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校代码 院校名称 招生简章网址 考生咨询电话
10831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s.sdpt.edu.cn/ 0757-22327270
1083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http://zs.gdip.edu.cn/web/home 020-61230900
10861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http://zs.gdcp.cn/ 020-37236028
10862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s.gdsdxy.edu.cn/ 020-38490704
11113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haosheng.szpt.edu.cn/ 0755-26731715，26731216
11114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 http://www.nhic.edu.cn/zsb/ 020-37198588，38251888
11121 私立华联学院 https://www.hlu.edu.cn 020-82373759
1204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s.gzpyp.edu.cn/ 020-34874086
12060 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 http://zs.gdsspt.edu.cn 0751-6501681
12322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gdaib.edu.cn 020-85230197，85230071
12325 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 https://www.gdxa.edu.cn 0755-36881398；4006755108
12327 佛山职业技术学院 http://zs.fspt.edu.cn 0757-87263121
12572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https://www.gdit.edu.cn/zsb/main.htm 0756-7796211，020-85297313
12573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http://www.gdyzy.edu.cn/zsxx.html 020-28854829，28854365
12578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sjybgs.gdtzy.edu.cn/ 020-61034014
12736 广东职业技术学院 https://www.gdpt.edu.cn/zsw 0757-83311534
12741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b.gdcvi.edu.cn 020-36409106
12742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sxx.gdfs.edu.cn/zsdt.htm 020-34557001
12743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s.gdmec.edu.cn/ 020-61362195
12765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swpt.edu.cn/ 0660-3386864
12770 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s.ldpoly.edu.cn/ 0766—3782735
12771 阳江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yjpt.edu.cn/zsb/index.html 0662-3362800
12772 河源职业技术学院 http://zsb.hypt.edu.cn/ 0762-3800536
12953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https://www.gupt.edu.cn/ 020-83969100-5303
12957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http://zhaob.sziit.edu.cn/ 0755-89226360，89226361
12958 清远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s.qypt.edu.cn/ 0763-3936666
12959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https://www.gdgm.edu.cn/zsxx/gzkz/main.htm 020-87745757
12960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http://www.gdjpvc.edu.cn/ 020-87083551, 87083361
12961 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 https://www.gdatv.edu.cn 15916887115
13708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http://zsb.gztzy.edu.cn/info/1166/1762.htm 020-85603035
13709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http://zs.gzvtc.edu.cn/ 020-87693663，87621457
13710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zstp.cn 0760-88291719
13711 江门职业技术学院 http://zsxx.jmpt.edu.cn/ 0750-3725908，3725289
13712 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https://w.mmpt.edu.cn/zsw/ 0668-2920126，2905536
13713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s.zhcpt.edu.cn/ 0756-7253616，7253066
13715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http://zsxx.gziec.edu.cn/home/news/index/id/96.html 020-36783769

13716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https://www.gznylg.edu.cn/index.php/Zsb/Index/newscontent/newsid/86269 020-37987623，18680068788
13718 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https://www.hzec.edu.cn/zhaoshengban/ 07523619806，3619808
13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https://zhaosheng.zqmc.edu.cn/ 0758-2857067
13919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https://zs.gdpi.edu.cn/ 020-83505073
13928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http://www.gzhlxy.edu.cn/cszs/ 020-82906888，020-32801002
13929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http://zs.gcp.edu.cn/ 020-86375471
13930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gdep.edu.cn/zsw/ 020-37395432，37395743
13943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https://dy.gtxy.cn/zsxxw 020-36004159，37431459
14063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http://www.gdkm.edu.cn/Category_38/Index.aspx 020-22014966，22014969
14065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http://zsw.gzkmu.edu.cn/ 020-84560708，84560798
14066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zspt.edu.cn/zs 0760-88269288
1412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gzzjedu.cn/ 13560172995
14125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https://www.gzst.edu.cn/index_112.aspx?SubjectID=40 020-82850113
14263 东莞职业技术学院 https://zsxx.dgpt.edu.cn 0769-23306889
14266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http://zsb.gzhsvc.edu.cn 020-32882222
14268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http://www.gzhxtc.edu.cn/ 020-87865222
14311 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 https://zs.gdpepe.edu.cn/ 0757-81773133
14362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http://www.gzdhxy.edu.cn/ 020-22693150
14407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https://www.gdddc.edu.cn/zsjy.htm 020-87047495
14408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hzhsp.edu.cn 0752-2366800
14509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https://zs.gdsty.edu.cn/ 020-87032191
14510 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http://www.hzc.edu.cn/index.htm 0752-2829661，3619501

14556 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 http://gdhvc.edu.cn/html/jgsz/dzgljg/zsysxzdczs/ 0668-2902527
14592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http://www.gzws.edu.cn/gzwss/zs.html 020-36081207
14609 惠州工程职业学院 https://www.hzevc.edu.cn/index.php?c=category&id=35 0752-2821205
14610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http://www.gdjmcmc.edu.cn/showpage/show_zhaosheng.php 0750-3568605
14667 广东财贸职业学院 http://www.gdcmxy.edu.cn 020-86040553

第 1 页，共 1 页

广
东
省
教
育
考
试
院

https://zs.gdmec.edu.cn/
https://zsjybgs.gdtzy.edu.cn/
http://zs.fspt.edu.cn/
http://zs.gdcp.cn/
https://zs.sdpt.edu.cn/
https://zhaosheng.szpt.edu.cn/
https://zs.gdsdxy.edu.cn/
http://www.nhic.edu.cn/zsb/
https://www.hlu.edu.cn/
https://zs.gzpyp.edu.cn/
http://www.gdaib.edu.cn/
https://www.gdxa.edu.cn/
https://www.gdit.edu.cn/zsb/main.htm
http://www.gdyzy.edu.cn/zsxx.html
https://www.gdpt.edu.cn/zsw
https://zsxx.gdfs.edu.cn/zsdt.htm
http://www.swpt.edu.cn/
https://zs.ldpoly.edu.cn/
http://www.yjpt.edu.cn/zsb/index.html
http://zhaob.sziit.edu.cn/
https://zs.qypt.edu.cn/
https://www.gdgm.edu.cn/zsxx/gzkz/main.htm
https://www.gdatv.edu.cn/
http://zsb.gztzy.edu.cn/info/1166/1762.htm
http://www.zstp.cn/
http://zsxx.jmpt.edu.cn/
https://w.mmpt.edu.cn/zsw/
https://zs.zhcpt.edu.cn/
http://zsxx.gziec.edu.cn/home/news/index/id/96.html
https://www.gznylg.edu.cn/index.php/Zsb/Index/newscontent/newsid/86269
https://zhaosheng.zqmc.edu.cn/
http://www.gzhlxy.edu.cn/cszs/
http://zs.gcp.edu.cn/
http://www.gdep.edu.cn/zsw/
https://dy.gtxy.cn/zsxxw
http://www.gdkm.edu.cn/Category_38/Index.aspx
http://www.zspt.edu.cn/zs
http://zsb.gzhsvc.edu.cn/
https://zs.gdpepe.edu.cn/
http://www.gzdhxy.edu.cn/
https://www.gdddc.edu.cn/zsjy.htm
http://www.hzhsp.edu.cn/
https://zs.gdsty.edu.cn/
http://www.hzc.edu.cn/index.htm
http://gdhvc.edu.cn/html/jgsz/dzgljg/zsysxzdczs/
http://www.gzws.edu.cn/gzwss/zs.html
https://www.hzevc.edu.cn/index.php?c=category&id=35
http://www.gdjmcmc.edu.cn/showpage/show_zhaosheng.php
http://www.gdcmxy.edu.cn/
http://zs.gdsspt.edu.cn/
http://zs.gdip.edu.cn/web/home
http://www.gzhxtc.edu.cn/
http://www.gzzjedu.cn/
http://zsw.gzkmu.edu.cn/
https://zs.gdpi.edu.cn/
https://www.hzec.edu.cn/zhaoshengban/
http://zs.gzvtc.edu.cn/
https://www.gupt.edu.cn/
http://zsb.hypt.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