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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关于公布四川省 2018 年具有中等职业学历教育 

招生资格学校及专业的通告 

 

为加强中等职业教育管理，增强政府信息服务功能，维护正

常招生秩序，现公布四川省 2018 年具有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招生

资格的学校和专业（核定截止 2018 年 5 月 14日）。 

2018 年具有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招生资格学校 498 所（校名

前“☆”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为国家

级重点中职学校，“○”为省级重点中职学校）。其中，教育部门

管理的职业学校 411 所，开设专业 193个，开办专业点 2810 个；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的技工学校 87 所，设专业 132个，

开办专业点 729个。  

未列入本通告的学校或教育机构及专业不具备中等职业学

历教育招生资格，不得招生。对违规招生的学校，相关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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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依法取缔，所招学生不注册学籍，不承认学历，不享受国家中

职资助和免学费等政策。请报名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注意查询本

通告学校及专业名单（相关信息可通过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四川

省教育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查询）。 省外今年

在川招生的中等职业学校，请参阅《招生考试报》2018 年高职

学院、中等职业学校在川招生专业及名额介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的技工学校开设的护理专业

为非医药卫生类专业，其护理专业对应或相关职业（工种）为：

养老护理员、保育员、育婴员、孤残儿童护理员。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2018 年 5月 22日



- 3 - 

 

四川省 2018 年具有中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学校及专业名单 

 
教育部门管理的职业院校(411 所） 

 
 代码 学校名称 开设专业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成都市(90 所)     

 51004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工程造价、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计算
机网络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会计电算化、旅游
服务与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成都市龙泉驿区天生路 155 号 
028-84809675 

028-84510122 

 51007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水电厂机电设备安装与运行、计算机应用   崇州市羊马镇永和大道 366 号 028-68611971 

 51011 四川艺术职业学院 
音乐、舞蹈表演、戏曲表演、戏剧表演、杂技与魔术表演、美术绘
画、民族音乐与舞蹈、民族美术 

 
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星艺大道 366
号 

028-61718019 

 51012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现代农艺技术、畜牧兽医  成都市温江区德通桥路 392 号 028-82732146 

 51017 成都艺术职业学院(民办) 
建筑表现、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音乐、舞蹈表演、工艺美术、
美术设计与制作、计算机应用、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会计电算化、
动漫游戏、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航空服务 

 新津县花源镇白云大道 115 号 028-82482896 

☆ 51041 成都铁路工程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铁道施工与养护、工程测量、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 

 成都市郫都区南北大道北段 028-87836956 

△ 51043 四川省工业贸易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粮油饲料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会计、市场营销、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汽车运用与维修、建
筑设备安装 

 成都市成华区青龙路 638 号 028-83507909 

△ 51044 四川省水产学校 
畜牧兽医、淡水养殖、计算机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网络安防系
统安装与维护、连锁经营与管理、电子商务、宠物养护与经营、食
品生物工艺、会计电算化 

 成都市郫都区杜鹃路 169 号 028-87882405 

☆ 51045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护理、助产、康复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口腔修复工艺、药剂、制
药技术 

 
成都市郫都区蜀源大道三段 566 号 

 

028-6751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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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46 四川省卫生学校 护理、康复技术、口腔修复工艺、药剂  成都市龙泉驿区龙都南路 173 号 028-84868591 

 51047 四川省人民医院护士学校 护理  
成都市高新区中和街道应龙 4 组 256
号 

028-67087666 

 51048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
灸学校 

护理、药剂、中医、中医康复保健、中药  成都市高新西区新创路 6 号 028-87734759 

 51049 四川大学附设华西卫生学校 护理、康复技术、口腔修复工艺、药剂  
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高坎村 3 组 310
号 

028-87071378 

 51053 四川省旅游学校 
航空服务、商务英语、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
旅游外语、景区服务与管理、园林技术、建筑工程施工、会计、中
餐烹饪与营养膳食、美术设计与制作、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成都市双流区黄龙大道四段 2681 号 028-69803912 

 51054 四川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会计、电子商务、旅
游服务与管理、美术设计与制作、学前教育、铁道运输管理、航空
服务、物流服务与管理、网页美术设计、汽车运用与维修、社区公
共事务管理、给排水工程施工与运行 

 成都市武侯区武青北路 7 号 028-87719561 

☆ 51055 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土建工程检测、工程机械运
用与维修、数控技术应用、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车身
修复、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与管理、汽车制
造与检修、会计、工程造价、金融事务、电气运行与控制、计算机
平面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测量、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管理 

 成都市温江区麻市街 182 号 
028-82743668 

 

☆ 51056 四川省商务学校 
汽车制造与检修、计算机平面设计、会计、市场营销、物流服务与
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会计电算
化、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西餐烹饪、汽车运用与维修 

 成都市郫都区安靖下街 33 号 028-67583318 

☆ 51057 成都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造价、铁道施工与养护、机械制造
技术、机电技术应用、铁道运输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汽
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设
计、会计、会计电算化、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饭店
运营与管理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正兴街道大
安路 818 号 

028-85310012 

☆ 51063 四川省成都市礼仪职业中学 
航空服务、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通信运营服务、金融事务、
市场营销、工艺美术、学前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老年人服务与
管理、铁道运输管理 

 成都市武侯区簧门后街 1 号 028-85560276 

☆ 51064 
四川省成都市财贸职业高级
中学校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会计、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商务
英语、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
膳食、西餐烹饪、物业管理、会计电算化 

 成都市西安路枣子巷 26 号 028-87751090 

 51065 
四川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艺术
学校 

音乐、舞蹈表演、戏剧表演、美术绘画  成都市武侯区新生路 6 号 028-85430270 

 51066 四川省体育运动学校 运动训练  成都市武侯区太平寺 8 号 028-85184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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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067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运动
学校 

运动训练  成都市武侯区体院路 2 号 028-85083732 

 51069 成都市文化艺术学校 
舞蹈表演、戏曲表演、杂技与魔术表演、木偶与皮影表演及制作、
导游服务、美术绘画、戏剧表演、音乐、播音与节目主持 

 成都市二环路西一段 122 号 
028-87313745 

 

 51070 成都市体育运动学校 运动训练  成都市成华区御风二路 16 号 028-84711695 

 51071 核工业成都机电学校 
钻探工程技术、工程造价、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汽车制
造与检修、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物流
服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成都市蓉都大道天河路 500 号 
028-83906396 

 

 51072 四川省经济管理学校(民办) 
建筑工程施工、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学前教育、工程造价、航
空服务、电子商务、美术设计与制作、旅游服务与管理、计算机应
用 

 成都市郫都区团结镇学院路 96 号 028-6684-2691 

 51073 
四川省实用中等专业学校(民
办) 

舞蹈表演  都江堰市聚源镇北街 36 号 028-80693118 

 51074 
四川省弘博中等专业学校(民
办)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国际商务、学前教育、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美术设计与制作、航空服务 

 
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九洋路 204
号 

028-85749012 

 51075 成都华大医药卫生学校(民办)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中医康复保健、口腔修复工艺、护理、药剂、
医学影像技术 

 
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办事处皇经楼 7
号 

028-86931178 

 51082 四川省志翔职业技术学校 
会计电算化、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民政服务与管理、社会福利
事业管理、美术设计与制作、电子商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公关
礼仪、西餐烹饪、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志翔路 3 号 

 
028-62454300 

 51092 四川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畜牧兽医、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经济综合管
理、市场营销 

 成都市武侯祠大街 4 号 028-85505350 

 51095 
四川省消防学校 

(限招在职从业人员) 
物业管理（消防管理）  成都市温江区永宁镇芙蓉路 119 号 028-82695598 

 51108 
成都市天府新区成人中等专
业学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电子技术应用、社区公共事务
管理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协和下街 85
号 

028-85770311 

 51122 四川文轩职业学校(民办) 
建筑工程施工、计算机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会计、高星级饭店
运营与管理、数控技术应用、出版与发行、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大邑县晋原镇锦屏大道 9 号 028-88395555 

○ 51131 成都市蜀兴职业中学 
计算机应用、通信运营服务、金融事务、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
理 

 成都市成华区建设北路一段 5 号 028-83333765 

 51133 成都市洞子口职业高级中学 建筑装饰、数控技术应用、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  成都市沙河源新泉路 32 号 028-8311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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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34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 
园林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美容美
体、市场营销、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学
前教育、机电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 

 都江堰市聚源镇聚兴大道 375 号 028-61298025 

○ 51135 四川省邛崃市职业高级中学 
建筑装饰、食品生物工艺、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旅游服
务与管理、学前教育、机电技术应用 

 成都市邛崃市金六福大道 5 号 028-88744928 

○ 51137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数控技术应用、化学工艺、工业分析与检验、汽车
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高星级饭店运营
与管理、学前教育 

 
彭州市开发区西河东路 468 号(南校
区四川省彭州市军乐镇军屯西街 22
号（北校区） 

028-83868095 

△ 51140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汽车运用与
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机械
加工技术、计算机平面设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老年人服务
与管理 

 

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清江大道下段 

255 号 

 

028-88538052 

△ 51141 四川省大邑县职业高级中学 
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与信息技
术、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计算机应用 

 大邑县晋原镇锦屏大道 11 号 028-88260008 

☆ 51142 成都市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
计、物流服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 

 
成都市青白江区祥福镇祥红路 889
号 

028-83615281 

△ 51144 四川省新津县职业高级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会计、电子商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学前教育、物流服务与管理 

 新津县工业园区兴园 8 路 515 号 028-82433066 

☆ 51145 成都电子信息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
计、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成都市双流区双楠大道下段 2222 号 

 
028-85858855 

○ 51146 成都市华阳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网络技术、市场营销、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富民路一段
223 号 

028-65750097 

 

☆ 51147 四川省成都市中和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网络技术、客户信息服务、
电子技术应用、会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中餐烹
饪与营养膳食、社区公共事务管理 

 成都高新区中和街道新下街 85 号 028-85658203 

 51148 
四川省双流建设职业技术学
校   

建筑工程施工、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与管理、学前教
育、航空服务 

 
成都市双流区九江街道通江场镇文
贸街 79 号 

028-85791762 

○ 51149 四川省金堂县职业高级中学 

观光农业经营、机械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网络技术、会计电算化、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与管理、工艺
美术、学前教育、数控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电子技术应用、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金堂县淮口洲城大道 188 号 
028-84933009 

 

○ 51153 
成都市温江区燎原职业技术
学校 

园林技术、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美术设计与制作、学前教育、汽车制造与检
修、数控技术应用 

 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星艺大道 90 号 028-8272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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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61 成都东星航空职业学校(民办) 民航运输、航空服务  成都市温江区锦绣大道南段 1398 号 028-66660056 

 51166 成都实用工程技术学校(民办)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物流服务与
管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磨盘街 643

号 
028-84848637 

☆ 51170 成都市现代职业技术学校 
客户信息服务、美容美体、美发与形象设计、会计电算化、高星级
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 

 
成都市双桂路 21 号/枫树街 899 号 

 
028-84441140 

 51171 
成都市特殊教育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民间传统工艺、中医康复保健  成都市一环路北一段 182 号 028-87651451 

○ 51172 
四川省成都市青苏职业中学
校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会计电算化、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
育、汽车车身修复 

 
成都市文家街道文康路 188 号 

 
028-81721042 

○ 51173 成都市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造价、建筑设备安装  
成都市成华区东虹路西四路 10 号 

 
028-84088750 

○ 51174 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汽车电子技术应
用、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计算机应用、学前教
育、旅游服务与管理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幸福路 388

号 
028-69392006  

△ 51175 四川省崇州市职业中专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计
算机网络技术、电子技术应用、会计电算化、电子商务、旅游服务
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育、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崇州市崇阳街道蜀州中路 271 号 

 
028-82386207 

△ 51176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友爱职

业技术学校 

 

园林技术、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
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中餐烹饪
与营养膳食、工艺美术、民间传统工艺、学前教育、食品生物工艺 

 
成都市郫都区安德镇安平东路 86 号 

 
028-87868103 

△ 51177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
校 

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
物流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 

 成都市新都区新都镇新军路 281 号 028-83976476 

 51179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职业技

术学校(民办) 

 

学前教育、汽车运用与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美术设计与制作、
数控技术应用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丽阳路 2

号 

 

028-88492669 

 51180 成都棠湖科学技术学校(民办) 
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
教育 

 
成都市双流区九江镇泉水函社区 378
号 

028-85754235 

 51181 成都德圣中等职业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与信息技术、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建筑工程施工、计算机应用 

 
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园新华
大道二段 179 号 

028-65368974 

 

 51182 成都实验商贸管理学校(民办)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  成都市温江区战备渠南路 129 号 028--6725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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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83 成都华夏旅游商务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航空服务、计算机应用、会
计、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汽车运
用与维修、老年人服务与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管理 

 成都市双流区双华路三段 
028-86925490 

 

 51185 
四川托普计算机职业学校(民
办) 

计算机应用、美术设计与制作、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会计电算
化 

 成都市高新西区西区大道 2000 号 
028-84628194 

 

 51187 成都青华职业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会计、老年人服务
与管理 

 
崇州市崇阳街道飞云路 461 号 

 
028-62300189 

 51190 成都市育华职业学校(民办) 
铁道运输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通信运营服务、美术绘画、音
乐 

  成都市武侯区南三环路五段 109 号 
028-85286448 

 

 51192 
成都市庄园机电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  大邑县安仁镇迎宾路一段 289 号 028-88315426 

 51193 成都天府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成都市金牛区土龙路 61 号 028-87587911 

 51195 成都金沙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铁道运输管理、会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新都区新都街道兴业路 327 号 
028-83999928 

 

 51196 成都科华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锦宏大道 1
号 

028-84828808  

 

 51198 成都机电工程学校(民办) 
机电技术应用、铁道运输管理、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
与信息技术、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金融事务、建筑工程施
工、船舶驾驶、飞机维修、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工艺美术 

 
成都市郫都区古城镇蜀源大道四段
96 号 

028- 87918811 

 51202 成都航空旅游职业学校(民办) 
航空服务、飞机维修、民航运输、铁道运输管理、服装展示与礼仪、
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 

 

成都市郫都区德源镇红旗大道南段

315 号 

 

028-85861555 

 51204 成都华商理工职业学校(民办) 
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旅游服务
与管理、铁道运输管理、计算机应用、舞蹈表演、电子商务、计算
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成都市郫都区德源镇寿增路 153 号、

170 号 
028-86100388 

 51207 
成都翔飞航空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航空服务、物流服务与管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成都市新都区三河镇互江路 314 号 028-65570000 

 51208 成都翰林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国际商务、美术设计与制作、学前教育、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播音
与节目主持、舞蹈表演 

 邛崃市羊安镇泉水南街 55 号 
028-88758155 

 

 51209 
成都指南针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电算化、学前教育、工商行政
管理事务、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饰、旅游服务与管理  

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绍兴街 67 号 
028-85782568 

 51213 
成都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民办)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物业管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青羊区太升北路 93 号  028-81712103 

 51214 成都新运职业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铁道运输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成都市温江区凤溪大道北段 902 号 028-8056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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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5 
成都市中山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
学前教育 

 成都市双流区彭镇罗汉路 328 号 028- 88431919 

 51263 成都郫县希望职业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服装
设计与工艺、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 

 
成都市郫都区团结镇花石路 68 号 

 
028-67519066 

 51265 
成都核瑞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焊接技术应用  
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
发园海科西路 20 号 

028-82771998 

 51266 四川红十字卫生学校(民办) 护理、康复技术、药剂  
成都市龙泉驿区大面玉石社区 5 组
136 号 

028-69063500 

 51267 
成都金海洋创意产业职业技
术学校(民办) 

电气运行与控制、软件与信息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成都市高新区成灌路西段 801 号 028-82864300 

 51268 四川现代艺术学校(民办) 音乐、舞蹈表演、戏剧表演、美术设计与制作、社会文化艺术  
成都市双流区西南航空港长江路三
段 17 号 

028-85661000 

 51269 
成都成医一附院护士学校（民
办） 

护理  
成都市金牛区蓉都大道天回路 601
号 

028- 62308685 

△ 68014 四川省简阳市高级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
修、会计 

 简阳市东城新区 B9-2 号 028-27962130 

 68036 简阳市机电工程学校(民办)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机电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
航空服务、电子商务、汽车运用与维修  

简阳市平泉工业园区 028-27626849 

 68047 
简阳市育英文武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简阳市简城镇龙王庙街 17 号 028-27261598 

 

 

 

 自贡市(18 所)     

△ 52005 四川省盐业学校 
环境监测技术、工程造价、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化学工
艺、食品生物工艺、计算机应用、会计电算化、市场营销、电子商
务、旅游服务与管理、工艺美术、生物化工、采矿技术、文秘 

 

校本部地址：自贡市大安区大安寨 4

号   

成都校区：天府新区视高经济开发区

大学城路 2 号 

0813-5113388 

0813-5100667 

0813-5102246 

☆ 52006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畜牧兽医、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电子电
器应用与维修、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保安、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
平面设计、焊接技术应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计算机动漫与
游戏制作、汽车制造与检修 

 自贡市沿滩新城糍粑坳 100 号 
0813-8105487  

 

 52008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护理、康复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药剂  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 523 号 0813-812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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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17 
自贡市旅游职业高级中学（民
办） 

航空服务、汽车车身修复、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高星级
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学前教
育、铁道运输管理、动漫游戏、船舶驾驶 

 
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荷花池 186
号 

0813-5801368  

 

 52018 自贡市永安职业中学校 
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旅游服务与管理、物业管理、果蔬
花卉生产技术 

 自贡市沿滩区永安镇金龙路 78 号 0813-3700708 

○ 52019 四川省荣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
电子商务、学前教育、文秘、农村土地纠纷调解、汽车运用与维修、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荣县旭阳镇对景路 169 号 
0813-6160645 

 

 52020 荣县乐德职业中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  荣县乐德镇环北路 215 号 0813-6500090 

○ 52021 富顺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表现、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
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技术应用、会计电算化、旅游服务
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学前教育、服装设计与工艺、航空
服务、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市场营销 

 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中段 216 号 
0813-7199959  

 

 52026 荣县金科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计算机应用、物流服
务与管理 

 荣县正紫镇正东街 193 号 0813-6382576 

 52028 自贡市影视艺术学校(民办) 航空服务、戏剧表演  自贡市高新区玉川路 1 号 18681364422 

 52029 自贡市飞鱼职业学校(民办) 机械制造技术、数控技术应用、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商务助理  
自贡市贡井区长土镇黄桷村 5 组 108

号  
15609006680 

 52030 
四川省自贡倍乐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
邮政通信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事务、民航运输 

 自贡市大安区马冲口沙鱼坝 108 号 
0813-5400198  

 

○ 52031 
自贡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
校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数字媒
体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园林绿化、数控
技术应用、无人机驾驶与维修 

 贡井区长土镇长土街 305 号 0813-3200559 

 52032 自贡三星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计算机应用、学前教育、铁道运输管理  自贡市大安区大高路 
13980235234 

 

 52034 
自贡市旭江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机械加工技术、航空服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自贡市自流井区三八路一品湾 57 号  0813-8588854  

 52035 自贡市舞蹈学校(民办) 舞蹈表演  自贡市汇东西段白果小区 
0813-8775087 

 

 52036 自贡市大安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
营养膳食 

 自贡市大安区马冲口桃花山 48 号 0813-8770606 

 52046 
自贡市东方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产品检
测技术应用、焊接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 

 自贡市自流井区黄桷坪路 150 号 
0813-2107885  

 

 

 
 攀枝花市(6 所)     



- 11 - 

 

 53001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  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马家田路 65 号 
0812-6250530 

     6250212 

 53007 四川省攀枝花卫生学校 护理、中医康复保健、眼视光与配镜  攀枝花市东区机场路 10 号 0812-51991650 

☆ 53008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铁道运输管理、
航空服务、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通信技术、会计、市场营
销、物流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学前教育 

 攀枝花市攀枝花大道南段 322 号 0812-2821529 

 53009 
攀枝花商贸电子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服装设计与
工艺、电子与信息技术、电机电器制造与维修 

 攀枝花市仁和区鑫南路 33 号 0812-2260673 

☆ 53023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造价、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机电
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市政工程施工、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攀枝花市西区苏铁中路 593 号 0812-5558716 

 53025 攀枝花市华森职业学校(民办)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焊接技术应用、电气
技术应用、工业分析与检验、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美容与装潢、
电子技术应用、市场营销、物流服务与管理、商务助理、现代农艺
技术、园林技术、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电子商
务 

 攀枝花市米易县攀莲镇铁建路 88 号 0812-8178178 

 

 

 

 泸州市(16 所)     

 54011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卫生
学校 

护理、药剂、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助产、康复技术  泸州市龙马潭区香林路 1 段 1 号 0830- 2599101 

☆ 54012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平
面设计、会计电算化、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
养膳食、学前教育、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航空服务、服装
设计与工艺 

 泸州市龙马潭区九狮路 3 段 3 号 0830-3171566 

☆ 54022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
中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数控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
维修、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商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航空服务、物联网应用技术 

 泸州市江阳区蓝田街道黄桷路 16 号 0830-3105374 

○ 54023 
四川省泸州市江南职业中学
校 

建筑工程施工、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食品生物工艺、汽车运用与
维修、电子与信息技术、学前教育、数控技术应用 

 泸州市纳溪区西林街 31 号 0830-4280128 



- 12 - 

☆ 54024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
校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造价、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机械
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客户信息服务、学前教育、园林绿化、楼
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市政工程施工、航空服务 

 泸州市泸县嘉明镇 0830-8281222 

 54025 
四川省合江县福宝职业中学
校 

农村电气技术、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  泸州市合江县福宝镇西河街 104 号 0830-5700040 

 54026 
四川省合江县先市职业高级
中学校 

畜牧兽医、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计算机应用、文秘、农产品保鲜
与加工 

 泸州市合江县先市镇和平路 262 号 0830-5600013 

 54028 
四川省叙永县职业高级中学
校 

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汽车电
子技术应用 

 泸州市叙永县叙永镇丹山路 87 号 0830-6272080 

○ 54029 
四川省古蔺县职业高级中学
校 

数控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汽车
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航空服务、
会计 

 泸州市古蔺县古蔺镇崇文社区 
0830-7270586 

 

 54041 
四川省古蔺县大村职业中学
校 

畜牧兽医、园林技术、文秘  泸州市古蔺县大村镇社区 0830-7600490 

 54043 
泸州市天宇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模具制造技术、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计算机应用、学前教育、电
子商务 

 

泸州市泸县云锦镇烟霞阁社区泸石

路 900 号 

 

0830-8691111 

 54045 
泸州市鹏程中等职业学校(民
办)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泸州市江阳区邻玉街道三号信箱 0830-3993770 

○ 54047 泸州市电子机械学校(民办)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学前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机电
技术应用 

 

泸州市泸县县城玉蟾街道明星路 194

号 

 

0830-8170028 

△ 54053 合江少岷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建筑工程施工、数控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
维修、计算机应用、学前教育、会计、农村经济综合管理、老年人
服务与管理、医疗设备安装与维护、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 

 泸州市合江县张湾临港工业园区 0830-5267388 

 54057 
泸州市天桦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机电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  

泸州市纳溪区永宁路 2 段 125 号（泸

天化四零四） 

 

0830- 4213186 

 54058 
泸州化工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机电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泸州市纳溪区云溪东路 2 段 221 号 0830-4260560 

 

 

 

 

 德阳市(18 所)     

 55001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旅游服务与管理  德阳市泰山南路二段 801 号 0838-2651110 

 55002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施工、工程造价、工程测量、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给排  德阳市嘉陵江路 4 号 0838-265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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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施工与运行 

 55005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民办) 汽车运用与维修、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德阳市罗江大学路 59 号 0838-3201799 

△ 55012 四川省商贸学校 
农村电气技术、农村经济综合管理、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航空服
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平面设计、会计、电子商务、旅游服
务与管理、社会文化艺术、金融事务、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德阳市千山街三段 399 号 0838-2559519 

○ 55013 四川省孝泉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  四川省德阳市孝泉镇 （0838）3631812 

 55032 
四川省德阳市旅游职业学校
(民办) 

美容美体、美发与形象设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
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德阳市黄河新区千山街北段 0838-6660220 

△ 55033 
四川省德阳黄许职业中专学
校(民办)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会计、电子商务、工艺美术 

 德阳市黄河新区洮河路 299 号 0838-2555060 

☆ 55034 
四川省中江县职业中专学校
(民办) 

建筑与工程材料、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
设计、会计、电子商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 

 
中江县工业集中发展区菊花大道 39

号（原迎宾路 16 号） 
（0838）7136688 

△ 55035 四川省绵竹市职业中专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焊接技术应用、汽
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会
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文秘 

 

四川省绵竹市城东新区 13881053681 

○ 55036 四川省广汉市职业中专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
计、电子商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广汉市雒城镇西安路 7 号 0838-5300010 

☆ 55038 四川省什邡市职业中专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电子商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四川省什邡市京什东路北段 200 号 

 
0838-8202802 

 55039 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商务、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文秘、计算机平面设计、旅游服务与管理 

 德阳市罗江县凤雏路 418 号 0838-2446788 

 55040 德阳舞蹈学校(民办) 舞蹈表演  德阳市庆云街 40 号 0838-2201662 

 55043 
德阳庆玲机械电子工业学校
(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计算机应用  广汉市新丰镇 0838-5196466 

△ 55054 四川省信息通信学校 计算机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金融事务、市场营销  德阳市旌阳区凯江路二段 151 号 0838- 2501400 

 
55060 

 
德阳应用技术职业学校(民办) 道路与桥梁工程施工、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德阳市旌阳区铁西路 179 号 0838- 6926888 

 55061 
德阳中艺科技职业学校（民
办） 

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房地产营销与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建筑工程施工、航空服务、计算机应用 

 罗江县白马关镇万佛村九组 0838-32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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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62 
德阳弘正运动职业学校（民
办） 

运动训练  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南街 0838-3802126 

 

 
 绵阳市(24 所)     

 56001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硅酸盐工艺及工
业控制、计算机平面设计、电子与信息技术、会计、服装设计与工
艺 

 
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龙藏街青山
路 2 号 

0816-4822774 

 56005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护理、助产、医学检验技术、药剂、中医康复保健  绵阳市教育园区教育中路 2 号 0816-2380123 

△ 56012 四川省绵阳农业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园林绿化、畜牧兽医、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
用、计算机应用、会计电算化、植物保护、宠物养护与经营、农资
连锁经营与管理 

 
绵阳市涪城区玉龙北街 21 号（绵阳
市教育园区） 

0816-6858777 

☆ 56013 四川省绵阳财经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会计、市场营销、电
子商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
养膳食、美术设计与制作 

 
绵阳市游仙经济实验区华兴南街 2
号 

0816-2278567 

 56014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  江油市建设北路 317 号 0816-3661357 

 56023 绵阳市艺术学校(民办) 音乐、舞蹈表演、戏剧表演  绵阳市高新区火炬东街 51 号 13508118281 

 56031 绵阳市游仙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
理、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商务、硅酸盐工艺及工业控制、航空服
务 

 绵阳市游仙区仙鹤路 48 号 0816-2287785 

 56034 
四川省梓潼县七一高级职业
中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中草药种植、航空服务、社会文化艺术 

 梓潼县宏仁大道西段 149 号 13548441587 

 56035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
学 

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与信息技术、会计电算化、
旅游服务与管理、民族音乐与舞蹈、航空服务、计算机平面设计、
硅酸盐工艺及工业控制 

 
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龙藏街青山
路 2 号 

0816-4822774 

 56036 四川省平武县职业高级中学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
民族音乐与舞蹈 

 平武县龙安镇飞龙路东段教育园区 0816-8823493 

○ 56037 江油市职业中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汽
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计算机应用、会计、电子商
务、旅游服务与管理、工艺美术、服装设计与工艺、休闲体育服务
与管理、电子技术应用 

 江油市诗城路西段南侧 219 号 0816-3598889 

△ 56038 
四川省三台县刘营职业高级
中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
学前教育、农村电气技术、电子商务、物业管理 

 三台县刘营镇职中路 1 号 0816-5622154 

○ 56039 四川省盐亭县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电
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硅酸盐工艺及工业控

 盐亭县云溪镇红光路 191 号 0816-7223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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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56044 四川省绵阳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数控技术应用、铁道运输管理、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美发与形象设计、电子商务、旅游
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美术绘画、学前教育、发电厂
及变电站电气设备、西餐烹饪、运动训练 

 绵阳市涪城区御旗路 5 号 0816-2395001 

 56048 绵阳机电工程学校(民办) 机电技术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航空服务  绵阳市游仙区游仙区东兴路 18 号 13508110580 

○ 56049 绵阳市安州区高级职业中学 
机电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
旅游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舞蹈表演 

 绵阳市安州区花荄镇花兴路西段 13881190920 

 
56055 四川汽车职业技术学院(民办) 

汽车制造与检修、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机械制造技术、汽车运用
与维修  

绵阳市涪城区新皂镇 0816-2363763 

 56056 绵阳理工学校(民办) 
通信运营服务、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美发与形象设
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计算机平面设计、社会文化艺术、老
年人服务与管理 

 绵阳市涪城区青义镇宝龙路 89 号 18008161830 

 56058 绵阳航空职业学校(民办) 航空服务、民航运输、电子技术应用  绵阳市涪城区南山路 59 号 0816-2861577 

 56059 
绵阳市服装艺术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老年
人服务与管理、计算机平面设计 

 绵阳市涪城区丰谷镇南街 61 号 15892600668 

 56062 
绵阳市阳光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  绵阳市游仙区小枧沟镇大河村 0816-2316081 

 56063 
绵阳市世纪石油工程技术学
校(民办) 

石油天然气开采、石油与天然气贮运  
绵阳市游仙区新桥镇川陕路西段 94
号 

0816-2399977 

 56082 
三台县文武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运动训练  三台县新西外街三射路口 0816-5280020 

 56083 
绵阳市博远艺术职业学校(民
办) 

社会文化艺术、舞蹈表演  绵阳市涪城区涪城路 32 号 0816-2246465 

 

 

 

 广元市(13 所)     

☆ 57011 广元市利州中等专业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
护理、农村医学、中医康复保健、电子商务、医学检验技术、化工
机械与设备、老年人服务与管理、计算机应用 

 广元市利州区上西学府路 1 号 0839-3605136 

△ 57013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雪峰教育园区 0839-3305296 

☆ 57025 
四川省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
校 

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美
发与形象设计、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服装设计与工艺、航空服务、
观光农业经营、旅游服务与管理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雪峰教育园区 0839-323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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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26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现代农艺技术、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电气技术、建筑工程施
工、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旅游服
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育 

 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新区 0839-5722357 

△ 57027 四川省剑阁职业高级中学校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
与维修、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设
计、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会计、舞蹈表演 

 剑阁县下寺镇杜口社区 0839-6666811 

 57029 四川省剑阁县武连职业中学 现代农艺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工艺美术、文秘  剑阁县武连镇新武街 22 号 0839-6551184 

 57030 四川省旺苍县职业中学 
现代农艺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机
械加工技术 

 旺苍县东河镇灵溪路 9 号 0839-4203472 

 57031 四川省青川县职业高级中学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
管理、电子技术应用 

 青川县竹园镇教育园区 0839-7600628 

○ 57032 
四川广元市第一职业技术学
校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音乐、美术设计与制作  广元市蜀门北路 325 号 0839-3222438 

 57034 广元市昭化区职业高级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社
区公共事务管理、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广元市昭化区元坝镇光华村一社 0839-8730909 

 57038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
理、现代农艺技术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清风路 0839-8624710 

 57046 苍溪嘉陵中等职业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
用、电子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铁道运输管理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483 号 0839-5251488 

 57062 
广元剑阁新科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机械加工技术  剑阁县普安镇城北路 65 号 0839-6662897 

 

 

 

 遂宁市(14 所)     

○ 58005 遂宁市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平面设计、电子技术应用、
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建筑工程施工、航空服务 

 遂宁市南津北路 460 号 0825-2687652 

☆ 58015 四川省射洪县职业中专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设备安装、机电技术应用、数
控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美发与形象设计、会计电算化、电子商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学前教育、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光电仪
器制造与维修 

 射洪县城河东开发区五杨路一号 0825-6703866 

 58017 遂宁市船山职业技术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物流
服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航空服务、电子
商务、汽车制造与检修 

 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东兴街 90 号 0825-289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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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018 
四川省遂宁市安居职业高级
中学校 

畜牧兽医、数控技术应用、电气运行与控制、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旅游服
务与管理、学前教育、汽车运用与维修、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大道中段 268 号 0825-8662936 

 58022 
四川省蓬溪县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
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 

 蓬溪县赤城镇上河街先农巷 18 号 0825-6855188 

☆ 58023 
四川省大英县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 

淡水养殖、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会计、铁道运输
管理、物联网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 

 大英县新城区天平街 67 号 0825-7820261 

○ 58024 
遂宁市机电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石油天然气开采、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铁道运输管理、航空服务、通信运营服务、
电子商务、汽车制造与检修、现代农艺技术、美术绘画 

 遂宁市城北明月路 789 号 0825-2238445 

 58026 
射洪旅游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铁道运输管理、航空服务、休闲服务、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整车
与配件营销 

 
射洪县国际技术产业园河东大道 17
号 

13982559785 

 58029 
射洪县金龙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模具制造技术、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射洪县恒滨路 36 号 13982555718 

 58031 
遂宁市飞宏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数控技术应用、铁道运输管理 
 

大英县工业园区采和大道 13882544880 

 58032 
遂宁市电力工程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大英县隆盛镇民主乡民主街 1 号 13982594911 

 58034 蓬溪应用技术职业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平面设计、电子商务  蓬溪县金桥镇金粮路 200 号 13550790026 

 58035 

遂宁市建筑工程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建筑工程施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数控技术应用、社区公共事
务管理 

 蓬溪县赤城镇城东街 80 号 13808263886 

 58036 
遂宁鸿图电子电路技术职业
学校（民办） 

电子材料与元器件制造、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电子技术应用  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渠河南路 3 号 18382816669 

 

 

 

 内江市(21 所)     

 59001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 
畜牧兽医、机电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计算机应用、会计、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内江市东兴区汉安大道东段 1777 号 

 
0832-2262348 

☆ 59005 内江铁路机械学校 
供用电技术、数控技术应用、电气技术应用、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
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电气化铁道供电、铁道信号、城市轨道交通
供电、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铁道运输管理、铁道施工与养护 

 内江市甜城大道 300 号 

0832-2200249 

0832-8316452 

 

○ 59006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 护理、助产、医学检验技术、药剂、中医康复保健、康复技术、眼  内江市东兴区新江路二巷 8 号 0832-8323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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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光与配镜、农村医学、营养与保健  

△ 59007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内江市隆昌县古湖街道人民中路六
段 368 号 

0832-3922729 

 59012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职业中学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  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文化路 100 号 0832-2481107 

○ 59016 资中县职业技术学校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
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数控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
与维修、计算机平面设计、服装设计与工艺、电子商务、航空服务 

 
水南校区：资中县成渝上街 101 号 

双龙校区：资中县马鞍镇白麟桥 

0832-5603125 

0832-5232249 

○ 59018 威远县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
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 

 威远县严陵镇环卫路 201 号 0832-8212743 

○ 59020 
四川省隆昌市城关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平面设计、电子技术应用、会计、电子商务、
汽车运用与维修、学前教育、航空服务 

 
隆昌市古湖街道锁江桥 88 号 

 
0832-3955401 

 59032 
资中县志翔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资中县倒石桥南社区钻采所 0832-5229858 

 59033 内江求是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商务、数控技术应用  内江市东风路 198 号 0832-8730333 

 59035 
资中电子工程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文
秘  资中县城南开发区倒石桥社区 0832-5528333 

 59036 
内江科特电脑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网页美术设计 
 内江市市中区翔山路 103 号 0832-2045823 

 59039 内江市泰来职业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电子技术应用、汽
车运用与维修 

 内江市市中区乐贤镇黄荆坝 0832-2190923 

 59040 
内江市大千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  
内江市东兴区椑木镇解放巷 40 号 

 
0832-2150121 

 59051 内江市科技开发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航空服务、
汽车运用与维修 

 内江市经开区汉渝大道 665 号 0832-2081050 

 59053 内江市机电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汽车运用与维修  内江市中区乐贤大道 258 号 0832- 2191255 

 59054 内江市思源职业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  内江市东兴区高寺路 0832-2117277 

 59055 内江宏昌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工程造价、音乐、电子商务、美术绘画  内江市东桐路 54 号 0832-2029177 

 59057 威远县泰来职业学校(民办)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  威远县高石镇职校街 0832- 8123168 

 59058 
威远县联想电脑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工业自动化仪表及应用  威远县严陵镇双柏树 0832-8232702 

 59070 
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限招残
疾学生） 

服装设计与工艺、美发与形象设计  
威远县严陵镇联合村 2 组 0832-8226827 

  乐山市(20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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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1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护理、药剂、会计、畜牧兽医  乐山市中区肖坝路 108 号 0833-2274245 

○ 60005 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学校 
旅游服务与管理、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会计
电算化、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家政服务与管理、老年人服务与
管理、环境监测技术、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 

 峨眉山市银河街 98 号 
0833-5521492 

     5522742 

△ 60006 四川省食品药品学校 
中草药种植、药剂、中药、中药制药、制药技术、药品食品检验、
医疗器械维修与营销 

 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路南段 216 号 0833-5531214 

☆ 60011 
四川省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
中学 

数控技术应用、工业分析与检验、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
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中
餐烹饪与营养膳食、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市场营销、
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物流服务与管理、汽车车身修复、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电气运行与控制、电子与信息技术、机械
制造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乐山市中区里仁街 257 号 
0833-2193627 

 

 60012 
四川省峨眉山市职业技术学
校 

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茶叶生产与加
工 

 峨眉山市绥山镇符北路 18 号 0833-5522223 

 60014 乐山市沙湾职业高级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
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乐山市沙湾区观峨街石马路 7 号 0833-5205068 

 60015 四川省井研县高级职业中学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电子与信息技术、学前教育、计算机应用、
汽车运用与维修、机械加工技术、电子商务 

 井研县研城镇城西街 125 号 0833-3750496 

 60016 
峨边彝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
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
育、电子商务 

 
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双河街 159

号 
13881383055 

 60017 
马边彝族自治县碧桂园职业
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
理、学前教育、电气化铁道供电 

 
马边彝族自治县民建镇较场坝路 60
号 

0833-4518196 

 60018 沐川县中等职业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金融事务、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
育、数控技术应用、机械加工技术、美术绘画、舞蹈表演、音乐、
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沐川县沐溪镇沐源路 1525 号 
0833-4612337 

 

○ 60019 夹江县云吟职业中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电气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计
算机平面设计、电子与信息技术、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
育、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硅酸盐工艺及工业控制 

 夹江县城南迎恩路 19 号 0833-5664091 

○ 60020 四川省犍为职业高级中学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
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学前教育、航空服务 

 四川省犍为县玉津镇伏龙路 59 号 0833-425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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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21 
四川省乐山市竹根职业中专
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工艺美术、文秘、汽
车运用与维修、软件与信息服务 

 五通桥区竹根镇文化路 298 号 0833-3351932 

☆ 60025 乐山市计算机学校(民办) 

机械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计
算机网络技术、会计、市场营销、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动漫游戏、
工艺美术、学前教育、美容美体、航空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 

 
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镇蚕桑村四组 212
号 

0833-2687111 

 60028 峨眉山文武学校(民办) 物业管理、运动训练、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峨眉山市万福西路 473 号 18080610777 

 60031 
乐山市欣欣艺术职业学校(民
办) 

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与信息技术、市场营销、旅
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育 

 乐山市中区桃源路 757 号 
13881376748 

 

 60032 乐山市旅游学校(民办) 
机电技术应用、铁道运输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休闲服务、会计
电算化、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
养膳食、学前教育 

 乐山市市中区乐峨路西段 988 号 

0833-2681333 

0833-2681666 

1808061221 

 60037 峨眉山市旅游学校（民办） 
园林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电子与信息技术、物流服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
育、金融事务、美术绘画、休闲体育服务与管理 

 峨眉山市符溪镇乐峨路 15 号 0833-5093777 

 60038 
乐山市中区振兴中等职业学
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学前教育、商务助理  乐山市中区碧山路 14 号 13330911068 

 60040 
乐山市中区育贤中等职业学
校(民办) 

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汽车车身修复、客户
服务 

 乐山市中区九峰镇尖山村 13038131305 

 

 

 

 南充市(31 所)     

 61001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
计、学前教育 

 南充市顺庆区小西街 100 号 0817-2706598 

 61008 四川省南充中等专业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数控技术应用、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
机应用、会计、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电子商务 

 南充市顺庆区北湖路 366 号 0817-5109888 

△ 61011 四川省服装艺术学校 
蚕桑生产与经营、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航空服务、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工艺美术、服装设计与工艺、工程造价、会
计、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动漫游戏 

 南充市顺庆区西华路二段 168 号 
0817-2585948 

 

 61012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护士学
校 

护理  四川省南充市涪江路 234 号 0817-2222767 

☆ 61013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护理、助产、农村医学、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药剂、中
医康复保健 

 南充市顺庆区和平东路和平巷 23 号 0817-2395123 

 61015 四川省南充师范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 

 
南充市高坪区龙门街道办事处华龙
北路 60 号 

0817-3594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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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16 四川省阆中师范学校 
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音乐、运动
训练、播音与节目主持 

 阆中市张飞北路 12 号 0817-6222861 

 61017 
四川省南充外国语中等专业
学校(民办) 

模具制造技术、铁道运输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
子技术应用、会计、商务英语、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
学前教育、电子商务 

 南充市嘉陵区维康路二段 200 号 0817-2462666 

 61021 四川慧明中等专业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网络技术、学
前教育、法律事务、农村经济综合管理、运动训练、美术设计与制
作 

 南充市嘉陵区玉泉街 245 号 0817-3634890 

○ 61032 南充市潆溪高级职业中学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电子与信息技术  
南充市顺庆区潆溪街道闹溪河街 126
号 

0817-2461009 

 61033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职业高级
中学 

建筑工程施工、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商务  南充市高坪区东顺路 132 号 0817- 3342976 

○ 61035 四川省南部县职业技术学校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
电子技术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 

 南充市南部县金葫路 36 号 0817-5571954 

 61036 四川省南部县升钟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  南充市南部县升钟镇西街 260 号 0817-5894740 

○ 61037 
四川省阆中江南高级职业中
学 

数控技术应用、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技术
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计算机应用、美容美体、航空服务、美发
与形象设计 

 南充市阆中市七里新区长青大道 0817-6300158 

 61038 四川省仪陇县柳垭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  南充市仪陇县柳垭镇红星街 5 号 0817-7666998 

 61039 四川省仪陇县职业高级中学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工艺美术、运动训练  南充市仪陇县土门镇西华街 55 号 0817-7388233 

 61040 四川省营山职业高级中学 
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铁道运输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汽
车电子技术应用 

 

南充市营山县朗池镇北门桥街 298

号  

 

0817-8223263  

 

 61042 四川省蓬安县职业中学 
建筑工程施工、计算机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高
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数控技术应用 

 南充市蓬安县相如镇丝绸街 148 号 13398418491 

 61045 
四川省仪陇县扶轮育才职业
中学校(民办)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制造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会计 

 南充市仪陇县金城镇文化路 83 号 0817-7222619 

 61052 南充交通职业学校(民办) 铁道运输管理、公路运输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南充市顺庆区西河南路 38 号 0817-2225608 

 61054 南充电子工业学校(民办) 
石油天然气开采、工程造价、数控技术应用、铁道运输管理、航空
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电算化、
汽车车身修复、电子商务、医疗设备安装与维护 

 
南充市高坪区东顺路航空港工业集
中区 

0817-354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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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58 
四川省阆中东南航空职业学
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民航运输、航空服务、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
运动训练 

 阆中市七里新区南池西路 6 号 0817-6304999 

 61060 南充理工学校(民办) 
观光农业经营、建筑工程施工、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会计、法
律事务、计算机与数码产品维修、播音与节目主持、舞蹈表演、音
乐 

 

南充市南部县河东工业园区用九大

道 7 号 

 

0817-5668817 

 61061 南充电子技术学校(民办) 石油钻井、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  南充市嘉陵区嘉西路 3 号 
0817-2225608 

 

 61068 南充信息工程职业学校(民办) 石油钻井、公路运输管理、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  南充市高坪区梨树横街 7 号 0817-3343788 

 61069 南充石油化工职业学校(民办) 
石油钻井、石油天然气开采、石油地质录井与测井、汽车运用与维
修、计算机应用 

 
南充市高坪区鹤鸣大道 745 号 

 
0817-2462366 

 61071 
四川省张澜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石油与天然气贮运、建筑工程施工、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
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服装设计与工艺、汽车运
用与维修、电子商务 

 西充县多扶工业园区 0817-6863188 

 61076 南充运输工程职业学校(民办) 铁道施工与养护、铁道运输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  
南充市顺庆区西河北路 69 号 

 
0817-2228526 

 61078 
蓬安县工贸科技职业学校(民
办) 

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计算机应用、运动训练、美术设计与制作、
电子商务 

 蓬安县河舒镇源福大街 88 号 0817-8973066 

 61080 
仪陇县翔宇科技职业学校(民
办) 

计算机应用、音乐、美术绘画、运动训练、现代农艺技术  南充市仪陇县金城镇北台路 49 号 
0817-7224926 

 

 61084 
南充市特殊教育学校（限招残
疾学生） 

服装设计与工艺、美术设计与制作  南充市顺庆区佳华路 89 号 0817-2225538 

 

 

 

 宜宾市(19 所)     

△ 62011 四川省宜宾卫生学校 
护理、助产、农村医学、康复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口腔修复工艺、
药剂 

 
宜宾市翠屏区瑶湾路 300 号 

 
0831-8229846 

△ 62016 宜宾县柳嘉职业技术学校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畜牧兽医、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经济
综合管理、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
术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育、音
乐、建筑装饰、文秘、电子商务 

 宜宾县柳加镇 0831-7078001 

○ 62017 宜宾县高场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食品生物工艺、计算机应用、
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学
前教育、音乐、会计、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宜宾县高场镇 0831-641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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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18 
四川省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
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
学前教育、建筑工程施工、会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南溪区南溪镇正信路 3 段 1 号 0831-3322188 

○ 62019 四川省江安县职业技术学校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
航空服务、计算机应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汽车
运用与维修、化工机械与设备、工业分析与检验、机电技术应用、
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戏剧表演、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
理、电子商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会计 

 江安县江安镇剧专大道西段 114 号 0831- 2621022 

△ 62020 四川省长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电气技术、农村经济综合管理、建筑工
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学前教育、旅游服务与管
理 

 
长宁县长宁镇竹都大道一段 1 号 

 
0831-4622185 

○ 62022 四川省高县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
子技术应用、会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服
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育、文秘、美发与形象设计 

 高县庆符镇学府路 22 号 0831-5850599 

 62024 四川省筠连县职业技术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服装设计与工艺、学
前教育、汽车运用与维修、畜牧兽医、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 

 
筠连县筠连镇莲花村六组 

 
0831-7726140 

 62028 四川省屏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
用、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数控技术应用、文秘、
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音乐、现代农艺技术、纺织技术及营销 

 
四川省屏山县屏山镇民生西路 123
号 

0831-5721266 

○ 62029 四川省珙县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旅游
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 

 珙县巡场镇文鑫路 47 号 0831-4310857 

☆ 62031 四川省宜宾市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会计、电子商务、物流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
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美术设计与制作、
学前教育、文秘、航空服务、汽车制造与检修、汽车美容与装潢、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楼宇智能化设备安装与运行 

 宜宾市翠屏区南岸大湾路 0831-2381635 

△ 62033 
四川省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
学校 

机械制造技术、数控技术应用、食品生物工艺、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
工艺、学前教育、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黄桷坪路一段 2
号 

0831-3580017 

 62034 四川省兴文县职业技术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
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兴文县古宋镇温水溪村 0831-883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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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036 
宜宾三峡机电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观光农业经营、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电气技术、数控技术应
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老年人服务与
管理 

 宜宾县柏溪镇华盛街挑水巷 13 号 0831-6286567 

 62039 
宜宾南亚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供用电技
术 

 
宜宾县柏溪镇县府街 154 

 
0831-5515811 

 62040 
宜宾市翠屏区天成职业技术
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  宜宾南岸金沙江铁桥旁 
0831-7187911 

 

 62045 
宜宾市翠屏区东方职业技术
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  宜宾市翠屏区西郊街道骑龙村 13990992529 

 62046 
宜宾县科普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观光农业经营、农村电气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通
信技术、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宜宾县柏溪镇新桥头 
0831-6204822 

 

 62056 宜宾市特殊教育学校（限招残
疾学生） 美术绘画、服装设计与工艺、现代农艺技术  宜宾市翠屏区南岸金鱼井街 1 号 0831-2324280 

 

 

 

 广安市(22 所)     

 63001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施工、护理、康复技术、农村经济综合管理、工业分析与
检验、会计、计算机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机械加工技术 

 广安市广安区滨江东路 98 号 
0826-2256393 

 

 63013 四川省武胜万善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
会计电算化、旅游服务与管理、物流服务与管理 

 武胜县万善镇文化路 3 号 0826-6460022 

 63014 四川省华蓥职业技术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数控技术应用、通信技术 

 四川省华蓥市华翠路 359 号 
0826-8394982 

 

△ 63015 四川省邻水县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模具制造技术、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航空服务、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电算化、音乐、
工艺美术、运动训练、学前教育、数控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
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建筑工程施工 

 广安市邻水县鼎屏镇建新路 25 号 0826-3222843 

 63016 四川省邻水县兴仁职业中学 机械制造技术、电子与信息技术、服装设计与工艺  邻水县兴仁镇古邻街 99 号 0826-3710831 

 63018 岳池县白庙职业中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电
子与信息技术 

 岳池县花园镇花园路 418 号 0826-5325516 

☆ 63020 四川省武胜职业中专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铁道
运输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高星级
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建筑工程施工、会计 

 武胜县沿口镇太平路 5 号 0826-6211643 

 63022 邻水县柑子职业技术学校 
果蔬花卉生产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
机平面设计 

 邻水县柑子镇滨河街 17 号 0826-336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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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23 邻水县合流职业技术学校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经济综合管理、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
息技术 

 邻水县合流镇汉渝路 290 号 0826-3410026 

 63028 
广安市康泉文化武术学校(民
办) 

计算机应用、运动训练  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金狮村 0826-2345160 

 63032 
广安市东方文化武术学校(民
办) 

运动训练、家政服务与管理、工程造价、电子商务、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 

 岳池县石垭镇张口楼村 88 号 0826-5691888 

 63038 
广安市邻水金科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  
邻水县鼎屏镇路东一段 46 号 0826-3234209 

 63043 
广安市英才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
旅游服务与管理 

 邻水县工业集中开发区内 0826-3217868 

 63046 广安大川铁路运输学校(民办) 
铁道施工与养护、铁道运输管理、计算机应用、物流服务与管理、
服装设计与工艺、家政服务与管理、模具制造技术、汽车运用与维
修、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 

 广安市广安区莲塘街 55 号 18398599555 

 63047 广安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
园林技术、铁道运输管理 

 邻水县城南工业园区二期 62 号 0826-3586656 

 63049 
广安市世纪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计算机应用、服装设计与工艺、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
物流服务与管理 

 广安市前锋区双狮路 18398599555 

 63050 
广安市武胜嘉陵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
用、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物流服务与管理、电子商务、旅游服务
与管理 

 
武胜县沿口镇中滩桥工业园区永兴
大道 19 号 

0826-6221098 

13659091618 

 63051 
广安益民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铁道运输管理、计算机平面设计、航空服务、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广安市岳池县经开区健康路 0826-5237985 

 63053 
广安市机电工业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网络技术、
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商务 s 

 广安市广安区枣山镇广乐路 106 号 15182025388 

○ 63055 岳池县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铁道运输管
理、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学前教育 

 岳池县九龙镇花园路 177 号 
0826-5252567 

 

 63063 
广安市第一职业高中学校 

 

计算机应用、会计电算化、旅游服务与管理、农村经济综合管理、
航空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 

 广安市广安区文凤街 52 号 
0826-2229006 

 

 63064 
广安市景山职业高中学校（民
办） 

航空服务、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电子商务  
广安市广安区钟子路 3 号 

 
1809027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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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州市(34 所)     

 64001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护理、药剂、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美术设计与制作、数控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 

 达州市通川区北外镇徐家坝 448 号 0818-2309358 

△ 64005 四川省电子商务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市场
营销、电子商务、美术设计与制作、会计、建筑工程施工、汽车运
用与维修 

 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 85 号 0818-2652911 

 64006 四川省达州市水电学校 
水电厂机电设备安装与运行、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电子
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美容美体 

 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 97 号 0818-2653952 

 64007 四川省达州中医学校 护理、农村医学、中医、中医康复保健、中药、药剂  达州市通川区健民路 55 号 0818-2377796 

○ 64008 四川省达州财贸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电子技术应用、
会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学前教育、物流服务与管理 

 达州市西外新区金龙大道 105 号 0818-2371910 

 64010 四川省达州经济贸易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计算机应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服装设计与工艺、汽车美容与装潢、金融事务 

 达州市通川区肖公庙路 2 号 0818-2387372 

△ 64021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会计、旅游服务
与管理、工艺美术、美术绘画、学前教育、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
音乐、播音与节目主持、飞机维修、服装设计与工艺、航空服务 

 达州市通川区西圣寺巷 86 号 0818-2242662 

 64022 万源市职业高级中学 
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美术绘画、学
前教育、文秘 

 万源市太平镇祥和街 132 号 0818-8623486 

 64024 万源市黄钟职业中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计算机应用、美术绘画、运动训练、文秘  万源市黄钟镇中甫路 254 号 0818-8840064 

☆ 64026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机电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
育、建筑工程施工、会计电算化、美术设计与制作 

 
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华蜀北路 398
号 

0818-2652513 

 64027 
四川省达川区亭子职业高级
中学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  达州市达川区亭子镇大西街 1  0818-3340046 

 64029 宣汉县毛坝职业技术学校 
畜牧兽医、建筑工程施工、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旅
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 

 宣汉县毛坝镇滨江路 12 号 0818-5823826 

☆ 64030 四川省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畜牧兽医、农村经济综合管理、建筑工程施工、机电技术应用、服
装制作与生产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
术、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客户信息服务、休闲服务、航空
服务、老年人服务与管理、金融事务、民族音乐与舞蹈 

 宣汉县东乡镇石坝湾路 52 号 0818-523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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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31 四川省宣汉昆池职业中学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
工艺、学前教育、果蔬花卉生产技术、健体塑身、文秘 

 宣汉县南坝镇昆甑中路 139 号 0818-5572281 

○ 64032 四川省开江县职业中学 

观光农业经营、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
与维修、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汽车美容与装潢、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文秘、计算机应用、会
计电算化、食品生物工艺 

 开江县新宁镇东大街 233 号 0818-8222840 

 64033 
大竹县中峰职业技术学校 

（系统无）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数控技术应用、模具制造技术、服装制作与生
产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
与管理 

 大竹县清河镇华农街 1 号 0818-6352298 

☆ 64035 大竹县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
理、音乐、美术绘画、学前教育、汽车美容与装潢 

 大竹县竹阳镇竹阳东路东段 0818-6227383 

 64036 大竹县清水职业中学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  大竹县清水镇南路 333 号 0818-6892029 

 64037 大竹县石子职业中学 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  大竹县石子镇明月街 2 号 0818-6662693 

△ 64038 四川省渠县职业中专学校 
数控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
计算机应用、会计、服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
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 

 渠县渠江镇渠光路 194 号 0818-7322410 

 64039 渠县岩峰职业中学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会
计、服装设计与工艺 

 渠县岩峰镇沿河街 52 号 0818-7670060 

 64040 渠县静边职业中学 园林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  渠县静边镇龙渡街 1 号 13378196966 

 64042 达州华西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化学工艺、工业分析与检验、铁
道运输管理、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学前教育、农村经济综合
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达州市经开区秦巴轻工园 13086330806 

 64043 达州西南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建筑工程施工、模具制造技术、化学工艺、计算机应用、农村经济
综合管理、太阳能与沼气技术利用、通信技术、旅游服务与管理、
汽车制造与检修、物业管理 

 达州市通川区西外金龙大道 15378285678 

○ 64045 
达州百岛湖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数控技术应用、微电子技术与器件制造、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
技术、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机械加工技术、
计算机平面设计 

 大竹县新世纪航天科教园 0818-6935116 

 64047 达州全星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旅游服
务与管理、学前教育 

 
达州市经开区秦巴轻工园 

 
15328928888 

 64048 达州凤凰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模具制造技术、汽车制造与检修、铁道运输管理、计算机应用、电
子技术应用、通信技术、学前教育 

 

四川省达州经济开发区汇通大道 8

号 

 

15082412222 

 64051 达州工贸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运动训练  渠县东大街文峰大道南段 4 号 13183509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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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52 
达州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计算机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  达州市达川区南城三里坪 95 号 0818-3256077 

 64054 达州远航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机电技术应用、化学工艺、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
术应用、会计电算化 

 达州市通川区朝阳中路 18 号 0818-2532178 

 64057 达州升华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学前教育  
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坪街 85 号 

 
15883731345 

 64058 达州蕚山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铁道运输管理、计算机应用、学前教育、汽车车身修复、运动训练  万源市火车站天桥 0818-8606822 

 64060 
达州华南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水路运输管理、
旅游服务与管理 

 达州河市机场长航街 63 号 13558539777 

 64061 
达州科技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计算机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软件与信息服务、商务英语  宣汉县东乡镇石岭南路 48 号 
0818-5201998 

 

 

 

 巴中市(13 所)     

☆ 65011 四川省巴中市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电子技术应
用、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 

 巴中市巴州区将军大道 338 号  0827-2631574 

 65012 巴中市恩阳区职业中学 
现代农艺技术、农村电气技术、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机
电技术应用 

 巴中市恩阳区登科路 105 号 0827-3883617 

 65013 巴中市巴州区化成职业中学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 

 巴中市巴州区化成镇 0827-5830155 

☆ 65014 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畜牧兽医、机械加工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
应用、计算机平面设计、计算机网络技术、电子技术应用、会计、
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汽车运用与维修 

 南江县东榆镇街道 79 号 0827-8216666 

○ 65015 四川省南江县职业中学 
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
子技术应用、会计电算化、旅游服务与管理、文秘 

 

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香山路 66

号 

 

0827-8280443 

○ 65016 四川省通江县职业高级中学 

现代农艺技术、建筑工程施工、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
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电算化、学前教育、高星
级饭店运营与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航空服务、播音与节
目主持 

 通江县高明新区高明大道 1 号 0827-8653888 

 65020 平昌县西兴职业中学 
现代农艺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电子技术应
用 

 平昌县西兴镇文化街 018 号 0827-631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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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21 平昌县笔山职业中学 
现代农艺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工艺美术、文
秘 

 平昌县笔山镇解放街 38 号 0827-6611093 

 65037 

平昌鹰才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民办） 

 

建筑工程施工、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
电算化、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
艺、学前教育、电子商务 

 
平昌县佛头山文化产业园森林公园
雪花坪社区 

0827-6280290 

 65041 巴中市水电学校(民办) 计算机应用  巴中市江北大道西段白云台 13881687077 

 65042 
巴中市联翔职业教育学校(民
办) 

航空服务、建筑装饰、汽车运用与维修  巴中市巴州区回风广电大厦斜对面 0827-2220039 

 65052 
平昌通用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高星
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文秘、工艺美术、航空服务、计算机平面设计 

 平昌县西城新区信义大道 0827-7805111 

 65060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民办） 护理、助产、农村医学  巴中市经济开发区安康路 3 号 0827-3666032 

  雅安市(8 所)     

 66001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护理、农村医学、医学影
像技术、药剂、学前教育 

 雅安市雨城区育才路 130 号 
0835-2241840 

○ 66005 四川省档案学校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计算机应用、民间传统工艺、学前教育、档
案管理、文秘、老年人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电子
商务 

 雅安市雨城区友谊路 58 号 0835-2223872 

☆ 66006 四川省贸易学校 
茶叶生产与加工、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数控
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机电
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 

 雅安市经开区永兴大道 288 号 0835-3223778 

 66011 雅安市职业高级中学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
学前教育、汽车制造与检修 

 雅安市雨城区康藏路 685 号 0835-8509999 

 66013 四川省荥经县职业高级中学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电子
与信息技术 

 
荥经县附城乡南罗坝村四组 3 号 0835-7826446 

 66014 四川省汉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机械制造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高星级饭店运
营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育、汽车运用与维修 

 
汉源县九襄镇枣林村六组 

0835-4382302 

 66015 四川省石棉县职业高级中学 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  石棉县新棉镇滨河路四段 766 号 
0835-8858752 

○ 66016 四川省天全职业高级中学 数控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学前教育、汽车运用与维修  天全县城厢镇向阳大道 270 号 0835-7222444 

  眉山市(16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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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001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学前教育  眉山市东坡城区眉州大道东延段 028-38201430 

○ 67011 
四川省东坡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
机电技术应用 

 眉山市诗书路南段 160 号 028-38292706 

☆ 67012 
四川省仁寿县第二高级职业
中学 

建筑工程施工、数控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航空服务、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学前教育、机械加工技术 

 
仁寿县城北大道 

028-36201149 

 67016 
四川省仁寿县第五高级职业
中学 

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  仁寿县龙正镇新市街 249 号 028-36551217 

 67018 彭山区职业高级中学校 
机械加工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
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彭山区凤鸣镇下岷江路 45 号 028-37640133 

 67019 四川省丹棱职业高级中学校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数控
技术应用、电子商务 

 丹棱县南苑路 32 号 028-37202933 

 67020 
四川省青神中等职业学校 

 

木材加工、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
技术应用、美术设计与制作、建筑工程施工、旅游服务与管理、中
餐烹饪与营养膳食、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汽车制造与检修 

 青神县青城镇民生路 31 号 028-38861027 

△ 67026 眉山科学技术学校(民办) 
机械加工技术、数控技术应用、航空服务、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
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物流服务与管理、铁道运输
管理 

 眉山市东坡区齐通路西三段 189 号 028-38161380 

○ 67028 仁寿新科综合高中学校(民办)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电气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
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学前教育 

 仁寿县文林镇西正街 18 号 028-36319666 

 67029 
仁寿县华达综合高中学校(民
办) 

农村电气技术、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
计算机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应用、铁道运输管理 

 仁寿县书院路一段 603 号 028-36298188 

○ 67031 
眉山电子职业技术学校（民
办） 

石油天然气开采、数控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计算机应用、
电子技术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 

 洪雅县洪川镇修文路五段 15 号 028-37480339 

 67033 
眉山市信息工程中等职业技
术学校(民办) 

农村经济综合管理、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运动训练、社会
文化艺术、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汽车电子技术应用、民航运输 

 眉山市眉象路洞子口 028-38181578 

 67036 
眉山市华西航空旅游学校(民
办) 

航空服务、旅游服务与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眉山市东坡区象耳镇工业园区 028-38616888 

 67037 眉山交通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制造与检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农业机械使用与  眉山市诗书路中段 56 号 028-38104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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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67039 眉山机电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农村经济综合管理、机电技术应用、商务日
语、电子商务、航空服务、汽车制造与检修 

 眉山市东坡区象耳镇 028-38180231 

 67040 眉山卫生职业学校（民办） 护理、药剂、助产  眉山市东坡区齐通路西三段 159 号 028-38166953 

 

 

 

 资阳市(7 所)     

○ 68001 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 
汽车制造与检修、学前教育、小学教育、计算机平面设计、休闲体
育服务与管理、航空服务、旅游服务与管理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南路 19 号 028-26240177 

 68011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职业技
术学校 

建筑工程施工、汽车制造与检修、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应
用、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学前教育、工艺美术 

 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希望大道 106
号 028-26099198 

 68018 
四川省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
校 

畜禽生产与疾病防治、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
育、电子商务、航空服务、汽车制造与检修、机电技术应用 

 
安岳县安泰路 758 号 

 
13882948100 

 68020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舞蹈表演、
航空服务、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美术绘画 

 乐至县天池镇迎宾大道中段 028-23350352 

 68042 
资阳市乐至机电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制造与检修、电子与信息技术  乐至县大庆路 31 号 13882999783 

 68045 资阳汽车科技职业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汽车整车与配件营
销、会计、电子商务 

 四川省资阳市城南大道 1638 号 18081687727 

 68046 安岳应用技术职业学校(民办) 
数控技术应用、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整车与配件营销、计算
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机电技术应用 

 安岳县石桥铺镇柠香路南段六号 
028-52921655 

 

  阿坝州(4 所)     

○ 69005 阿坝州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畜牧兽医、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民族美术、民
族音乐与舞蹈、现代农艺技术、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计算机应
用、景区服务与管理 

 阿坝州九寨沟县永丰新城区 0837-7719977 

 69006 四川省阿坝卫生学校 
护理、农村医学、藏医医疗与藏药、医学影像技术、医学检验技术、
康复技术 

 
阿坝州马尔康市马尔康镇达萨街 592
号 

0837-2822273 

 

△ 69007 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播音与节目主持、美术绘画、音乐、运动训
练 

 阿坝州汶川县威州镇上南巷 12 号 0837-6222118 

△ 69008 四川省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 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阿坝州马尔康市马尔康镇马江街 266

号 

 

0837-282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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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孜州(3 所)     

 70005 四川省藏文学校 藏医医疗与藏药、民族美术、藏语文  康定县炉城镇西大街 296 号 
0836-2822437 

 

○ 70006 四川省甘孜卫生学校 农村医学、医学影像技术、助产、医学检验技术、护理  康定县姑咱镇鱼通路 55 号 0836-2855741 

 70007 
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
校 

现代农艺技术、畜牧兽医、旅游服务与管理、音乐、舞蹈表演、民
族美术、小学教育、会计、学前教育、社会文化艺术、建筑工程施
工 

 泸定县新城大坝教育园区 0836-3160998 

 

 

 

 凉山州(14 所)     

 71001 四川省彝文学校 民族音乐与舞蹈、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办公室文员  西昌市北街老统部巷 28 号 0834-3282453 

○ 71003 凉山州农业学校 

现代农艺技术、畜牧兽医、机电技术应用、电气技术应用、服装制
作与生产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会计电算化、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美术绘画、现代林业技术、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运
动训练、航空服务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海滨中路 16 号 0834-3957715 

△ 71004 凉山卫生学校 护理、助产、农村医学、医学检验技术  西昌市三岔口南路 106 号 0834-2163360 

△ 71006 凉山民族师范学校 会计、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西昌市海滨北路 2 号 0834-2186974 

○ 71012 四川省德昌县职业高级中学 
数控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中
餐烹饪与营养膳食、学前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 

 德昌县德州镇职中路 22 号 
0834-5286661 

 

 71014 盐源县职业技术中学校 

植物保护、园林技术、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
用、旅游服务与管理、服装设计与工艺、文秘、畜牧兽医、电子电
器应用与维修、电子商务、建筑工程施工、运动训练、老年人服务
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盐源县盐井镇太安村 0834-6362907 

 71015 冕宁县职业技术学校 
畜牧兽医、建筑工程施工、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服装制作与生产
管理、计算机应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文秘 

 
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城厢镇文化路

292 号 
0834 6851881 

 71019 宁南县职业技术学校 
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
用、电子技术应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
蚕桑生产与经营、电子商务、建筑装饰 

 宁南县披砂镇后山村一社 0834-4576926 

 71020 甘洛县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
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服装设计与工艺、建筑工程施工、电
子商务、播音与节目主持、文秘、民族织绣 

 

四川省甘洛县新市坝镇滨河南路 27

号 

 

0834-783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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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25 凉山州职业技术学校 

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铁道施工与养护、机电技术应用、铁道
运输管理、航空服务、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道路与桥梁工程施
工、铁道车辆运用与检修、风电场机电设备运行与维护、电子商务、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汽车运用与维修 

 西昌市海滨南路 13 号 
0834-3951174  

 

 71026 越西县职业技术学校 
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电气技术应用、电子与信息技术、
建筑装饰、汽车制造与检修、电子商务、太阳能与沼气技术利用 

 越西县越城镇新村 2 组 32 号 0834-7612366 

 71030 
四川省会理现代职业技术学
校(民办) 

现代农艺技术、建筑装饰、机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
机应用、电子技术应用、会计、服装设计与工艺、旅游服务与管理 

 
会理县城关镇就业路九号 

 
0834-8561100 

 71031 西昌现代职业技术学校(民办) 

建筑装饰、机械加工技术、汽车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电子技
术应用、会计电算化、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
服装设计与工艺、学前教育、电子商务、珠宝玉石加工与营销、机
电技术应用 

 西昌市太和路教育卫生园区 0834-2522800 

 71032 会东县职业技术学校 

服装设计与工艺、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理、机电技术应用、计算机
应用、文秘、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汽车制造与检修、电子与信息
技术、电子商务、汽车运用与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美容与
装潢、老年人服务与管理 

 
会东县鲹鱼河镇车拉河村四组 120
号 

0834-804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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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的技工院校（87 所） 
 

 代码 学校名称 开设专业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成都市(37 所)     

△ 51270 四川航天技师学院 汽车制造与装配、市场营销、现代物流、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旅游服务与管理、电子技术应用、 

计算机网络应用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

街道丽阳路 2 号 

028-88492669 

△ 51083 四川理工技师学院 电子商务、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装配与维护、化工分析与检验、化工工艺、化学制药、环境保护与检测、

会计、机电设备安装与维护、机械设备维修、建筑施工、食品加工与检验、市场营销、物联网应用技术、

幼儿教育、计算机网络应用、3D 打印技术应用、机电一体化技术 

  成都市温江区南熏大

道四段 355 号 

028-82686270 

☆ 51086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钻探工程技术、建筑测量、珠宝首饰鉴定与营销、地质勘查、水文与水资源勘测、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数控加工（数控铣工）、数控加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模具制造、电子技术应用、电气自动化设备安

装与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一体化技术、美术设计与制作、建筑装

饰、建筑工程管理、工程造价、会计、旅游服务与管理、汽车维修、汽车制造与装配、新能源汽车检测

与维修、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应用、幼儿教育、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维护 

  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

公园大道 500 号 

028-82181202 

  51087 四川能投汇成技工学校 烹饪（中式烹调）、幼儿教育、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机械设备维修、汽车维修、饭店（酒店）服务   成都市新都区金光路

333 号 

13551818078 

  51090 中国第五冶金建设公司技

工学校 

建筑施工、工程造价、汽车制造与装配、汽车维修、幼儿教育、计算机应用与维修、航空服务、饭店（酒

店）管理、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会计、市场营销、工商企业管理、护理（非

医药卫生类）、会展服务与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1.成都市成华区槐树

店 35 号          

2.成都市崇州市华业

路 51 号                                                      

028-847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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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12 四川科华高级技工学校 

（民办）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美容美发与造型（美发）、建筑施工、数控加工（数控车工）、饭店（酒店）服务、

市场营销、会计、幼儿教育、汽车维修、汽车营销、航空服务、铁路客运服务、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美术设计与制作、新闻采编与制作、播音与主持 

  本部：成都市双流区

双九路 195 号 

崇州校区：成都市崇

州市崇安路 526 号 

028-85408888 

☆ 51221 成都市技师学院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多媒体制作、饭店

（酒店）服务 、工量具制造与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工业设计、国际贸易、焊接加工、护理

（非医药卫生类）、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机械设备

装配与自动控制、计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广告制作、计算机网络应用、计算机应用与维修、建筑施工、

交通客运服务、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维护、旅游服务与管理、模具设计、模具制造、木材加工、汽

车钣金与涂装、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车维修、汽车制造与装配、市场营销、数控编程、数控机床装

配与维修、数控加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数控加工（数控车工）、铁道运输管理、通信网络应用、现

代物流、幼儿教育、3D 打印技术应用 

  成都市郫都区蒋桥路

88 号 

028-61835166 

○ 51222 成都铁路技工学校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电气化铁道供电、建筑施工、幼儿教育   成都市马家花园路2号 18981740040 

  51223 成都五月花高级技工学校 

（民办） 

幼儿教育、汽车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汽车制造与装配、建筑施工、农村经济综合管理、航空

服务、铁路客运服务、饭店（酒店）服务、电子商务、多媒体制作、计算机广告制作、计算机网络应用、

计算机程序设计、计算机应用与维修、烹饪（西式烹调）、烹饪（中式烹调）烹饪（中西式面点）、城

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护理（非医药卫生类）、3D 打印技术应用、畜牧兽医 

  成都市金堂县三星镇

学府大道 8 号  

028-67933369 

  51224 成都信息技术学校(民办) 旅游服务与管理、幼儿教育、园林技术、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会计、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   成都天府新区视高经

济开发区大学城路2号 

028-66634567 

△ 51227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 028-87455524 

○ 51233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

任公司技工学校 

钢铁冶炼   成都市青白江区攀成

钢教培中心 

028-89305073 

○ 51234 四川省冶金地质技工学校 钻探工程技术   成都市新都区大丰镇

三元大道 232 号 

028-8391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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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35 成都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电子技术应用、计算机信息管理、现代物流、航空服务、城市轨道

交通运输与管理  

  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

经济开发区空港一路

一段 468 号 

028-85875220、

028-85875738  

  51247 四川锅炉高级技工学校 焊接加工、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交通客运服务、市场营销、机电一体化技术、工业机器

人应用与维护、飞机维修 

  金堂县栖贤乡风洞子村 028-82938222 

  51250 成都城市建设技工学校 

（民办） 

建筑施工、幼儿教育、旅游服务与管理、多媒体制作、汽车维修、护理（非医药卫生类）   成都市武侯区红牌楼

佳灵路 220 号 

028-85084661 

  51251 成都成工科技工程技工学校 

（民办） 

幼儿教育、 电子商务、会计、计算机应用与维修、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河

惠王陵东路 109 号 

028-61436464 

  51252 四川省工业设备安装技工

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建筑设备安装、机床切削加工(车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与维修、冷作钣金加工、

消防工程技术、电子商务、商务文秘 

  成都市青白江区青华

中路 118 号 

028-83602027 

  51254 青白江区技工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服装制作与营销、汽车维修、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现代物流、幼儿教育、饭店（酒店）

服务 

 清泉校区：成都市青白

江区清泉镇五桂 2 组 

祥福校区：成都市青

白江区祥福镇祥红路

889 号 

028-83615179 

  51255 金堂县技工学校 电子商务、建筑施工、计算机网络应用、汽车维修   金堂县淮口镇洲城大

道 188 号 

028-84933009 

  51256 大邑县技工学校 服装制作与营销、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汽车维修、 烹饪（中式烹调）   成都市大邑县锦屏大

道 11 号 

028-88260002 

  51257 蒲江县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电子商务、药物制剂、农产品保鲜与加工   蒲江县鹤山镇清江大

道下段 255 号 

028-88538052 

  51258 新津县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床切削技术（车工）   新津县工业园区A区

兴园 8 路 515 号 

028-82433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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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59 都江堰市技工学校 航空服务、汽车维修、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烹饪（中式烹调）、旅游服务与管理、生物制药、护理

（非医药卫生类） 

  成都市都江堰市蒲阳

镇蒲村街 106 号 

028-67639213 

  51260 彭州市技工学校 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服装制作与营销   成都市彭州市致和镇

工业开发区西河东路

468 号 

028-83868095 

  51261 崇州市技工学校 电子商务、建筑施工、木材加工、汽车维修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

街 615-1 号 

028-82386207 

  51262 邛崃市技工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汽车维修、美术绘画、酒店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航空服务、机电一体化技术 

  邛崃市金六福大道5号  028-88744928 

○ 68053 成都市恒辉技工学校 

（民办） 

汽车制造与装配、计算机应用与维修、航空服务、会计、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电子技术应用、数控加

工（数控车工）、服装制作与营销 

 成都市简阳市建设西

路 9 号 

028-27012978 

028-27013518 

○ 

 

68054 四川空分集团技工学校 

（民办） 

汽车制造与装配、电子商务、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维修、计算机应用与维修、焊接加工、电子技

术应用、机床切削加工（车工）、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成都市简阳市建设 

中路 239 号 

028-27014390 

 51276 四川交通技师学院 公路施工与养护、现代物流、汽车维修、公路工程测量、计算机游戏制作、电子商务、工程机械运用与

维修、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机电一体化技术、建筑施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汽车装饰与美容、

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汽车钣金与涂装 

 成都市温江区麻市街

182 号 

028-68853653 

 51277 四川城市技师学院 

（民办） 

工程造价、建筑施工、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汽车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会计、现代物流、服装设计与

制作、室内设计、饭店（酒店）服务、护理（非医药卫生类）、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铁道运

输管理、家政服务、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安装与维护、计算机广告制作、航空服务、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

管理、通信网络应用、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幼儿教育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

区洪河中路 351 号 

028-84682047 

 

 

51278 成都新东方烹饪技工学校  

（民办） 

 

烹饪（中式烹调）、烹饪（西式烹调）、烹饪（中西式面点）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

锦绣路 172 号 

028-8483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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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79 四川兴科城市交通技工学校 

（民办） 

航空服务、建筑施工、汽车制造与装配、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计算机应用与维修、铁道运输管理、

新能源汽车制造与装配 

 成都市郫都区德源镇          

禹庙上街 406 号 

028-67897138 

 51280 四川育英医养科技技工学校 

（民办） 

保健按摩、护理（非医药卫生类）、生物制药、计算机网络运用   成都市都江堰市灌温

路 2709 号 

028-82333213 

 51281 成都新华技工学校 

（民办） 

计算机程序设计、美术设计与制作、电子商务  成都市双流区蛟龙大

道 555 号 

028-65577666 

 51282 四川国盛技工学校 

（民办） 

护理（非医药卫生类）、铁道运输管理、汽车制造与装配、会计、计算机网络应用、生物制药、烹饪（中

式烹调）、烹饪（西式烹调）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景

街 116 号 

13980516212 

 51283 成都万通未来汽车技工学校 

（民办） 

汽车维修、汽车钣金与涂装、汽车装饰与美容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

街道办事处同安路6号 

028-65989770 

    自贡市(3 所)         

△ 52041 四川自贡市高级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床切削加工（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梯工程技术、酒店管理、

汽车驾驶、电子技术应用、焊接加工、汽车维修、汽车制造与装配、汽车装饰与美容、计算机应用与维

修、计算机网络应用、电子商务、会计、烹饪（中式烹调）、交通客运服务、幼儿教育、导游 

  自贡市自流井区郭家

坳顺龙坝 165 号 

0813-2621598 

  52044 荣县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烹饪（中式烹调）   四川省荣县旭阳镇对

景路 169 号 

0813-6163588 

  52045 晨光化工技工学校 化工工艺、化工分析与检验 、化工机械维修   四川省富顺县晨光路

135 号 

0813-7194406 

    攀枝花市(3 所)         

  53021 攀枝花电子科技学校 电子商务、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护理（非医药卫生类）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

镇马上南巷 5 号              

0812-5990352 



- 39 - 

☆ 53022 攀枝花技师学院 焊接加工、冷作钣金加工、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建筑施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机电设

备安装与维修、通信网络应用、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维修、烹饪(中式烹调）、烹饪(西式烹调）、烹饪

(中西式面点）、铁路客运服务、会计、计算机广告制作、饭店（酒店）服务、护理（非医药卫生类） 

  攀枝花市东区枣子坪

下街 91 号 

0812-3312712 

△ 53024 攀枝花市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汽车检测、汽车营销、汽车制造与装配、汽车装饰与美容   攀枝花市东区机场路

10 号 

0812-3373116 

    泸州市(3 所)         

△ 54065 泸州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广告制作、建筑施工   泸州市龙马潭区长桥

路 2 号 

0830-3150305 

○ 54061 泸州市工业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幼儿教育、汽车检测、汽车维修、商务文秘、航空服务、电子技术应用、数控加工

（数控车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泸州市江阳区柏杨坪

路 4 号 

0830-8916711 

 

  54063 泸州交通技工学校 汽车驾驶、汽车维修、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汽车装饰与美容、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泸州市江阳区蓝安路

二段 3 号 

0830-3168328 

 

    德阳市(2 所)         

  55044 

 

德阳市富民技校  

（民办） 

汽车维修、汽车驾驶、石油天然气开采、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与维修、铁路客运服务、幼

儿教育 

  中江县南华镇渡口大

田坝 

0838-7258777 

 

☆ 55052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冷作钣金加工、焊接加工、汽车维修、建筑装

饰、建筑施工、工程造价、计算机应用与维修、饭店（酒店）服务、物业管理、电梯工程技术、环境艺

术设计 

  德阳市金山街 157 号 0838-2870020 

    绵阳市(7 所)         

△ 56019 四川绵阳高级技工学校 计算机信息管理、汽车维修、饭店（酒店）服务、铁道运输管理、航空服务、幼儿教育、护理（非医药

卫生类）、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子商务、邮政业务、电子技术应用、通信运营服务 

  绵阳市治平路 4 号 13398379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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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65 绵阳工业技师学院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化工分析与检验、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子技术应用、电子商务、建筑

施工 

  江油市诗城路西段

383 号 

0816-3661357 

 

  56067 江油市攀长钢技工学校 幼儿教育、航空服务、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化工分析与检验、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焊接加工   江油市诗城路西段

219 号 

0816-3598889 

 

  56072 四川省建筑技工学校 建筑施工、建筑工程管理、工程造价、物业管理、会计、幼儿教育、电子技术应用   绵 阳 师 范 学 院 内    

1 号桥旁 

0816-2339715 

 

  56073 绵阳市机械电气工业学校 会计、现代物流、美术设计与制作、饭店（酒店）服务、幼儿教育、电子商务、数控加工（加工中心操

作工） 

  绵阳市涪城区教育 

中路 

15390273733 

 

△ 56074 四川九洲技师学院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维修、计算机广告制作、会计、

幼儿教育、美术设计与制作、电子商务、铁路客运服务、航空服务、通信网络应用、计算机网络应用、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汽车营销、无人机应用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饭店（酒店）服务、护理（非

医药卫生类） 

  绵阳市科教创业园区

九盛路 9 号 

0816-2469239 

 

 56084 四川长虹职业技术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制冷设备运用与维修、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模具制造、

机械设备装配与自动控制、焊接加工、电子商务、工商企业管理、市场营销 

 绵阳市涪城区玉龙街

52 号 

0816-2439376    

0816-2439362 

 

    广元市(9 所)         

○ 57001 广元无线电技工学校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子技术应用   广元市利州区奔月路

307 号 

0839-3351918 

  57015 广元市利州技工学校 幼儿教育、环境艺术设计、美术绘画、音乐、工程造价   广元市利州区学府路

218 号 

0839-3305296 

△ 57041 四川核工业技师学院 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核电设备安装方向）、焊接加工、机床切削加工（车工）、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

与维修、汽车维修、电子商务、现代物流、会计、铁道运输管理、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幼儿教育、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模具制造、电子技术应用、汽车装饰与美容、建筑测量、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 

  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 0839-8557628 

☆ 57053 四川水利水电技师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梯工程技术、汽车维修、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建筑施工、建筑测量、

航空服务、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会计、电子商务、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械设备维修、机电一体化

技术、公路施工与养护 

  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 0839-853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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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054 国营八二一厂技工学校 电子技术应用、焊接加工   成都 345 信箱 5 分箱

17-3 

0839-8565503 

○ 57055 广元工程技工学校 航空服务、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商务、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美术绘画、音乐、新闻采

编与制作 

  广元市旺苍县尚武镇 0839-4016836 

  57059 广元市交通技工学校 汽车维修   广 元 市 利 州 区     

滨河北路 

0839-3322789 

  57060 旺苍县技工学校 商务文秘、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广元市旺苍县孙家坝

就业训练中心 

0839-4202921 

  57061 广元市机电技工学校 机械设备维修、电子技术应用   广元市宝轮镇 0839-3311732 

    遂宁市(1 所)         

△ 58025 遂宁应用高级技工学校 

（民办） 

幼儿教育、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石油钻井、饭店（酒店）服务 、

现代农艺技术、会计、电子商务、计算机广告制作、计算机应用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服装设计与制

作、市场营销、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烹饪（中式烹调) 

  遂宁市船山区仁里镇

香山街 23 号 

0825-2921658 

    内江市(3 所)         

○ 59061 内江职业培训学院 汽车维修、计算机速录   内江市汉安大道东段

1777 号 

0832-2265927 

 

△ 5906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计算机应用与维修、幼儿教育、工业

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机床切削加工（车工）、会计、焊接加工、服装设计与制作、电子技术应用、电子

商务、铁路客运服务、飞机维修、美容美发与造型（美容） 

  内江市东兴镇中兴路

249 号 

0832-2247544 

 

  59063 内江市川威技工学校 钢铁冶炼、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   内江市威远县连界镇

白牛寨森林公园 

0832-8833591 

 

    乐山市(5 所)         

  60059 乐山市医药科技高级技工

学校（民办） 

药物制剂、药物分析与检验、中草药种植、机械设备维修、护理（非医药卫生类）   乐山市市中区长青路

2518 号 

0833-249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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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57 青衣江技工学校 工业自动化仪器仪表装配与维护、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计算机应用与维修、烹饪（中式烹调）   夹江县中国核动力院

（909）基地 

0833-5800718 

○ 60058 乐山东风电机技工学校 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机械设备维修、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焊接加工、电

子技术应用  

  乐山市五通桥区桥沟

镇 

0833-3260408 

  60060 四川省乐山新世纪技工学校 

（民办） 

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焊接加工、机械设备维修、电

子技术应用、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汽车维修、饭店（酒店）服务、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乐山市市中区长青路

359 号 

0833-2151999 

 60061 乐山商务技工学校  

（民办）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民族音乐与舞蹈、电子商务、旅游服务与管理  乐山市市中区苏稽鸡

毛店路 107 号 

0833-2567373 

    广安市（1 所）         

△ 63060 广安技师学院 汽车维修、汽车驾驶、汽车检测、计算机信息管理、护理（非医药卫生类）、幼儿教育、农业机械使用

与维护、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建筑施工、药物制剂、药物分析与检验、变配电设备运行与维护、电

子商务、铁路客运服务 

  广安市广安区滨江路

98 号（广安职业技术

学院） 

0826-2256453 

    南充市(3 所)         

△ 61066 南充市技工学校 机电一体化技术、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老年服务与管理   南充市顺庆区金鱼岭

正街 120 号 

0817-5113056 

 

△ 61082 南充技师学院 

（民办） 

汽车维修、机床切削加工（车工）、石油天然气开采、服装设计与制作、汽车营销、铁路客运服务、建

筑施工、饭店（酒店）服务、护理（非医药卫生类）、幼儿教育、航空服务、电力机车运用与检修、国

际贸易、电子技术应用、烹饪（中式烹调）、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数控加工（数控车工）、

导游、无人机应用技术 

  南充市顺庆区潆溪

（川东北职教城内）  

0817-6990050 

 61085 南充兴光技工学校 

（民办） 

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护理（非医药卫生类）、汽车制造与装配、会计、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与

维修、幼儿教育 

 南充市高坪区东顺路

132 号 

0817-226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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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宾市(2 所)         

  62055 芙蓉矿务局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   宜宾市珙县巡场镇文

鑫路 1 号 

0831-4051352 

 

 62057 宜宾市职业培训学院 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汽车维修、汽车电器维修  宜宾市翠屏区南岸大

湾路 7 号 

0831-2381084 

 

    达州市(1 所)         

△ 64055 四川省达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汽车制造与装配、汽车维修、汽车驾驶、汽车技术服务及营销、现代物流、数控加工(数控车工)、模具

制造、机电一体化技术、计算机应用与维修、计算机广告制作、幼儿教育、电子商务、工业机器人应用

与维护、室内设计、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达州市通川区黄马湾

路 221 号  

0818-2392913 

    雅安市(2 所)         

  66031 雅安市工交管理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维修、汽车驾驶、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会计、市场营销、数控

加工（数控车工）、茶艺、机电产品检测技术应用、现代林业技术、饭店（酒店）服务、航空服务 

  雅安市雨城区姚桥汽

车东站 

0835-2612658 

 

○ 66032 雅安航空工业联合技工学校 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数控加工（数控车工）、电子技术应用、农业机械使用与维护   雅安雨城区沙溪路

76 号 

0835-2632193 

    眉山市(2 所)         

☆ 67041 眉山工程技师学院 幼儿教育、电子商务、计算机信息管理、商务文秘、机床切削加工（车工）、模具制造、数控加工（数

控车工）、焊接加工、汽车制造与装配、铁路客运服务（高铁乘务）、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建筑测量、

建筑施工、建筑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机

电一体化技术、工程机械运用与维修 

  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

青龙镇 

028-37366858 

 67045 眉山市技工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汽车维修    眉山市眉州大道岷东

段 5 号  

028-3822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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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阳市(1 所)         

  67046 四川希望汽车技师学院 

（民办） 

汽车维修、汽车制造与装配、汽车装饰与美容、汽车钣金与涂装、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新能源汽车检

测与维修、会计、电子商务、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汽车电器维修、汽车检测、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数控机床装配与维修、护理（非医药卫生类）、城市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  

  资阳市雁江区城南大

道 2 号 

18081687721 

18081687727 

    凉山州(2 所)         

  71021 凉山彝族自治州劳动职业

技术学校 

计算机应用与维修、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   西昌市长安北路 50 号 0834-2680826 

  71022 西昌交通学校 汽车制造与装配、汽车维修、机电一体化技术、幼儿教育、无人机应用技术、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

铁路客运服务（高铁乘务） 

  西昌市三岔口西路 

42 号 

0834-2163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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