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州名称 县市区 联系人 办公电话

黄石港区（0202） 刘老师 0714-6384210

黄石港区（0202） 李老师 0714-6384212

西塞山区（0203） 李老师 0714-6300036

西塞山区（0203） 李老师 0714-6300036

下陆区（0204） 黄老师 0714-6577179

开发区·铁山区（0205） 唐老师 0714-6390938

阳新县（0222） 刘老师 0714-7597011

阳新县（0222） 刘老师 0714-7597011

大冶市（0281） 曹老师 0714-8897536

大冶市（0281） 刘老师 0714-8897536

黄石新港（物流）工业园（0299） 黄老师 0714-7891056

张湾区（0303） 余老师 0719-8619651

郧阳区（0304） 刘老师 0719-7224036

郧西县（0322） 孟老师 0719-6221305

竹山县（0323） 吴老师 0719-4220153

竹溪县（0324） 江老师 0719-2731147

房县（0325） 孙老师 0719-3109286

丹江口市（0381） 徐老师 0719-5230031

经济开发区(十堰)（0396） 明老师 0719-8319892

经济开发区(十堰)（0396） 刘老师 0719-8319271

武当山特区（0397） 张老师 0719-5669555

西陵区（0502） 闵老师 0717-6749066

点军区（0504） 黄老师 0717-6672972

猇亭区（0505） 周老师 0717-6514513

夷陵区（0506） 张老师 0717-7821831

远安县（0525） 黎老师 0717-3813591

兴山县（0526） 古老师 0717-2580796

附件1
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联系方式

黄石市
（02）

十堰市
（03）

宜昌市
（05）



市州名称 县市区 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秭归县（0527） 何老师 0717-2884518

秭归县（0527） 梅老师 0717-2887079

长阳县（0528） 刘老师 0717-5331361

长阳县（0528） 向老师 0717-5335081

五峰县（0529） 江老师 0717-5826242

宜都市（0581） 彭老师 0717-4823132

当阳市（0582） 胡老师 0717-3223905

当阳市（0582） 张老师 0717-3253270

枝江市（0583） 陈老师 0717-4286316

襄阳市直（0601） 马老师 0710-3537530

襄阳市直（0601） 吴老师 0710-3629097

襄阳市直（0601） 熊老师 0710-3500613

襄阳市直（0601） 徐老师 0710-3381562

襄城区（0602） 王老师 0710-3536289

襄城区（0602） 袁老师 0710-3607373

樊城区（0606） 黎老师 0710-3818420

襄州区（0607） 张老师 0710-2818863

襄州区（0607） 黄老师 0710-2818863

南漳县（0624） 丁老师 0710-5245926

谷城县（0625） 李老师 0710-7338520

保康县（0626） 马老师 0710-5819129

老河口市（0682） 周老师 0710-8228987

枣阳市（0683） 阳老师 0710-6669029

枣阳市（0683） 赵老师 0710-6669037

枣阳市（0683） 孟老师 0710-6669035

宜城市（0684） 彭老师 0710-4212208

东津新区（0696） 刘老师 0710-3352857

高新区(襄阳)（0697） 高老师 0710-3755692

高新区(襄阳)（0697） 胡老师 0710-3755692

襄阳市
（06）

宜昌市
（05）



市州名称 县市区 联系人 办公电话

鄂州市直（0701） 汪老师 027-60281901

梁子湖区（0702） 高老师 027-60660176

华容区（0703） 严老师 0711-3800265

鄂城区（0704） 刘老师 027-60281758

东宝区（0802） 刘老师 0724-2340996

东宝区（0802） 陈老师 0724-2334807

掇刀区（0804） 朱老师 0724-2492800

京山县（0821） 张老师 0724-7224160

京山市（0821） 张老师 0724-7224160

沙洋县（0822） 万老师 0724-8596714

沙洋县（0822） 李老师 0724-8596714

钟祥市（0881） 周老师 0724-4230473

屈家岭管理区（0896） 赵老师 0724-7416050

孝南区（0902） 舒老师 0712-2850957

孝昌县（0921） 熊老师 0712-4775226

孝昌县（0921） 樊老师 0712-4775226

大悟县（0922） 肖老师 0712-7233887

大悟县（0922） 丁老师 0712-7233887

云梦县（0923） 邱老师 0712-4223868

云梦县（0923） 褚老师 0712-4336172

应城市（0981） 欧老师 0712-3247615

安陆市（0982） 涂老师 0712-5227039

安陆市（0982） 王老师 0712-5227039

汉川市（0984） 向老师 0712-8392203

双峰山旅游度假区（0997） 宋老师 17771200279

双峰山学区（0997） 陈老师 13733513741

临空经济区学区（0998） 董老师 0712-2490436

临空经济区学区（0998） 董老师 13972660798

开发区(孝感)（0999） 胡老师 0712-2286105

鄂州市
（07）

荆门市
（08）

孝感市
（09）



市州名称 县市区 联系人 办公电话

孝感市
（09）

开发区(孝感)（0999） 李老师 0712-2286105

沙市区（1002） 庄老师
0716-4103898
0716-4103841

公安县（1022） 田老师 13797559028

监利县（1023） 吴老师 15717849508

江陵县（1024） 李老师 0716-4709345

石首市（1081） 王老师 0716-7217135

石首市（1081） 丁老师 0716-7210281

洪湖市（1083） 蔡老师 0716-2439158

洪湖市（1083） 李老师 0716-2439158

松滋市（1087） 杨老师 0716-6226838

荆州区（1088） 邹老师 07168497050

黄州区（1102） 胡老师 0713-8671197

团风县（1121） 刘老师 0713-6150711

红安县（1122） 陈老师 0713-5249220

罗田县（1123） 周老师 0713-5052627

罗田县（1123） 夏老师 0713-5052627

英山县（1124） 张老师 0713-7063280

浠水县（1125） 蒙老师 0713-4269832

浠水县（1125） 赵老师 0713-4269852

浠水县（1125） 蔡老师 0713-4269056

蕲春县（1126） 孙老师 0713-7222619

黄梅县（1127） 汪老师 0713-3636016

麻城市（1181） 周老师 0713-2995866

武穴市（1182） 李老师 0713-6755079

咸安区（1202） 黄老师 0715-8326688

嘉鱼县（1221） 戚老师 0715-6352632

通城县（1222） 黎老师 0715-4866265

崇阳县（1223） 陈老师 0715-3376345

荆州市
（10）

黄冈市
（11）

咸宁市
（12）



市州名称 县市区 联系人 办公电话

通山县（1224） 吴老师 0715-2298629

赤壁市（1281） 王老师 0715-5224652

曾都区（1303） 赵老师 0722-3590872

曾都区（1303） 陈老师 0722-3590872

随县（1321） 蒋老师 0722-3339196

随县（1321） 刘老师 0722-3339196

随县（1321） 李老师 0722-3339196

广水市（1381） 刘老师 0722-6232010

大洪山风景区（1398） 夏老师 13277602886

随州高新区（1399） 靳老师 0722-4546737

恩施市（2801） 邓老师 0718-8413177

恩施市（2801） 钟老师 0718-8413177

利川市（2802） 吕老师 0718-7287781

利川市（2802） 胡老师 0718-7287781

建始县（2822） 龙老师 0718-3221247

巴东县（2823） 周老师 0718-4335913

宣恩县（2825） 孙老师 0718-5825818

咸丰县（2826） 钱老师 0718-6821203

来凤县（2827） 杨老师 0718-6272872

鹤峰县（2828） 田老师 0718-5960789

恩施自治州直（2899） 黎老师 0718-8222607

神农架林区(区县)（9010） 郭老师 0719-3335366

神农架林区(区县)（9010） 周老师 0719-3335366

仙桃市(区县级)（9410） 严老师 0728-3319182

仙桃市(区县级)（9410） 何老师 0728-3319291

仙桃市(区县级)（9410） 王老师 0728-3319695

天门市
（96）

天门市(区县)（9610） 政老师 0728-5351200

随州市
（13）

恩施自治州
（28）

神农架林区
（90）

仙桃市
（94）

咸宁市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