东省交通干部学校 济南市无影山黄岗东路 3 号 

2 济南 北京科技大学 济南市长清区教师进修学校 济南市长清区灵岩路 2098 号 

3 济南 北京科技大学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济南市旅游路 4516 号 

4 济南 北京理工大学 山东房地产教育培训中心 济南市历山路 137 号 

5 济南 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济南市经十东路 31699 号 

6 济南 北京外国语大学 济南成功培训学校 济南市高新区高端人才实训基地六楼 

7 济南 北京邮电大学 山东通信技术专修学院 济南市经十路 15969 号 

8 济南 东北财经大学 济南明仁科技培训学校 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 90-4 号 

9 济南 东北大学 济南市博文教育学校 济南市历山路 49 号 

10 济南 华中师范大学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济南市历城区洪楼祝甸东 

11 济南 吉林大学 山东杏林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 3028 号 

12 济南 江南大学 济南市历城区知成培训学校 济南市工业南路 103 号山东省葡萄研究院南楼 2 层 

13 济南 兰州大学 济南市历下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济南市丁家庄南路南首 

14 济南 南京大学 济南职业学院 济南市舜耕路 12 号 

15 济南 山东大学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丹桂路 20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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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16 济南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远程教育直属学习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17 济南 山东大学 山东省立医院科卫专修学院 济南市经四路 544 号 

18 济南 四川大学 济南信息工程学校 济南市历城区王舍人镇朝山街 316 号 

19 济南 四川农业大学 济南市新科培训学校 济南市趵北路 28 号龙泉商城 5 楼 

20 济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济南市历城区黄海教育培训学校 济南市历城区海蔚大厦 809、810 室 

21 济南 西北工业大学 济南市历城区海文培训学校 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 101 号海蔚大厦 1202 室 

22 济南 西南财经大学 济南市山交教育培训学校 济南市天桥区交校路 5 号 

23 济南 郑州大学 济南智文学习中心 济南市天桥区历山北路 2 号 

24 济南 中国传媒大学 山东传媒职业学院 济南市历下区燕子山西路 38 号 

25 济南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济南职业学院 济南市舜耕路 12 号 

26 济南 中国农业大学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 济南市历城区洪楼祝甸东 

27 济南 中国人民大学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一路 21 号 

28 济南 中国人民大学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丹桂路 2011 号 

29 济南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远程教育学院 济南市经十路 16199 号青年政治学院西校区 B 座二楼 

30 济南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济南明仁科技培训学校 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 90-4 号 

31 济南 中国医科大学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一路 21 号 

32 济南 中南大学 济南九泰教育培训学校 济南市经七路 843 号泰山大厦 20 层 

33 济南 重庆大学 山东房地产教育培训中心 济南市历山路 137 号 

34 青岛 北京大学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 青岛市市北区大连路 1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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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35 青岛 北京外国语大学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青岛市市南区江西路 62 号 

36 青岛 北京语言大学 青岛企创科技培训学校 青岛市延安三路 129 号 

37 青岛 北京中医药大学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青岛市胶州市北京东路 5 号 

38 青岛 大连理工大学 青岛博川经济专修学院 青岛市李沧区青峰路 15 号 

39 青岛 东北财经大学 青岛托普科技培训学校 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 1577-10 号 

40 青岛 东北大学 青岛海航科技培训学校 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 247-263 号中新大厦 26 层 A 座 

41 青岛 福建师范大学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沃尔经贸专修学校 青岛市开发区井岗山路 658 号紫锦广场 1101 室 

42 青岛 华中师范大学 青岛市市北区卓尚职业培训学校 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 153 号 

43 青岛 江南大学 青岛海航科技培训学校 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 247-263 号中新大厦 26 层 A 座 

44 青岛 兰州大学 青岛智达人才专修学院 青岛市海尔路 178 号 

45 青岛 南开大学 青岛智达人才专修学院 青岛市海尔路 178 号 

46 青岛 山东大学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 青岛市市北区大连路 16 号 

47 青岛 陕西师范大学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大职业培训学校 青岛市开发区长江中路 10 号 

48 青岛 四川大学 青岛科技大学 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 99 号 

49 青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青岛中基信息文化专修学校 青岛市市北区菜市二路 7 号 

50 青岛 西安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青岛研究院 青岛市胶州常州路 552 号 

51 青岛 西北工业大学 青岛海航科技培训学校 青岛市市北区辽宁路 247-263 号中新大厦 26 层 A 座 

52 青岛 西南大学 青岛海川商务专修学院 青岛市同安路 67 号 

53 青岛 西南科技大学 青岛远程经法专修学院 青岛市延安三路 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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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54 青岛 郑州大学 即墨慧金教育培训学校 青岛市即墨泰山一路 336 号三楼 

55 青岛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青岛市北海理工科技培训学校 青岛市商河路 18 号 

56 青岛 中国农业大学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 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 588 号 

57 青岛 中国人民大学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 青岛市市北区大连路 16 号 

58 青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远程教育学院 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西路 66 号 

59 青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青岛红昇科技培训学校 青岛市李沧区京口路 78 号 

60 青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青岛国泰教育培训学校 青岛市李沧区峰山路 117 号 

61 青岛 中国医科大学 青岛海德职业培训学校 青岛市保定路 18 号 

62 青岛 中南大学 私立青岛华泰科技培训学校 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 753-15 号 

63 青岛 重庆大学 青岛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钱塘江路 369 号 

64 淄博 北京语言大学 淄博职业学院 淄博市张店世纪路 30 号创业大厦 A 座 522 室 

65 淄博 电子科技大学 淄博职业学院 淄博市张店世纪路 30 号创业大厦 A 座 522 室 

66 淄博 东北农业大学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中心 淄博市临淄区管仲路 115 号 

67 淄博 福建师范大学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中心 淄博市临淄区管仲路 115 号 

68 淄博 山东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 88 号 

69 淄博 四川大学 淄博职业学院 淄博市张店世纪路 30 号创业大厦 A 座 522 室 

70 淄博 中国人民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 88 号 

71 淄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理工大学 淄博市张店区共青团西路 88 号 

72 淄博 中南大学 淄博汇新教育培训学校 淄博市张店区时代大厦 A223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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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73 淄博 重庆大学 淄博工业学校 淄博市临淄区齐兴路 2 号 

74 枣庄 山东大学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滕州市学院东路 888 号 

75 枣庄 四川大学 枣庄职业学院 枣庄市高新区祁连山路 

76 枣庄 中国传媒大学 枣庄薛城天穹教育培训学校 枣庄市薛城区黄河东路与长白山路交界处 

77 枣庄 重庆大学 山东煤矿安全技术培训中心 枣庄市市中区西岭路 13 号 

78 东营 大连理工大学 东营黄河三角洲继续教育培训中心 东营市东营区东三路 149 号 

79 东营 东北财经大学 东营黄河口继续教育进修学校 东营市黄河三角洲就业服务中心 

80 东营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东营研究院 山东省东营市黄河路 38 号生态谷 6 号楼 

81 东营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东营市广饶县翰林培训学校 东营市广饶县城迎宾路 202 号 

82 东营 中国人民大学 东营职业学院 东营市府前大街 129 号 

83 东营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远程教育学院 东营市北二路 271 号 

84 东营 中国医科大学 东营职业学院 东营市府前大街 129 号 

85 东营 中南大学 东营职业学院 东营市府前大街 129 号 

86 油田 山东大学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高级人才培训中心 东营市东营区济南路 169 号 

87 油田 四川大学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东营市东营区北二路 504 号 

88 油田 武汉理工大学 山东胜利职业学院 东营市东营区北二路 504 号 

89 油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高级人才培训中心 东营市东营区济南路 169 号 

90 油田 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高级人才培训中心 东营市东营区济南路 169 号 

91 油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高级人才培训中心 东营市东营区济南路 16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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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92 烟台 北京大学 山东工商学院 烟台市莱山区滨海中路 191 号 

93 烟台 北京中医药大学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烟台市滨海东路 508 号 

94 烟台 大连理工大学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烟台市福山区聚贤路 1 号 

95 烟台 东北大学 山东黄金高级技工学校 烟台市莱山区枫林路 23 号 

96 烟台 福建师范大学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林职业培训学校 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158-3 号鲁东国际 5 楼 

97 烟台 吉林大学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教育中心 烟台市芝罘区青年路 48 号 

98 烟台 山东大学 山东黄金高级技工学校 烟台市莱山区枫林路 23 号 

99 烟台 山东大学 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 莱阳市金山大街 403 号 

100 烟台 陕西师范大学 烟台莱山区怡联电脑培训学校 烟台市莱山区前七夼社区飞龙西巷 6-311 号 

101 烟台 四川大学 烟台市芝罘区教师进修学校 烟台市芝罘区朝阳街 86 号 

102 烟台 西安交通大学 烟台莱山东方财经培训学校 烟台市莱山区滨海路 45 号 

103 烟台 西北工业大学 烟台莱山区怡联电脑培训学校 烟台市莱山区前七夼社区飞龙西巷 6-311 号 

104 烟台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校区 烟台市莱山区滨海中路 2006 号 

105 烟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正林职业培训学校 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158-3 号鲁东国际 5 楼 

106 烟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莱阳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莱阳市柏林庄镇政府驻地 

107 烟台 中南大学 山东港口工程高级技工学校 烟台市芝罘区东岳南路 18 号 

108 烟台 重庆大学 全国城建培训中心 烟台市观海路 23 号 

109 潍坊 北京科技大学 潍坊科技学院 山东省寿光市学院路 166 号 

110 潍坊 东北财经大学 潍坊市建设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潍坊市奎文区虞河路 215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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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潍坊 东北农业大学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潍坊市东风东街 229 号 

112 潍坊 华中师范大学 潍坊科技学院 山东省寿光市学院路 166 号 

113 潍坊 兰州大学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 山东省青州市云门山南路 8979 号 

114 潍坊 山东大学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山东省青州市文化产业园云门山南路南首 

115 潍坊 山东大学 潍坊科技学院 山东省寿光市学院路 166 号 

116 潍坊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潍坊高新区渤海继续教育服务中心 潍坊市高新区怡和第一城 

117 潍坊 中国农业大学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潍坊市胜利东街 88 号 

118 潍坊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交通职业学院 潍坊市潍县中路 8 号 

119 潍坊 中南大学 潍坊工商职业学院 诸城市密州街道办事处凤凰路 5600 号 

120 潍坊 重庆大学 山东经贸职业学院 潍坊市潍城区青年路 2798 号 

121 济宁 北京语言大学 济宁市高级职业学校 济宁市济岱路 8 号 

122 济宁 电子科技大学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济宁市北湖度假区荷花路南首路西 

123 济宁 山东大学 济宁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济宁市太白东路 54 号 

124 济宁 郑州大学 济宁市高级职业学校 济宁市济岱路 8 号 

125 济宁 中国农业大学 济宁市高级职业学校 济宁市济岱路 8 号 

126 济宁 重庆大学 济宁市技师学院 济宁市中区建设南路七号 

127 泰安 北京科技大学 肥城市乡镇企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肥城市新城长山街 053 号 

128 泰安 东北财经大学 零距离会计培训学校 泰安市东岳大街 105 号 

129 泰安 山东大学 山东医药技师学院 泰安市南高新技术开发区凤天路 9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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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130 泰安 山东大学 泰安技师学院 泰安市泰山区向阳大街 197 号 

131 泰安 中国人民大学 泰山学院 泰安市迎宾大道中段泰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132 泰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肥城市乡镇企业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肥城市新城长山街 053 号 

133 泰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零距离会计培训学校 泰安市东岳大街 105 号 

134 威海 东北财经大学 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阳光培训学校 威海市文化西路 75 号 

135 威海 南开大学 山东威海外国语进修学院 文登市经济开发区广州路 

136 威海 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威海） 威海市文化西路 180 号 

137 威海 山东大学 威海市卫生学校 威海市文登区米山东路西 1 号 

138 威海 武汉理工大学 威海市临港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威海市临港区开元东路 6 号 

139 威海 西南大学 威海市炳亮职业培训学校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 175 号 5211 

140 威海 西南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威海市文化西路 2 号 

141 威海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威海新华职业培训学校 威海市高山街 1-2 号 

142 威海 中国医科大学 威海市卫生职工进修学校 威海市青岛北路 28 号卫生大厦 13 楼 

143 日照 北京外国语大学 山东外国语职业学院 日照市山海路 99 号 

144 日照 福建师范大学 日照市东港区石大教育培训学校 日照市东港区烟台路中段路东颐和小区沿街 

145 日照 吉林大学 日照市工业学校 日照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亚路 77 号 

146 日照 山东大学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日照市烟台路北首 

147 日照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日照市东港黄海继续教育培训学校 日照市曲师大生活区 

148 日照 西北工业大学 日照市商业学校 日照市东港区山海路 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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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日照 中国传媒大学 日照市商业学校 日照市东港区山海路 99 号 

150 日照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日照市烟台路北首 

151 莱芜 山东大学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莱芜市高新区凤凰路北首 

152 莱芜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新汶矿业职工大学 莱芜市凤城东大街 81 号 

153 临沂 东北财经大学 临沂市兰山区长城会计培训学校 临沂市兰山区开阳路 6 号 4 楼 

154 临沂 四川大学 临沂市高级财经学校 临沂市兰山区临西十路与聚才六路交汇处 

155 临沂 郑州大学 临沂职业学院 临沂市罗庄区湖东路 63 号 

156 临沂 中国农业大学 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临沂市分校 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路 43 号 

157 临沂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临沂市兰山区远博英语培训学校 临沂市兰山区临西四路与金二路交汇处 

158 临沂 重庆大学 临沂电力学校 临沂市兰山区汪沟镇驻地 

159 德州 北京大学 德州卫生学校 德州市三八路 36 号 

160 德州 北京理工大学 德州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德州市经济开发区三八东路 

161 德州 北京语言大学 德州市德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德州市德城区中原街 28 号 

162 德州 东北财经大学 德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德州市徳城区大学西路 1269 号 

163 德州 山东大学 德州市博文继续教育培训学校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路 699 号 

164 德州 山东大学 德州信息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德州市德城区新华路 588 号 

165 德州 四川农业大学 德州市博文继续教育培训学校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路 699 号 

166 德州 西南财经大学 德州市博文继续教育培训学校 德州市德城区天衢路 699 号 

167 德州 西南大学 德州文都教育培训学校 德州市德城区育英路育英文化商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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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德州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德州信息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德州市德城区新华路 588 号 

169 德州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德州信息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德州市德城区新华路 588 号 

170 德州 中国医科大学 德州信息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德州市德城区新华路 588 号 

171 德州 中南大学 德州市德城区教师进修学校 德州市德城区中原街 28 号 

172 滨州 吉林大学 滨州学院 滨州市黄河五路 391 号 

173 滨州 兰州大学 惠民县卫生学校 滨州市惠民县惠沧路 53 号 

174 滨州 山东大学 滨州市技术学院 滨州市黄河十二路 859 号 

175 滨州 山东大学 鲁中职业专修学院 滨州市邹平县城黄山二路东段 22 号 

176 滨州 西南大学 滨州学院 滨州市黄河五路 391 号 

177 滨州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滨州市黄河五路 560 号 

178 聊城 华中师范大学 聊城学大教育培训学校 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36 号 

179 聊城 山东大学 聊城市博文继续教育中心 聊城市东昌府区龙山路 21 号 

180 聊城 山东大学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市花园北路 133 号 

181 聊城 陕西师范大学 聊城市博文继续教育中心 聊城市东昌府区龙山路 21 号 

182 聊城 武汉理工大学 聊城技师学院 聊城市高新区光岳南路 199 号 

183 聊城 郑州大学 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文教育培训学校 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36 号 

184 聊城 中国人民大学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聊城市花园北路 133 号 

185 聊城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聊城市东昌府区明德教育培训学校 山东省聊城市化工学校 

186 菏泽 山东大学 山东省菏泽信息工程学校 菏泽市西安路 76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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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菏泽 四川农业大学 菏泽市牡丹区科技培训学校 菏泽市青年路北段 2239 号 

188 菏泽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菏泽牡丹区现代教育培训学校 菏泽市牡丹区西安路 1246 号 

189 菏泽 中南大学 菏泽高级技工学校 菏泽市长江路 2266 号 

二、公共服务体系—奥鹏 

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1 济南 山东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山东省广播电视大学直属学院 济南市历下区经十一路 21 号 

2 济南 山东济南奥鹏学习中心 济南广播电视大学 济南市长清大学科技园丹桂路 2011 号 

3 济南 山东济南章丘奥鹏学习中心 济南广播电视大学章丘分校 章丘市明水经济开发区羊步岭路 

4 青岛 山东青岛奥鹏学习中心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 青岛市市北区大连路 16 号 

5 青岛 山东青岛城阳奥鹏学习中心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城阳分校 青岛市城阳区德阳路 317 号 

6 青岛 山东青岛黄岛奥鹏学习中心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黄岛分校 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东路 399 号 

7 青岛 山东青岛即墨奥鹏学习中心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即墨分校 即墨市新兴路 353 号 

8 青岛 山东青岛胶南奥鹏学习中心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胶南分校 青岛市黄岛区（原胶南）科教一路 

9 青岛 山东青岛胶州奥鹏学习中心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胶州分校 胶州市广州南路南端 

10 青岛 山东青岛莱西奥鹏学习中心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莱西分校 山东省莱西市黄海路 9 号 

11 青岛 山东青岛李沧奥鹏学习中心 青岛广播电视大学李沧分校 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金水路 1309 号 

12 淄博 山东省淄博市工业学校奥鹏学习中心 
淄博广播电视大学淄博工业学校分校（淄博工业

学校） 
淄博市临淄区齐兴路 2 号 

13 淄博 山东淄博奥鹏学习中心 淄博广播电视大学 淄博市张店区张周路 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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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淄博 山东淄博周村奥鹏学习中心 淄博广播电视大学周村分校 淄博市周村经济开发区 

15 东营 山东东营奥鹏学习中心 东营广播电视大学 东营市府前大街 129 号 

16 烟台 山东烟台奥鹏学习中心 烟台广播电视大学 烟台市高新区滨海中路 2018 号 

17 烟台 山东烟台风能电力学校奥鹏学习中心 
烟台广播电视大学栖霞分校（山东烟台风能电力

学校） 
山东省栖霞市西城镇 

18 烟台 烟台轻工业学校奥鹏学习中心 烟台广播电视大学海洋分校（烟台轻工业学校） 山东省海阳市开发区平顶村南 

19 潍坊 山东潍坊安丘奥鹏学习中心 潍坊广播电视大学安丘分校 山东省安丘市人民路 237 号 

20 潍坊 山东潍坊昌乐奥鹏学习中心 潍坊广播电视大学昌乐分校 山东省昌乐县城一中街 1 号 

21 潍坊 山东潍坊昌邑奥鹏学习中心 潍坊广播电视大学昌邑工作站 山东省昌邑市城里东街 186 号电大工作站 

22 潍坊 山东潍坊高密奥鹏学习中心 潍坊广播电视大学高密分校 山东省高密市昌安大道以东和平路以南 

23 潍坊 山东潍坊临朐奥鹏学习中心 潍坊广播电视大学临朐分校 山东省临朐县辛寨镇卧龙社区 70 号 

24 潍坊 山东潍坊青州奥鹏学习中心 潍坊广播电视大学青州分校 山东省青州市海岱北路 999 号 

25 潍坊 山东潍坊寿光奥鹏学习中心 潍坊广播电视大学寿光分校 山东省寿光市金光街 1299 号 

26 潍坊 山东潍坊诸城奥鹏学习中心 潍坊广播电视大学诸城分校 山东省诸城市密州街道办事处凤凰路 5600 号 

27 济宁 山东济宁奥鹏学习中心 济宁广播电视大学 济宁市金宇路 3 号 

28 济宁 山东济宁嘉祥奥鹏学习中心 济宁广播电视大学嘉祥分校 济宁市嘉祥县建设路 2 号 

29 济宁 山东济宁泗水电大奥鹏学习中心 济宁广播电视大学泗水分校 济宁市泗水县泉源大道 115 号 

30 济宁 山东济宁兖州奥鹏学习中心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兖州学院 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红花西街 53 号 

31 济宁 
山东省金乡县教师进修学校奥鹏学习

中心 

济宁广播电视大学金乡分校（山东金乡县教师进

修学校） 
济宁市金乡县城环保路 85 号 



 — 16 — 

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32 威海 山东荣成奥鹏学习中心 荣成市广播电视大学 山东省荣成市海湾南路 1000 号 

33 威海 山东威海奥鹏学习中心 威海市广播电视大学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中路 52 号文化名居 503 室 

34 威海 
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校奥鹏学习

中心 

乳山市广播电视大学（威海机械工程高级技工学

校） 
山东省威海乳山市北外环路北侧、浦东路西侧 

35 威海 文登市高级技工学校奥鹏学习中心 文登市广播电视大学（文登市高级技工学校） 威海市文登区虎山路 288 号 

36 日照 山东日照奥鹏学习中心 日照广播电视大学 山东省日照市烟台北路北首 

37 莱芜 山东莱钢集团有限公司奥鹏学习中心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莱钢分校 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友谊大街 38 号 

38 临沂 山东临沂职业学院奥鹏学习中心 临沂广播电视大学（临沂职业学院） 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湖东路 63 号 

39 德州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奥鹏学习中心 德州广播电视大学（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省德州市大学东路 689 号 

40 德州 山东德州德城区奥鹏学习中心 德州市德城区电大工作站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新华路 588 号 

41 德州 山东齐河教师进修学校奥鹏学习中心 
德州广播电视大学齐河分校（山东省齐河县教师

进修学校） 
山东省齐河县齐心大街中段 

42 滨州 滨州技师学院奥鹏学习中心 滨州广播电视大学博兴分校（滨州技师学院） 滨州市博兴县博城五路 857 号 

43 滨州 山东滨州奥鹏学习中心 滨州广播电视大学 滨州市黄河五路 391 号 

44 滨州 山东阳信县职业中专奥鹏学习中心 滨州广播电视大学阳信分校（阳信县职业中专） 滨州市阳信县阳城三路东首 

45 滨州 
山东邹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奥鹏学

习中心 

滨州广播电视大学邹平分校（邹平县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 
滨州市邹平县城黄山二路东段 22 号 

46 菏泽 山东菏泽奥鹏学习中心 菏泽广播电视大学 山东省菏泽市中东华路 40 号菏泽学院 

三、公共服务体系—知金 

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1 济南 北京理工大学 知金教育济南学习中心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4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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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2 济南 吉林大学 知金教育济南学习中心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42 号 

3 济南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知金教育济南学习中心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42 号 

4 青岛 北京理工大学 知金教育青岛学习中心 青岛市市南区徐州路 79 号 

5 青岛 吉林大学 知金教育青岛学习中心 青岛市市南区徐州路 79 号 

6 青岛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知金教育青岛学习中心 青岛市市南区徐州路 79 号 

7 淄博 北京外国语大学 淄博市环境保护干部培训中心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 16 号 

8 淄博 吉林大学 知金教育淄博学习中心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 16 号 

9 淄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淄博市环境保护干部培训中心 淄博市张店区人民西路 16 号 

10 潍坊 北京理工大学 知金教育潍坊学习中心 潍坊市高新区潍坊学院体育馆 1 楼 

11 潍坊 北京外国语大学 知金教育潍坊学习中心 潍坊市高新区潍坊学院体育馆 1 楼 

12 潍坊 吉林大学 知金教育潍坊学习中心 潍坊市高新区潍坊学院体育馆 1 楼 

13 潍坊 陕西师范大学 知金教育潍坊学习中心 潍坊市高新区潍坊学院体育馆 1 楼 

14 潍坊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知金教育潍坊学习中心 潍坊市高新区潍坊学院体育馆 1 楼 

15 临沂 北京理工大学 知金教育临沂学习中心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中丘路 3 号山东交通技师学院办公楼 

16 临沂 北京外国语大学 知金教育临沂学习中心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中丘路 3 号山东交通技师学院办公楼 

17 临沂 吉林大学 知金教育临沂学习中心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中丘路 3 号山东交通技师学院办公楼 

18 临沂 陕西师范大学 知金教育临沂学习中心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中丘路 3 号山东交通技师学院办公楼 

19 临沂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知金教育临沂学习中心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中丘路 3 号山东交通技师学院办公楼 

20 德州 西北工业大学 知金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市德城区文化路新华大厦 801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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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限期整改学习中心 

序号 市 主办院校名称 依托建设单位 学习中心地址 

1 济南 北京语言大学 山东科技进修学院 济南市市中区杆南东街 8 号 

2 济南 西南交通大学 山东职业学院 济南市解放路 79 号 

3 青岛 北京科技大学 青岛远程经法专修学院 青岛市延安三路 78 号 

4 青岛 电子科技大学 青岛明天职业技术专修学院 青岛市胶南大珠山镇驻地 

5 烟台 浙江大学 全国城建培训中心 烟台市观海路 23 号 

6 潍坊 北京语言大学 昌乐县委党校 潍坊市奎文区鸢飞路 626 号中友大厦 403 

7 威海 北京语言大学 威海职业学院 威海市文化中路 52 号 

8 临沂 吉林大学 临沂市兰山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临沂市成才路 16 号 

9 滨州 电子科技大学 滨州市农业机械化学校 滨州市黄河六路 528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