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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省技工教育招生院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招生代码 性质 办学层次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学校网址

省属

1 广东省粤东技师学院 9800001 公办 技师学院

北山湾校区：汕头市濠江区北山湾路 32号
金新校区：汕头市金新路85号
梅州分校：梅州市梅江区环市北路 63号
饶平校区：潮州市饶平县钱东镇李厝管理区西沟西

北山湾校区、金新校区：0754-88623363、88629223、88239093
梅州分校：0753-2357790、2357805
饶平校区：0768-7809069、7809003

北山湾校区、金新校区：http://www.gdydgj.com
梅州分校：http://www.gdydsmjx.com

2 广东省技师学院 9800002 公办 技师学院
校本部：惠州市博罗县上塘路 298号
广州校区：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雅瑶路 68号

校本部：0752-6280518、6280544
广州校区：020-86447073、86447180 http://www.gdsgj.com

3 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 9800003 公办 技师学院

增城校区：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鹤泽路 5号
赤岗校区：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七星岗 1号之八

新港校区：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60号
020-84450980、84450979、22315313 http://www.qggj.cn

4 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 9800035 公办 技师学院

江高校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松岗街 193号
南海校区：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南海科技园英才路 1号
塘贝校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夏花四路 485号

江高校区：020-86200457、86601261
南海校区：0757-81098181
塘贝校区：020-86208769

http://www.gdjxjg.com

5 广东省南方技师学院 9800004 公办 技师学院
韶关校区：韶关市大学路82号
乐昌校区：韶关市乐昌市城区站北路 25号

韶关校区：0751-8216176、8214233
乐昌校区：0751-5559935 http://www.gdsnfjsxy.com

6 广东省城市技师学院 9800024 公办 技师学院

华美校区：广州市天河区华美路 28号
佛山校区：佛山市禅城区同华路 4号
天鹿校区：广州市黄埔区天鹿南路 289号
长福北校区：广州市天河区长福路 167号
长福南校区：广州市天河区长福路 176号

华美校区 ：020-37395161、37395160
佛山校区：0757-83362176、83324380
天鹿、长福北校区：020-28203151、28203187、28203186
长福南校区：020-87058232、87023081、87059226

http://www.gdjtjx.com.cn
http://www.gljx.com http://www.gdps.net

7 广东省岭南工商第一技师

学院
9800025 公办 技师学院

花都校区：广州市花都区花港大道 36号
韶关校区：韶关市芙蓉东路180号

花都校区：020-86876288
韶关校区：0751-8531989

花都校区http://www.lngsyj.com.cn
韶关校区http://www.gdhnjx.com

8 广东省国防科技技师学院 9800023 公办 技师学院
同和校区：广州市广州大道北同和街东园中路 8号
江高校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城路 42号 020-37355812、37371053 http://www.gf79.com

9 广东省电子商务技师学院 9800005 公办 技师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中路大观街 950号 020-82374518、82340319、82351259 http://www.gd21ec.com
http://www.dzswxy.cn

10 广东省华立技师学院 9800026 民办 技师学院
广州校区：广州市增城区华立科技园华立路 3号
云浮校区：云浮市云浮新区华立学院

广州校区：020-82903341、82903342
云浮校区：0766-8288822、8288833 http://www.hljg.net

11 广东岭南现代技师学院 9800073 民办 技师学院
广州校区：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观中路 492号
清远校区：清远市清城区学贤路省职教大学城内

广州校区：020-22305678
清远校区：0763-3918555 http://www.lnmtc.com

12 广东花城工商高级技工学

校
9800103 民办 高级技校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海布光明路 5号 020-86923183 https://www.gdhcgs.org.cn

13 广东华夏高级技工学校 9800114 民办 高级技校 广州市从化区城鳌大道东 772号 020-87863135 http://www.gdhxjg.cn

14 广东省高新技术高级技工

学校
9800169 民办 高级技校 广州市花都区芙蓉大道新花路 6号 020-86993836、86984488 http://www.gdgxjx.cn

15 广东省农垦湛江技工学校 9800034 公办 国家重点 湛江市麻章区湖秀路 2号 0759-2859188、2705724 http://www.ngszz.com

16 广东江南理工高级技工学

校
9800171 民办 国家重点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新楼路 31号 020-36099908、31213351 http://www.gdjnlg.com

17 广东省佛山邮电技工学校 9800047 公办 省重点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大沙路 62号 0757-82211827、82100521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八零

四工厂职业技术学校
9800048 公办 省重点 湛江市霞山区海滨大道中 26号4804工厂大院内 0759-3187893、3187985、3270208

19 广州造船厂技工学校 9800050 公办 省重点 广州市荔湾区白鹤洞鹤园西二十巷 1号 020-81542346 http://www.gcjgxx.com

20 广州文冲船厂技工学校 9800051 公办 省重点 广州市黄埔区红山三路 50号 020-32084998 http://www.wcsjx.cn

21 广东省冶金技工学校 9800068 公办 省重点 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建华路 020-34793386 http://www.gdsyj.com

22 广州黄埔造船厂技工学校 9800069 公办 省重点 广州市黄埔区长洲街金蝶路 31号 020-82203117 http://www.gzhcjx.com

23 广东羊城技工学校 9800071 民办 省重点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皇岗凤凰大道 300号 020-36396888 http://www.gdyccl.cn

24 广东省黄埔技工学校 9800072 民办 省重点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龙归北太路 15号 020-36000241、36055796 http://www.gdhj.org

25 广东省环保技工学校 9800108 民办 省重点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大道纬四路 5号 020-32198811 http://www.gdhbedu.cn

26 广东华商技工学校 9800112 民办 省重点
校本部：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华商路一号

四会校区：肇庆市四会东城街道黄岗社区工业大道 1号 020-82668606、82668016 http://www.huashangts.com

27 广东现代信息技工学校 9800194 民办 省重点 广州市天河区吉山坑尾路 12号 020-29823232 http://www.xdxxjx.com

28 广东省创业工贸技工学校 9800199 民办 省一类 东莞市东城区牛山莞长路东城路段 122号 0769-21681988 http://www.gdcygm.com

29 广州航道技工学校 9800099 公办 合格技校 广州市黄埔区港前路 9号 020-82274780、82277405 https://ghjx.ccgdc.com

30 广东赛特技工学校 9800107 民办 合格技校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海舟开发区樵高路旁 0757-86868253、86865267 http://www.gdsatjx.com

31 广东省领才技工学校 9800110 民办 合格技校 广州市白云区高明路 47号 020-36021239 http://www.gdlcxy.com

32 广东应用技工学校 9800225 民办 合格技校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方华路 893号 020-36029901、36029902、36029903 http://www.gdyyyy.net

33 广东南粤技工学校 9800227 民办 合格技校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三百洞大道 10号 020-37519686、87965516 http://www.gdnyjg.com

广州市

34 广州市技师学院 9800007 公办 技师学院

黄石校区：广州市白云区黄石东路 68号
南沙校区：广州市南沙区东涌大同开发区光明路 3号
广汽校区：广州市白云区夏花二路 72号
江高校区：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江人一路 263号
马务校区：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西路 466号

黄石校区：020-86014807
南沙校区：020-39097905
广汽校区：020-36387097
江高校区：020-86207343

http://www.gzgj.net

35 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 9800008 公办 技师学院

中心校区：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 2636号
南校区：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鹤建里

实训基地：广州市江高镇江太路长岗段一区 8号

中心校区：020-86084731
南校区：020-80501989 http://www.gzittc.edu.cn

36 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 9800009 公办 技师学院
白云校区：广州市白云区西洲北路 148号
芳村校区：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东 75号 020-81983656 http://www.getc.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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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 9800010 公办 技师学院

北校区：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竹料管理区东凤南路 38号
南校区：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中路 272号
东校区：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荣华北 16号
番禺校区：番禺区沙湾镇紫坭西安路 7号

020-32446366、32446368 http://www.gzslits.com.cn

38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 9800012 公办 技师学院

东华南校区：广州市越秀区东华南路 162号
天河校区：广州市天河区珠吉路 660号
石牌东校区：广州市天河区石牌东路 99号
金盘岭校区：广州市白云区大源南路 38号

020-83781062 http://www.gzgyjx.cn

39 广州市交通技师学院 9800013 公办 技师学院
沙太校区：广州市白云区大源南路 56号
荔湾校区：广州市荔湾区荔湾路 96号 400-030-3300 http://www.gcti.edu.cn

40 广州市白云工商技师学院 9800011 民办 技师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田南路 13号 020-36093333 http://www.byxy.com

41 广州市从化区高级技工学

校
9800056 公办 高级技校 广州市从化区沿江南路 302号 020-87968440 http://www.gzchts.com

42 广州南华工贸高级技工学

校
9800121 民办 高级技校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华山路珠江路 3号 020-34903380 http://www.gznhgm.cn

43 广州市蓝天高级技工学校 9800131 民办 高级技校 广州市天河区珠村走马岗东路 155号 020-22239088 http://www.gz-ltjx.com

44 广州港技工学校 9800054 公办 省重点 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 2879号大院90 020-82063320 http://www.gzgjx.com.cn

45 广州市高新医药与食品技

工学校
9800130 民办 省重点 广州市番禺区市广路 288号 020-39995567 http://www.gzgxysjx.com

46 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9800197 民办 省重点 广州市从化区江埔街从樟路 98号 020-37984999 http://www.gzccvs.com

47 广州市华风技工学校 9800201 民办 省重点 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工业大道 121号 020-28618988 http://www.gzhfschool.com

48 广州市北达技工学校 9800207 民办 省重点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九王庙管理区兴业路 8号 020-39915620 http://www.gzbdgw.com

49 广州城市职业技工学校 9800125 民办 省一类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华美路 26号 020-87065816 http://www.gzcsjg.com

50 广州市金领技工学校 9800128 民办 省一类 广州市增城区宁西街道仙宁路 6、8号 020-22651501 http://www.gzjljg.com

51 广州市电子商务技工学校 9800195 民办 省一类 广州市南沙区榄核镇下坭村广珠路 29号 020-22906965 http://www.pyjdgj.com

52 广州市花都区技工学校 9800123 公办 合格技校
校本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新花街 25号
五华校区：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宝华路五华直接 15号 020-86809755 https://www.hdqjgxx.cn

深圳市

53 深圳技师学院 9800016 公办 技师学院 深圳市龙岗区五联社区将军帽路 1号 0755-83757353、83757355 http://www.ssti.net.cn

54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 9800078 公办 技师学院
福强校区：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 1007号
侨城校区：深圳市福田区职教街 10号 0755-83119101、83119105 http://www.szptc.edu.cn

55 深圳市携创高级技工学校 9800181 民办 高级技校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新塘路 138号 0755-28685865、28685623 http://www.xcjx08.com

57 深圳市深德技工学校 9800134 民办 省重点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高尔夫大道 338号 0755-28085999 http://www.cnshende.com

56 深圳市宝山技工学校 9800135 民办 省重点 深圳市坪山区和强路 7号 0755-89660666 http://www.szbaoshan.com

58 深圳市科迪技工学校 9800209 民办 合格技校 深圳市坪山区锦龙大道北 10号 0755-84513399、84517332 http://www.szkedijx.com

59 深圳市宝民技工学校 9800211 民办 合格技校 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松白路 7022号 0755-27711063 http://www.szbaomin.com

60 深圳市华夏技工学校 9800215 民办 合格技校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社区同富裕路莹展花园 0755-28380067 http://www.szshxjgxx.com

61 深圳市智理技工学校 9800221 民办 合格技校
校本部：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将围社区水库路 56号
分校区：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水库路将石工业区

0755-29935021、29935022 http://www.szzljg.com

62 深圳市深科技工学校 9800222 民办 合格技校
光明校区：深圳市光明区公光路 144号
沙井校区：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马安山帝堂工业园

0755-88218396、23216084 http://www.szskjx.cn

63 深圳市中特技工学校 9800226 民办 合格技校 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罗中路 130号 0755-23504051 http://www.szsztj.com

珠海市

64 珠海市技师学院 9800037 公办 技师学院
吉大校区：珠海市香洲区吉大白莲路 42号
金湾校区：珠海市金湾区金铭西路 98号 0756-3808378、3808379 http://www.zhgjx.com

65 珠海市工贸技工学校 9800204 民办 省重点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工业科技园屏西五路 2号 0756-3612869、3612859 http://www.zhgmjg.com

66 珠海市欧亚技工学校 9800210 民办 省重点 珠海市高新区金鼎金峰西路 10号 0756-6861988、6861999 http://www.zhoyxx.com

67 珠海市索卡科技技工学校 9800218 民办 合格技校 珠海市平沙镇平东大道 2888号 0756-7722836、7722980 http://www.zhskst.com

68 珠海市南方爱迪技工学校 9800228 民办 合格技校 珠海市斗门白蕉南路 29号 0756-6813333、6811237 http://www.zhnfad.com

汕头市

69 汕头技师学院 9800028 公办 技师学院
金新校区：汕头市金平区新美路 2号
南校区：汕头市濠江区磊广大道 669号

0754-88608574、88303995
0754-87252033、87252020 http://www.stsgjx.com

70 汕头中医药技工学校 9800138 民办 省一类 汕头市龙湖区万吉工业区 55号A01地块 0754-88337333、88347441 http://www.stzyyxx.com

佛山市

71 佛山市技师学院 9800029 公办 技师学院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禅炭路 238号 0757-86222095 http://www.fsnhjs.com

72 佛山市高明区高级技工学

校
9800079 公办 高级技校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环湖路 12号 0757-88263930、88881660、88266123 http://gmjg.fsgmjy.cn

73 佛山市三水区技工学校 9800038 公办 国家重点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孜学路 1号 0757-87652808

74 佛山市鸿运交通技工学校 9800059 民办 省重点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乐安大岗头 0757-86489992 http://www.jtj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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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佛山市实验技工学校 9800141 民办 省重点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成公路 145号 0757-63528511 http://www.fsssyjg.com/

76 佛山市现代商贸技工学校 9800206 民办 省重点 佛山市南海区罗村光明大道广东省新光源产业园 A12西侧 0757-63991705 http://www.xdsmschool.com

77 佛山市桂城技工学校 9800202 民办 省一类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北路 17号 0757-86362398、86321118 http://www.guicheng100.com

78 佛山市顺德区技工学校 9800139 公办 合格技校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桃源路 0757-22617923、22617397、22617391 http://sdzz.sdedu.net

79 佛山市禅城区技工学校 9800231 公办 合格技校 佛山市禅城区丝织路 25号 0757-82301010

韶关市

80 韶关市技师学院 9800014 公办 技师学院 韶关市浈江区大学路 338号 0751-8127888 http://www.sggaoji.com

河源市

81 河源技师学院 9800062 公办 技师学院 河源市源城区东环路 0762-3800338 http://www.hyjgxx.com

82 龙川县技工学校 9800161 公办 省一类 河源市龙川县城果园新村 72号 0762-6769608

83 紫金县技工学校 9800160 公办 合格技校 河源市紫金县城金山大道中 50号 0762-7825375

梅州市

84 梅州市技师学院 9800046 公办 技师学院 梅州市江南梅塘东路 85号 0753-2321183、2327999 http://www.mzsjsxy.com

85 兴宁市高级技工学校 9800061 公办 高级技校 梅州市兴宁市人民大道西五里段 0753-3238082 http://www.xnjgedu.com/

86 梅县技工学校 9800088 公办 省重点 梅州市江北五洲城梅正路 126号 0753-2213536、2207198 http://www.gdmxjgxx.com

87 五华县技工学校 9800220 公办 省重点 梅州市五华县水寨镇三坑工业大道与环城路交汇处 0753-4963188、4963288 http://www.whjgxx.com

88 梅州市机械技工学校 9800191 民办 合格技校 梅州市中高峰新峰路 0753-2368218、13823884832 http://www.xnjgedu.com

惠州市

89 惠州市技师学院 9800045 公办 技师学院 惠州市江北西区31号 0752-2892289、2731393 http://www.hzti.net

90 惠州市惠城区技工学校 9800153 公办 国家重点
惠州市惠城区三环北路海伦堡后面 （南门）或金石一路12
号（北门）

0752-2806669、2869381

91 惠州市仲恺技工学校 9800156 民办 省重点
惠州市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潼侨镇潼侨工业园联发大
道南面123号 0752-2608730、2608608 http://www.hzzkjx.com

92 惠州市高迪技工学校 9800186 民办 省一类 惠州市惠城区火车西站北侧明发高榜新城 0752-2372619 http://www.kodyjx.cn

93 惠东县技工学校 9800173 公办 合格技校 惠州市惠东县平山街道办碧山村广汕路公路旁 0752-8999098 http://www.hdxjx.cn

94 惠州市博赛技工学校 9800174 民办 合格技校 惠州市惠阳区平潭镇怡发工业园怡发二路 0752-3272515、3277628 http://www.hzbsjx.cn

95 惠州市西湖技工学校 9800187 民办 合格技校 惠州市小金四角楼金罗路 395号 0752-6833206、6833207 http://www.xhjgxx.com

96 惠州市华达技工学校 9800212 民办 合格技校 惠州市惠阳区沙田镇华达技工学校 0752-3919839 http://www.hzhdjgxx.com

97 惠州市工贸技工学校 9800213 民办 合格技校 惠州市惠城区惠泽大道 12号 0752-2312299 http://www.hzgongmao.com

汕尾市

98 汕尾技师学院 9800157 公办 技师学院 汕尾市城区工业大道 66号 0660-3286328、3281800 http://www.gdswjg.cn

99 陆丰市技工学校 9800158 公办 合格技校 汕尾市陆丰市深汕高速霞湖出入口对面 0660-8982035、8991392、8996288 http://www.gdlfjx.com.cn

东莞市

100 东莞市技师学院 9800031 公办 技师学院
东城校区：东莞市东城区莞龙路下桥段 286号（原36号）

职教城校区：东莞市横沥镇职教路 6号
东城校区：0769-22257272      
职教城校区：0769-82920666 http://www.dgjx.net

101 东莞联合高级技工学校 9800091 民办 高级技校 东莞市东城街道大塘边路 122号 0769-22604926 http://www.uedujx.com

102 东莞实验技工学校 9800183 民办 合格技校 东莞市厚街镇赤岭工业园八号高盛智造园 0769-22662230 http://www.sy289.cn/

103 东莞市中德技工学校 9800214 民办 合格技校 东莞市清溪镇清溪大道 3号101室 0769-87322466 http://www.gdzdedu.cn

104 东莞翰伦技工学校 9800216 民办 合格技校 东莞市大岭山镇马蹄岗村饭罗围街 31号 0769-22227688 http://www.dghljgxx.com

105 东莞市翰东技工学校 9800223 民办 合格技校 东莞市凤岗镇碧湖村碧湖大道与康碧路交叉口 0769-88023181 http://www.075588.com/index.html

106 东莞市科创技工学校 9800224 民办 合格技校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村大坪 0769-81625122 http://www.dgkcschool.com

中山市

107 中山市技师学院 9800021 公办 技师学院
东校区：中山市东区兴文路72号
北校区：中山市黄圃镇横石路

0760-88260722、88868393 http://zsjsxy.367edu.com

108 中山市工贸技工学校 9800189 民办 省重点 中山市板芙镇工业大道与宏景一路交界 0760-86512888、23757888 http://www.zs-it.net

109 中山市启航技工学校 9800208 民办 省重点 中山市南区先施一路 6号 0760-28190975 http://www.zsqihang.com

110 中山市德成技工学校 9800229 民办 合格技校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建业路 22号 0760-86952201、0760-86952202 http://www.zsdcj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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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

111 江门市技师学院 9800017 公办 技师学院
潮连校区：江门市蓬江区潮连环岛西路 22号
北街校区：江门市蓬江区江北路 1号 0750-3881213 http://www.jmjx.com

112 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 9800039 公办 技师学院
时年校区：江门市新会区圭峰路 106号
冈州校区：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西园新村 68号 0750-6178337、0750-6178345

113 广东省台山市技工学校 9800080 公办 省重点
校本部：江门市台山市台城街道石华路 23号
厨艺校区：江门市台山市台城街道沙岗湖路 28号

校本部：0750-5500281
厨艺校区：0750-5503047 http://www.tsjgxx.com/

阳江市

114 阳江技师学院 9800063 公办 技师学院 阳江市江城区白沙325国道边 0662-2206638 http：//www.gdyjjz.com

湛江市

115 湛江市技师学院 9800018 公办 技师学院 湛江市赤坎区寸金路 42号 0759-3300897 http://www.zjgj.org

116 湛江市第二技工学校 9800040 公办 国家重点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 106号 0759-2209922 http://www.zjej.net

117 湛江市商业技工学校 9800082 公办 省重点
人民南校区：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南 4号
岭南校区：湛江市霞山区岭南路 6号 0759-2515568、2515528 http://www.zjsx.gd.cn

118 廉江市技工学校 9800147 公办 合格技校 湛江市廉江市廉江大道北 63号 0759-6602898

茂名市

119 茂名技师学院 9800042 公办 技师学院 茂名市环市北路26号 0068-2200883 http://www.mmjsxy.cn

120 茂名市高级技工学校 9800041 公办 高级技校
官渡校区：茂名市光华北路638号 
厂前校区：茂名市红旗北路126号 0668-2700831 http://www.mmsjx.com

121 茂名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9800043 公办 高级技校 茂名市茂水路339号 0668-2537398

122 茂名市东南高级技工学校 9800184 民办 高级技校 茂名市金山教育大道 26号 0668-6137388 http://www.chinagddn.cn/

123 广东农垦茂名技工学校 9800150 公办 省一类 茂名市高州市东郊苍地 0668-6653381

124 高州市第一技工学校 9800177 公办 省一类 茂名市高州市红荔路 338号 0668-6611226 http://www.gzdyjx.com

肇庆市

125 肇庆市技师学院 9800019 公办 技师学院 肇庆市端州一路广佛肇高速端州出口左侧 0758-2181828、2851217 http://zqsjsxy.cn

126 肇庆市商业技工学校 9800085 公办 省重点 肇庆市端州区睦州路西侧八号 0758-6623003 http://www.zqshangye.com

127 肇庆市高要区技工学校 9800087 公办 省重点 肇庆市高要南岸城区南兴四路 39号 0758-8365823、8365068 http://www.gyjg.com.cn

128 肇庆市商务技工学校 9800086 公办 省一类 肇庆市江滨西路24号 0758-2833364、2890299、2878933 http://www.zqjmxx.com

清远市

129 清远市技师学院 9800020 公办 技师学院 清远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4号区 0763-3696999 http://www.qysti.com

130 广东省南华技工学校 9800090 公办 省重点 清远市英德市英城街道浈阳西路 175号 0763-2281724

131 清远市工商技工学校 9800170 民办 省一类 清远市清城区源潭镇新马管理区华清学院 0763-3382812

132 连州技工学校 9800163 公办 合格技校 清远市连州市城南北紫岩 3号 0763-6608038

133 清远市南方技工学校 9800230 民办 合格技校 清远市佛冈县汤塘镇汤泉西路 148号106国道旁 0763-6856518、6856528、18925008997 https://qynfjx.com/

潮州市

134 潮州技师学院 9800064 公办 技师学院 潮州市湘桥区东山路慧如公园东侧 0768-2502444

揭阳市

135 揭阳技师学院 9800065 公办 技师学院 揭阳市榕城区炮台镇南潮路口 0663-3373128 http://www.jysgj.com

136 揭东技工学校 9800165 公办 省重点 揭阳市揭东开发区龙港路 0663-3264118

137 揭阳市国贸技工学校 9800166 民办 合格技校 揭阳市普宁市大学路电信大楼东侧 0663-2913416

138 惠来技工学校 9800167 公办 合格技校 揭阳市惠来县东山教育片区 0663-6628239

139 揭阳市金荣技工学校 9800217 民办 合格技校 揭阳市普宁市普侨镇侨城公园南侧 0663-2777727 http://www.jyjrjg.com

云浮市

140 云浮技师学院 9800066 公办 技师学院 云浮市云城区环市西路教育园区内 0766-8726738 http://www.yfsjx.com

141 罗定市技工学校 9800168 公办 合格技校 云浮市罗定市龙华西路北 0766-3768998、3760085 http://www.gdldj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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