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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划：021　北京理工大学　(电话:010-68918915)

1800元/年 郑州市文化路91号综合教学楼
北京理工大学河南省外贸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电子工程  021134001

1800元/年 郑州市文化路91号综合教学楼
北京理工大学河南省外贸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021144002

030　中国农业大学　(电话:010-62732592)

总学费4800元
新郑市龙湖镇泰山路与郑新快速路交叉口西200米路南
中国农业大学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30134001

总学费4800元
新郑市龙湖镇泰山路与郑新快速路交叉口西200米路南
中国农业大学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30134002

总学费4800元 郑州市北林路16号
中国农业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030144003

总学费4800元
新郑市龙湖镇泰山路与郑新快速路交叉口西200米路南
中国农业大学河南机电职业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030144004

总学费4800元 郑州市北林路16号
中国农业大学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动物医学* 030174005

031　北京林业大学　(电话:010-62338052)

 河南省洛阳市中州东路2号河南科技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3.0林学* 031174001

 河南省洛阳市中州东路2号河南科技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3.0园林* 031174002

034　中央财经大学　(电话:010-62289074)

总学费：5400元 河南省商丘市归德南路21号
中央财经大学中华会计函授学校商丘分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034144001

总学费：5400元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110号
中央财经大学河南省会计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034144002

总学费：5400元 河南省永城市宝塔路东段会计学校
中央财经大学河南省永城会计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034144003

总学费：5400元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110号
中央财经大学河南省会计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034144004

03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电话:010-64495077)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91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河南省外贸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035144001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91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河南省外贸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国际经济与贸易  035144002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91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河南省外贸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035144003

 河南省郑州市文化路91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河南省外贸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035144004

040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电话:0312-7522363)

6600元/2.5年 郑州市商城路2号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热能与动力工程  040134001

6600元/2.5年 郑州市商城路2号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40134002

6600元/2.5年 郑州市商城路2号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040144003

041　吉林大学　(电话:0431-85095267)

 郑州市中原西路31号
吉林大学郑州工业贸易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通信工程  041134001

 郑州市中原西路31号
吉林大学郑州工业贸易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工民建)  041134002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6号
吉林大学三门峡市财经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04114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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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6号
吉林大学三门峡市财经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041144004

 郑州市中原西路31号
吉林大学郑州工业贸易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物流管理  041144005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6号
吉林大学三门峡市财经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041144006

047　中国矿业大学　(电话:0516-83885882)

2200元/年 永城市欧亚路东段
中国矿业大学永城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047134001

2200元/年 永城市欧亚路东段
中国矿业大学永城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电子工程  047134002

2200元/年 永城市欧亚路东段
中国矿业大学永城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047134003

049　中国药科大学　(电话:025-83271291)

2420元/年 开封市体育路14号
中国药科大学河南省医药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3.0中药学  049114001

2420元/年 开封市体育路14号
中国药科大学河南省医药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3.0药学  049144002

050　合肥工业大学　(电话:0551-62901671)

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96号洛阳轴承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大学教务科（471039） 合肥工业大学洛阳轴承集团职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电子工程  050134001

洛阳市涧西区建设路96号洛阳轴承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大学教务科（471039） 合肥工业大学洛阳轴承集团职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050144002

053　武汉大学　(电话:027-68778629)

28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海大道1号
武汉大学郑州测绘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测绘工程* 053134001

28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海大道1号
武汉大学郑州测绘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遥感科学与技术  053134002

28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海大道1号
武汉大学郑州测绘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地理信息系统  053144003

054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电话:027-67883552)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中路31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郑州工业贸易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测绘工程* 054134001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北段6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门峡财经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54134002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中路31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郑州工业贸易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宝石及材料工艺学  054134003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中路31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郑州工业贸易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资源勘查工程* 054134004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北段6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门峡财经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资源勘查工程* 054134005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中路31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郑州工业贸易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054134006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北段6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门峡财经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054134007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北段6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门峡财经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54134008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北段6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门峡财经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公共安全管理  054144009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北段6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门峡财经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054144010

 河南省三门峡市大岭路北段6号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三门峡财经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054144011

059　西安交通大学　(电话:029-8265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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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元/年 洛阳市九都路9号
西安交通大学洛阳财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059134001

2300元/年 洛阳市九都路9号
西安交通大学洛阳财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059134002

2300元/年 洛阳市九都路9号
西安交通大学洛阳财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热能与动力工程  059134003

2300元/年 洛阳市九都路9号
西安交通大学洛阳财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059134004

2300元/年 洛阳市九都路9号
西安交通大学洛阳财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59134005

2300元/年 洛阳市九都路9号
西安交通大学洛阳财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059134006

2300元/年 洛阳市九都路9号
西安交通大学洛阳财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059144007

2300元/年 洛阳市九都路9号
西安交通大学洛阳财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059144008

 洛阳市九都路9号
西安交通大学洛阳财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医学函授2.5护理学  059184009

060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电话:029-88202511)

1350元/年 河南省焦作市和平街1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焦作自修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060144001

1350元/年 河南省焦作市和平街1号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焦作自修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060144002

061　陕西师范大学　(电话:029-85307999)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委党校
陕西师范大学漯河郾城区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061114001

06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电话:010-82382116)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中路31号郑州工业贸易学校 中国地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063134001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中路31号郑州工业贸易学校 中国地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063134002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中路31号郑州工业贸易学校 中国地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资源勘查工程* 063134003

065　长安大学　(电话:029-62630341)

 三门峡市上阳路南段
长安大学河南省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资源勘查工程* 065134001

 三门峡市上阳路南段
长安大学河南省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065134002

 郑州市桃源路42号
长安大学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065134003

 三门峡市上阳路南段
长安大学河南省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测绘工程* 065134004

 郑州市桃源路42号
长安大学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建筑工程管理)  065144005

 三门峡市上阳路南段
长安大学河南省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065144006

 三门峡市上阳路南段
长安大学河南省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065144007

 郑州市桃源路42号
长安大学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造价(公路工程管理)  065144008

 三门峡市上阳路南段
长安大学河南省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065154009

066　中南大学　(电话:0731-82654555)

2600元/年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41号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工学院 中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066134001

2600元/年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41号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工学院 中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06613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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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元/年 郑州市淮河东路南建华街5号
中南大学郑州铁路局郑州职工培训基地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66134003

2600元/年 郑州市淮河东路南建华街5号
中南大学郑州铁路局郑州职工培训基地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066134004

2600元/年 郑州市淮河东路南建华街5号
中南大学郑州铁路局郑州职工培训基地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通信工程  066134005

2600元/年 洛阳市建设路50号
中南大学洛阳有色金属职工大学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66134006

2600元/年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41号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工学院 中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066134007

2600元/年 郑州市淮河东路南建华街5号
中南大学郑州铁路局郑州职工培训基地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自动化  066134008

2600元/年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41号中国长城铝业公司工学院 中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冶金工程  066134009

2600元/年 郑州市淮河东路南建华街5号
中南大学郑州铁路局郑州职工培训基地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车辆工程  066134010

2600元/年 洛阳市建设路50号
中南大学洛阳有色金属职工大学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材料科学与工程  066134011

2600元/年 郑州市淮河东路南建华街5号
中南大学郑州铁路局郑州职工培训基地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交通运输  066134012

069　武汉理工大学　(电话:027-87880058)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北岸武陟迎宾大道中段
武汉理工大学黄河交通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069134001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北岸武陟迎宾大道中段
武汉理工大学黄河交通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069134002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北岸武陟迎宾大道中段
武汉理工大学黄河交通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汽车服务工程  069134003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北岸武陟迎宾大道中段
武汉理工大学黄河交通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069144004

 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北岸武陟迎宾大道中段
武汉理工大学黄河交通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069144005

075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电话:010-88561931)

20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工人路84号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075144001

20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工人路84号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劳动关系  075144002

20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工人路84号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社会工作  075154003

102　北京印刷学院　(电话:010-60261546)

2400元/年 郑州市惠济区清华园路1号
北京印刷学院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编辑出版学  102114001

2880元/年 郑州市惠济区清华园路1号
北京印刷学院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包装工程  102134002

2880元/年 郑州市惠济区清华园路1号
北京印刷学院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2134003

2880元/年 郑州市惠济区清华园路1号
北京印刷学院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印刷工程  102134004

2400元/年 郑州市惠济区清华园路1号
北京印刷学院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102144005

108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电话:010-82426899)

 开封市大梁路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开封大学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08134001

 开封市大梁路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开封大学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08134002

 开封市大梁路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开封大学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108144003

 开封市大梁路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开封大学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10814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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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封市大梁路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开封大学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108144005

 开封市大梁路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开封大学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电子商务  108144006

 开封市大梁路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开封大学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108144007

110　燕山大学　(电话:0335-8063717)

1500元/年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副24号
燕山大学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10134001

1500元/年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副24号
燕山大学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110134002

1500元/年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副24号
燕山大学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110144003

1500元/年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副24号
燕山大学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110154004

113　天津师范大学　(电话:022-23540201)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历史学  113114001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113114002

16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物理学  113134003

16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113134004

16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  113134005

16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13134006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113144007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113144008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113144009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  113144010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113144011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113144012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113154013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教育学  113164014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113164015

1300元/年 项城市正太路中段
天津师范大学项城市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113164016

117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电话:022-28115114)

1600元/年 河南新乡市小店工业园区经三路6号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河南新乡市高级技工学校函授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17134001

1600元/年 河南新乡市小店工业园区经三路6号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河南新乡市高级技工学校函授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117144002

1600元/年 河南新乡市小店工业园区经三路6号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河南新乡市高级技工学校函授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汽车维修工程教育  117144003

127　中北大学　(电话:0351-3921919)

1000元/年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西苑路副二十四号
中北大学洛阳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3.0财务管理  12714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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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沈阳药科大学　(电话:024-23986560)

2200元/年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文源街19号
沈阳药科大学河南制药职工中专函授站
18338008983,15083027099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中药学  139114001

2200元/年 开封市体育路14号
沈阳药科大学河南省医药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药学  139144002

2200元/年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文源街19号
沈阳药科大学河南制药职工中专函授站
18338008983,15083027099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药学  139144003

152　吉林师范大学　(电话:0434-3294330)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新闻学  152114001

13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152114002

13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历史学  152114003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52134004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  152134005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152134006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子信息工程  152134007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物理学  152134008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152144009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152144010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国际经济与贸易  152144011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地理科学  152144012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152144013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生物科学  152144014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心理学  152144015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旅游管理  152144016

13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152154017

13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思想政治教育  152154018

13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152164019

13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152164020

13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教育学  152164021

1500元/年 许昌市新兴路208号
吉林师范大学许昌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按体育类统一

专升本-教育函授2.5体育教育  152164022

161　南京邮电大学　(电话:025-83492717)

2000元/年 郑州市南阳路170—13
南京邮电大学河南省邮政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邮政管理方向)  161144001

2000元/年 郑州市南阳路170—13
南京邮电大学河南省邮政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邮政金融方向)  16114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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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南京审计学院　(电话:025-86585000)

2000元/年 河南郑州市政七街27号
南京审计学院河南省审计干部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168144001

2000元/年 河南郑州市政七街27号
南京审计学院河南省审计干部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审计学  168144002

182　中国计量学院　(电话:0571-86835789)

237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152号
中国计量学院河南省技术监督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测控技术与仪器  182134001

237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中原中路152号
中国计量学院河南省技术监督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产品质量工程  182144002

187　嘉兴学院　(电话:0573-83647179)

 洛阳市建设路50号
嘉兴学院洛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187134001

 洛阳市建设路50号
嘉兴学院洛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187134002

 洛阳市建设路50号
嘉兴学院洛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环境工程  187134003

 洛阳市建设路50号
嘉兴学院洛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187144004

 洛阳市建设路50号
嘉兴学院洛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187144005

 洛阳市建设路50号
嘉兴学院洛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187144006

 洛阳市建设路50号
嘉兴学院洛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187144007

 洛阳市建设路50号
嘉兴学院洛阳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187164008

201　山东科技大学　(电话:0538-3075928)

18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工人路84号郑州职工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郑州职工大学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201134001

18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工人路84号郑州职工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郑州职工大学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电子商务  201144002

202　青岛科技大学　(电话:0532-84022767)

2200元/年 焦作市民主中路24号
青岛科技大学焦作总工会职工中专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202134001

2200元/年 焦作市民主中路24号
青岛科技大学焦作总工会职工中专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02134002

2200元/年 焦作市民主中路24号
青岛科技大学焦作总工会职工中专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202134003

204　山东交通学院　(电话:0531-80687264)

2000元/年 南阳市百里奚南路1206号
山东交通学院南阳公路技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204134001

2000元/年 南阳市百里奚南路1206号
山东交通学院南阳公路技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204144002

211　湖北工业大学　(电话:027-59751000)

河南省焦作市政二街焦作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建筑经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211134001

河南省焦作市政二街焦作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建筑经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1134002

河南省焦作市政二街焦作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建筑经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11134003

河南省焦作市政二街焦作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建筑经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房地产经营管理  211144004

215　三峡大学　(电话:0717-648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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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元/年 河南省平顶山光明路南段飞行集团技校
三峡大学河南平顶山华医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广播电视新闻学  215114001

2400元/年 河南省平顶山光明路南段飞行集团技校
三峡大学河南平顶山华医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215114002

2600元/年 河南省平顶山光明路南段飞行集团技校
三峡大学河南平顶山华医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水利水电工程* 215134003

2600元/年 河南省平顶山光明路南段飞行集团技校
三峡大学河南平顶山华医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215134004

2600元/年 河南省平顶山光明路南段飞行集团技校
三峡大学河南平顶山华医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15134005

2400元/年 河南省平顶山光明路南段飞行集团技校
三峡大学河南平顶山华医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215144006

2400元/年 河南省平顶山光明路南段飞行集团技校
三峡大学河南平顶山华医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215144007

2400元/年 河南省平顶山光明路南段飞行集团技校
三峡大学河南平顶山华医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215144008

2400元/年 河南省平顶山光明路南段飞行集团技校
三峡大学河南平顶山华医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215154009

2400元/年 河南省平顶山光明路南段飞行集团技校
三峡大学河南平顶山华医培训学校函授教育辅导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教育技术学  215164010

219　黄冈师范学院　(电话:0713-8616611)

 登封市高成镇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登封市职业中专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219114001

 登封市高成镇
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登封市职业中专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219144002

22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电话:0731-85623366)

16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森林工程* 222134001

16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食品科学与工程  222134002

16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222134003

15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222144004

15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222144005

15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电子商务  222144006

15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222144007

15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222144008

15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222144009

15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农林经济管理* 222144010

15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222154011

1600元/年 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园林* 222174012

223　长沙理工大学　(电话:0731-85647212)

 河南省郑州市桃源路42号
长沙理工大学河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223134001

 河南省郑州市桃源路42号
长沙理工大学河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23134002

 河南省郑州市桃源路42号
长沙理工大学河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热能与动力工程  223134003

224　湖南师范大学　(电话:0731-8891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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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金水东路和新107交叉路口
湖南师范大学河南信息工程专修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224144001

254　西安理工大学　(电话:029-82312909)

2000元/年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文源路19号
西安理工大学河南省制药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18338008983,15083027099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254134001

2000元/年 三门峡市大岭路8号
西安理工大学三门峡市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254134002

2000元/年 三门峡市大岭路8号
西安理工大学三门峡市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热能与动力工程  254134003

2000元/年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文源路19号
西安理工大学河南省制药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18338008983,15083027099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254144004

2000元/年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文源路19号
西安理工大学河南省制药职工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18338008983,15083027099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254154005

255　西安工业大学　(电话:029-83208124)

1600元/年 河南郑州市工人路84号
西安工业大学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河南郑州招生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55134001

1600元/年 河南郑州市工人路84号
西安工业大学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河南郑州招生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55134002

1600元/年 河南郑州市工人路84号
西安工业大学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河南郑州招生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255134003

1600元/年 河南郑州市工人路84号
西安工业大学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河南郑州招生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55134004

1500元/年 河南郑州市工人路84号
西安工业大学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河南郑州招生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255144005

1500元/年 河南郑州市工人路84号
西安工业大学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河南郑州招生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255144006

1500元/年 河南郑州市工人路84号
西安工业大学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河南郑州招生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255144007

1500元/年 河南郑州市工人路84号
西安工业大学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河南郑州招生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255144008

1500元/年 河南郑州市工人路84号
西安工业大学郑州市职工大学函授站  河南郑州招生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255154009

256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电话:029-82628201)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九都西路71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材料科学与工程  256134001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九都西路71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256134002

 河南省三门峡市上阳路南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256134003

 河南省三门峡市上阳路南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冶金工程  256134004

 河南省三门峡市上阳路南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256134005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九都西路71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256144006

 河南省三门峡市上阳路南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三门峡黄金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256144007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九都西路71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256144008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九都西路71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洛阳理工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256144009

266　陕西理工学院　(电话:0916-2641757)

2200元/年 开封市大梁路西段
陕西理工学院开封市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66134001

2200元/年 开封市大梁路西段
陕西理工学院开封市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6613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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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元/年 开封市大梁路西段
陕西理工学院开封市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热能与动力工程  266134003

361　河南教育学院　(电话:0371-86675800)

1300元/年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北路22号   师

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361112001

1300元/年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北路22号 河南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61114002

1700元/年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北路22号 河南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361134003

1300元/年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北路22号 河南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361164004

1300元/年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北路22号 河南

专升本-教育函授2.5教育学  361164005

1300元/年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北路22号 河南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361164006

380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电话:0371-68252176)

1900元/年 郑州航空港区富士康公司IE学院专升本-理工业余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80132001

15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80134002

15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80134003

15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通信工程  380134004

15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80134005

1500元/年 许昌市七里店办事处周庄社区（461000）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工学
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80134006

15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80134007

1500元/年 许昌市七里店办事处周庄社区（461000）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技工学
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80134008

1900元/年 郑州航空港区富士康公司IE学院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会计学  380142009

13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80144010

15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造价  380144011

15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380144012

13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380144013

13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380144014

13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0144015

13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0144016

1300元/年 郑州市大学中路2号（450015）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0154017

381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电话:0371-65790259)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36号花园校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81134001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36号花园校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81134002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36号花园校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测绘工程* 381134003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36号花园校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8113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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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36号花园校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给水排水工程* 381134005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36号花园校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直属函授站  招开封黄河系统职工

专升本-理工函授2.5交通工程  381134006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36号花园校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水利水电工程* 381134007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36号花园校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直属函授站  招开封黄河系统职工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381134008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36号花园校区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381144009

382　郑州轻工业学院　(电话:0371-63557135)

1700元/年 郑州市东风路5号
郑州轻工业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382134001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湛河南路中段
郑州轻工业学院平顶山市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382134002

1300元/年 南阳市卧龙路农苑巷152号
郑州轻工业学院南阳市第五中等职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2144003

1300元/年 郑州市东风路5号
郑州轻工业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2144004

1300元/年 焦作市太行东路28号
郑州轻工业学院焦作市冶金建材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2144005

1300元/年 开封苹果园南路8号
郑州轻工业学院开封绿业电脑艺术中等职业学校函授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2144006

1300元/年 鹤壁市红旗街西段
郑州轻工业学院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2144007

1300元/年 许昌市许继大道西侧
郑州轻工业学院许昌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2144008

1300元/年 郑州市东风路5号
郑州轻工业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2144009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湛河南路中段
郑州轻工业学院平顶山市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2144010

1300元/年 灵宝市焦村镇焦村街
郑州轻工业学院灵宝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2144011

1300元/年 开封苹果园南路8号
郑州轻工业学院开封绿业电脑艺术中等职业学校函授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2144012

1300元/年 许昌市许继大道西侧
郑州轻工业学院许昌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2144013

1300元/年 郑州市东风路5号
郑州轻工业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82144014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湛河南路中段
郑州轻工业学院平顶山市工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82144015

1300元/年 鹤壁市红旗街西段
郑州轻工业学院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82144016

1300元/年 郑州市东风路5号
郑州轻工业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2154017

383　河南工业大学　(电话:0371-67789879)

17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车辆工程  383134001

17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食品科学与工程  383134002

17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材料科学与工程  383134003

17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83134004

17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83134005

17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83134006

13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314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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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3144008

13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383144009

13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物流管理  383144010

1300元/年 郑州市嵩山南路140号
河南工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3154011

384　中原工学院　(电话:0371-67698055)

17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热能与动力工程  384134001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热能与动力工程  384134002

17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384134003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384134004

17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84134005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84134006

17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84134007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84134008

17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84134009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84134010

17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84134011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84134012

17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84134013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84134014

17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384134015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384134016

17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84134017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84134018

13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384144019

13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384144020

13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4144021

13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4144022

13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4144023

13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4144024

13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384144025

13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384144026

1300元/年 商丘市桂林路9号
中原工学院商丘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415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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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元/年 郑州市中原中路41号
中原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4154028

386　郑州大学　(电话:0371-67763956)

1300元/年 郑州大学南校区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86114001

1700元/年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86134002

1700元/年 郑州大学南校区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86134003

1700元/年 郑州大学校本部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86134004

1700元/年 郑州大学南校区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86134005

1700元/年 新乡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大学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386134006

1700元/年 郑州大学校本部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386134007

2500元/年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3.0药学  386142008

2500元/年 郑州大学校本部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3.0药学  386142009

2500元/年 周口市华中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3.0药学  386142010

1300元/年 郑州大学南校区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86144011

1300元/年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86144012

1300元/年 郑州大学南校区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86144013

1300元/年 周口市华中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大学周口市华中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86144014

1300元/年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6144015

1300元/年 郑州大学南校区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6144016

1300元/年 周口市华中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大学周口市华中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6144017

1700元/年 郑州大学校本部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386144018

1300元/年 郑州大学南校区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386144019

1300元/年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6144020

1300元/年 郑州大学南校区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86144021

1300元/年 郑州大学南校区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6154022

1300元/年 郑州大学南校区 郑州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教育函授2.5教育学  386164023

2500元/年 郑州大学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护理学  386182024

2500元/年 郑州大学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医学检验  386182025

2500元/年 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护理学  386182026

2500元/年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护理学  386182027

2500元/年 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护理学  386182028

2500元/年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护理学  386182029

2500元/年 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专升本-医学业余3.0护理学  38618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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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元/年 鹤壁职业技术学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医学检验  386182031

2500元/年 郑州大学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医学影像学  386182032

2500元/年 郑州大学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口腔医学  386182033

2500元/年 郑州大学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临床医学  386182034

2500元/年 许昌市第五人民医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医学检验  386182035

2500元/年 周口市华中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专升本-医学业余3.0护理学  386182036

387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电话:0371-63571971)

1500元/年 郑州市文化路90号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会计学  387142001

1300元/年 郑州市文化路80号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7144002

1300元/年 商丘市梁园区胜利路127号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共商丘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7144003

1300元/年 许昌市六一路十五号教师培训中心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许昌市中心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函授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7144004

1300元/年 南阳市高新区七里园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南阳市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7144005

1300元/年 南阳市人民路工人文化宫院内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南阳总工会中等职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7144006

1300元/年 三门峡市文化路三门峡中专成教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三门峡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87144007

1300元/年 郑州市文化路80号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7154008

1300元/年 商丘市梁园区胜利路127号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共商丘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7154009

1300元/年 许昌市六一路十五号教师培训中心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许昌市中心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函授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7154010

1300元/年 南阳市高新区七里园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南阳市河南省经济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7154011

1300元/年 南阳市人民路工人文化宫院内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南阳总工会中等职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7154012

1300元/年 三门峡市文化路三门峡中专成教部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三门峡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87154013

389　河南中医学院　(电话:0371-65953091)

2500元/年 郑州市金水路一号，河南中医学院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中药学  389112001

2500元/年 郑州市金水路一号，河南中医学院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3.0针灸推拿学  389112002

2500元/年 郑州市金水路一号，河南中医学院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3.0中医学(含中医骨伤)  389112003

1700元/年 郑州市金水路1号
河南中医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制药工程  389134004

2500元/年 郑州市金水路一号，河南中医学院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药学  389142005

2500元/年 郑州市金水路一号，河南中医学院专升本-医学业余2.5护理学  389182006

2500元/年 郑州市金水路一号，河南中医学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中西医临床医学  389182007

2500元/年 郑州市金水路一号，河南中医学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康复治疗学  389182008

390　河南农业大学　(电话:0371-63558226)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39013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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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390134002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390134003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390134004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交通运输  390134005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交通运输  390134006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交通运输  390134007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交通运输  390134008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环境工程  390134009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环境工程  390134010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环境工程  390134011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90134012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90134013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90134014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0134015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0134016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0134017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食品质量与安全  390134018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食品质量与安全  390134019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食品质量与安全  390134020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食品质量与安全  390134021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90144022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90144023

13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90144024

13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90144025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0144026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0144027

13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0144028

13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0144029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农林经济管理* 390144030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农林经济管理* 390144031

13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农林经济管理* 390144032

13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农林经济管理* 390144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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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390144034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390144035

13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390144036

13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390144037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390144038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390144039

13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390144040

13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390144041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0154042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0154043

13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0154044

13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0154045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动物医学* 390174046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动物医学* 390174047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动物医学* 390174048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动物医学* 390174049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园林* 390174050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园林* 390174051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园林* 390174052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园林* 390174053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林学* 390174054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林学* 390174055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林学* 390174056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林学* 390174057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烟草* 390174058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烟草* 390174059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烟草* 390174060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烟草* 390174061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文昌大道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市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农学* 390174062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八一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周口高联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农学* 390174063

1700元/年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路南段
河南农业大学长葛市职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农学* 390174064

1700元/年 郑州市农业路63号
河南农业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农学* 39017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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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河南大学　(电话:0371-22860159)

1500元/年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师范类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391112001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新闻学  391114002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91114003

17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1134004

17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91134005

17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1134006

1900元/年 开封市明伦街85号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3.0药学  391142007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1144008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391144009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1144010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1144011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391144012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91144013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391144014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1154015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391164016

1300元/年 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大学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391164017

2500元/年 开封市明伦街85号专升本-医学业余3.0医学影像学  391182018

2500元/年 开封市明伦街85号专升本-医学业余3.0护理学  391182019

2500元/年 开封市明伦街85号专升本-医学业余3.0医学检验  391182020

2500元/年 开封市明伦街85号专升本-医学业余3.0临床医学  391182021

2500元/年 开封市明伦街85号专升本-医学业余3.0口腔医学  391182022

392　河南师范大学　(电话:0373-3328787)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师范类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392112001

1300元/年
周口市周口大道10号周口幼儿师范学校函授部 河南师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92114002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92114003

1300元/年 郑州市紫荆山路73号郑州商贸学校院内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利华高等教育中心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92114004

1300元/年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委党校
河南师范大学漯河郾城区委党校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92114005

1300元/年 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农垦大厦109室
河南师范大学鹤壁市职工教育中心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92114006

1300元/年
南阳市人民路170号工人文化宫南阳市总工会
河南师范大学南阳市总工会中等职业学校函授站  师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9211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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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392134008

1700元/年 郑州市紫荆山路73号郑州商贸学校院内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利华高等教育中心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392134009

17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92134010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心理学  392144011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392144012

1300元/年
鹤壁市职工教育园区大学路鹤壁机电信息工程学校
河南师范大学鹤壁市机电信息工程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2144013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2144014

1300元/年 郑州市紫荆山路73号郑州商贸学校院内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利华高等教育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2144015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392144016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2144017

1300元/年 郑州市紫荆山路73号郑州商贸学校院内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利华高等教育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2144018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392144019

1300元/年 郑州市紫荆山路73号郑州商贸学校院内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利华高等教育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392144020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2144021

1300元/年 郑州市紫荆山路73号郑州商贸学校院内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利华高等教育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2144022

1300元/年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委党校
河南师范大学漯河郾城区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2144023

1300元/年 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道农垦大厦109室
河南师范大学鹤壁市职工教育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2144024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2154025

1300元/年 郑州市紫荆山路73号郑州商贸学校院内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利华高等教育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2154026

1300元/年 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委党校
河南师范大学漯河郾城区委党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2154027

1300元/年
鹤壁市职工教育园区大学路鹤壁机电信息工程学校
河南师范大学鹤壁市机电信息工程学校函授站  师范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392164028

1300元/年
周口市周口大道10号周口幼儿师范学校函授部 河南师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392164029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392164030

1300元/年 郑州市紫荆山路73号郑州商贸学校院内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利华高等教育中心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392164031

1300元/年
周口市周口大道10号周口幼儿师范学校函授部 河南师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392164032

13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392164033

1300元/年 郑州市紫荆山路73号郑州商贸学校院内
河南师范大学河南利华高等教育中心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392164034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湛南路中段平顶山工业学校
河南师范大学平顶山市工业学校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392164035

1300元/年
南阳市人民路170号工人文化宫南阳市总工会
河南师范大学南阳市总工会中等职业学校函授站  师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392164036

1700元/年 河南师范大学 河南师范大学直属函授站专升本-农学函授2.5水产养殖学  39217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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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新乡医学院　(电话:0373-3831232)

2500元/年 校本部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3.0药学  393142001

2500元/年 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医学检验  393182002

2500元/年 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医学影像学  393182003

2500元/年 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护理学  393182004

2500元/年 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麻醉学  393182005

2500元/年 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临床医学  393182006

2500元/年 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预防医学  393182007

2500元/年 校本部专升本-医学业余3.0口腔医学  393182008

394　河南科技学院　(电话:0373-3040230)

1300元/年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394112001

13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94114002

17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4134003

17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城市规划  394134004

17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94134005

17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4134006

17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394134007

1700元/年 汝州市向阳东路（郑州一中东隔壁）
河南科技学院汝州市天地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函授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4134008

17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4134009

13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国际经济与贸易  394144010

13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4144011

13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394144012

13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环境科学  394144013

13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4154014

13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教育学  394164015

17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动物医学* 394174016

17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园林* 394174017

1700元/年 新乡市华兰大道东段
河南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农学* 394174018

395　信阳师范学院　(电话:0376-6391909)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师范类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395112001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39511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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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按美术类统一加试 师范类

专升本-艺术业余2.5美术学  395122003

17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按音乐类统一加试 师范类

专升本-艺术业余2.5音乐学  395122004

17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5134005

17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395134006

17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95134007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5144008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5144009

17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395144010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395144011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心理学  395144012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395144013

17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地理科学  395144014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思想政治教育  395154015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5154016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395164017

1300元/年 河南省信阳市南湖路237号
信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教育学  395164018

396　河南科技大学　(电话:0379-64810223)

17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理工业余2.5土木工程  396132001

17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理工业余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6132002

17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理工业余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6132003

1500元/年 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河南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6134004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6134005

1500元/年 商丘市凯旋中路89号（476000）
河南科技大学商丘现代成人继续教育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车辆工程  396134006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车辆工程  396134007

1500元/年 安阳市文源街19号
河南科技大学河南省制药职工中专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制药工程  396134008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制药工程  396134009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6134010

1500元/年 宁陵县文昌路26号
河南科技大学宁陵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96134011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96134012

1500元/年 安阳市文源街19号
河南科技大学河南省制药职工中专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6134013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6134014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软件工程  39613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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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元/年 汝州市丹阳中路92号
河南科技大学汝州市天地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函授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6134016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6134017

17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会计学  396142018

2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3.0药学  396142019

15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李北村
河南科技大学洛阳长城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6144020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6144021

1500元/年 鹤壁市淇滨区华山路南段
河南科技大学鹤壁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396144022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396144023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396144024

15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李村镇李北村
河南科技大学洛阳长城中等专业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6144025

1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6144026

1300元/年 汝州市丹阳中路92号
河南科技大学汝州市天地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函授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6154027

13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6154028

2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临床医学  396182029

2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医学检验  396182030

2500元/年 河南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医学业余3.0护理学  396182031

397　河南理工大学　(电话:0391-3987227)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7134001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7134002

17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7134003

17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7134004

17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7134005

17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7134006

17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7134007

17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7134008

17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7134009

17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397134010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7134011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7134012

17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7134013

17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7134014

17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713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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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7134016

17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7134017

17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7134018

17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7134019

17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397134020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只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397134021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只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397134022

17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只招男生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397134023

17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397134024

17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只招男生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397134025

17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只招男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397134026

17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只招男生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397134027

17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只招男生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397134028

17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只招男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397134029

17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只招男生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采矿工程* 397134030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7134031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7134032

17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7134033

17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7134034

17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7134035

17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7134036

17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7134037

17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7134038

17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7134039

17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397134040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7134041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7134042

17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7134043

17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7134044

17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7134045

17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7134046

17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713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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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7134048

17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7134049

17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397134050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397134051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397134052

17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397134053

17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397134054

17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397134055

17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397134056

17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397134057

17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397134058

17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397134059

17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地质工程* 397134060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97134061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97134062

17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97134063

17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97134064

17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97134065

17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97134066

17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97134067

17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97134068

17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97134069

17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397134070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消防工程  397134071

17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消防工程  397134072

17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消防工程  397134073

17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消防工程  397134074

17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消防工程  397134075

17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消防工程  397134076

17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消防工程  397134077

17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消防工程  397134078

17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消防工程  397134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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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消防工程  397134080

13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7144081

13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7144082

13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7144083

13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7144084

13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7144085

13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7144086

13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7144087

13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7144088

13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7144089

13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397144090

13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7144091

13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7144092

13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7144093

13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7144094

13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7144095

13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7144096

13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7144097

13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7144098

13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7144099

13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397144100

13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7144101

13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7144102

13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7144103

13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7144104

13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7144105

13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7144106

13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7144107

13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7144108

13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7144109

13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397144110

1300元/年 河南省郑州矿区西街1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715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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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华山路103号
河南理工大学郑州煤矿机械制造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7154112

1300元/年 济源市学苑路2号
河南理工大学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7154113

1300元/年 安阳县水冶镇北环路中段
河南理工大学安阳鑫龙(集团）煤业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7154114

1300元/年 许昌市建设西路西段灞陵公园对面
河南理工大学许昌市工商管理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7154115

1300元/年 义马市千秋路16号
河南理工大学义马煤炭高级技工学校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7154116

1300元/年 鹤壁市山城区红旗街西段
河南理工大学鹤壁煤业技师学院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7154117

1300元/年 平顶山市矿工中路南72号
河南理工大学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7154118

1300元/年 焦作市岭南路
河南理工大学焦作煤业集团职教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7154119

1300元/年 河南焦作解放中路142号
河南理工大学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397154120

399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电话:0371-65765051,63515922)

1500元/年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16号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动物医学* 399174001

401　河南警察学院　(电话:0371-86118263)

1300元/年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东路1号
河南警察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刑事科学技术* 401134001

1300元/年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东路1号
河南警察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治安学* 401154002

403　河南工程学院　(电话:0371-67718763)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
煤炭行业特招计划

专升本-理工业余2.5采矿工程* 403132001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
煤炭行业特招计划

专升本-理工业余2.5安全工程  403132002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专升本-理工业余2.5安全工程  403132003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专升本-理工业余2.5环境工程  403132004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专升本-理工业余2.5土木工程  403132005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专升本-理工业余2.5采矿工程* 403132006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专升本-理工业余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03132007

17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专升本-理工业余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3132008

13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人力资源管理  403142009

13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会计学  403142010

1300元/年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62号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市场营销  403142011

406　洛阳师范学院　(电话:0379-65515028)

13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路1号   师范类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06112001

13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路1号   师范类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汉语言文学  406112002

17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路1号
按音乐类统一加试 师范类

专升本-艺术业余2.5音乐学  406122003

17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路1号   师范类专升本-理工业余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061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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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路1号   师范类专升本-理工业余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06132005

13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路1号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会计学  406142006

13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路1号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工商管理  406142007

13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路1号专升本-法学业余2.5法学  406152008

13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路1号   师范类专升本-教育业余2.5小学教育  406162009

1300元/年 洛阳市伊滨区玉泉路1号   师范类专升本-教育业余2.5学前教育  406162010

408　洛阳理工学院　(电话:0379-65929170)

1400元/年
洛阳市洛龙区学子街8号洛阳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08112001

1700元/年
洛阳市洛龙区学子街8号洛阳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408134005

1700元/年
洛阳市洛龙区学子街8号洛阳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自动化  408134006

1700元/年
洛阳市洛龙区学子街8号洛阳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08134007

1700元/年
洛阳市洛龙区学子街8号洛阳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电子工程  408134008

1700元/年
洛阳市洛龙区学子街8号洛阳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408134009

1300元/年
洛阳市洛龙区学子街8号洛阳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408144010

 洛阳市洛龙区学子街8号洛阳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洛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08164002

411　郑州师范学院　(电话:0371-65501008)

1300元/年 郑州师范学院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汉语言文学  411112001

1300元/年 郑州师范学院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11112002

1700元/年 郑州师范学院专升本-理工业余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11132003

1300元/年 郑州师范学院专升本-教育业余2.5小学教育  411162004

1300元/年 郑州师范学院专升本-教育业余2.5学前教育  411162005

414　平顶山学院　(电话:0375-2657606)

1300元/年 平顶山学院   师范类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14112001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平顶山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14114002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平顶山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4134003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平顶山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14134004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平顶山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414144005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平顶山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414144006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平顶山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414144007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平顶山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414144008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平顶山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41415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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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平顶山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414164010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未来路南段
平顶山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14164011

2200元/年 平顶山学院专升本-医学业余2.5护理学  414182012

415　河南城建学院　(电话:0375-3673580)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15134001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415134002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环境工程  415134003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给水排水工程* 415134004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415134005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  415134006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415134007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城市规划  415134008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测绘工程* 415134009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热能与动力工程  415134010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5134011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安全工程  415134012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415134013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415144014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415144015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造价  415144016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房地产经营管理  415144017

13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415154018

1700元/年 平顶山市新城区龙翔大道
河南城建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园林* 415174019

417　新乡学院　(电话:0373-3044458)

13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17112001

13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17114002

13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对外汉语  417114003

17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艺术业余2.5美术学  417122004

17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艺术业余2.5艺术设计  417122005

17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417134006

17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713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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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17134008

13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417144009

13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417144010

13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国际经济与贸易  417144011

13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法学函授2.5社会工作  417154012

13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417164013

1300元/年
河南省新乡市文化路196号（新乡学院文化路校区）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17164014

419　安阳师范学院　(电话:0372-2902021)

13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师范类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19112001

13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19114002

17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按音乐类统一加试
师范类

专升本-艺术业余2.5音乐学  419122003

17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按美术类统一加试
师范类

专升本-艺术业余2.5美术学  419122004

17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19134005

17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419134006

17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19134007

17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19134008

13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419144009

13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419144010

13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金融学  419144011

13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419144012

13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419144013

13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419154014

13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19164015

1300元/年 安阳市文明大道265号
安阳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419164016

420　安阳工学院　(电话:0372-2909831)

1500元/年 安阳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理工业余2.5土木工程  420132001

1500元/年 安阳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理工业余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20132002

1500元/年 安阳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理工业余2.5化学工程与工艺  420132003

1500元/年 安阳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理工业余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20132004

1500元/年 安阳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理工业余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20132005

1300元/年 安阳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工商管理  4201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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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元/年 安阳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市场营销  420142007

1300元/年 安阳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会计学  420142008

421　许昌学院　(电话:0374-2968753)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师范类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21112001

1300元/年 商丘市夏邑县滨河路北段
许昌学院夏邑县广播电视大学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1114002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1114003

16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21134004

16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与自动化  421134005

16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含路桥方向)  421134006

16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21134007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421144008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421144009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421144010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421144011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421144012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421144013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421154014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421164015

1300元/年 许昌市八一路东段 许昌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21164016

422　商丘师范学院　(电话:0370-2595196)

13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22112001

13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2114002

13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广播电视新闻学  422114003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  按美术类统一加试专升本-艺术业余2.5摄影  422122004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应用化学  422134005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22134006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422134007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22134008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测绘工程* 422134009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422134010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通信工程  42213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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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统计学  422134012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422144013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电子商务  422144014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422144015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经济学  422144016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社会工作  422154017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422154018

13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22164019

13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教育学  422164020

13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422164021

1700元/年 商丘市文化路298号
商丘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农学函授2.5园林* 422174022

423　黄淮学院　(电话:0396-2869228)

13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师范类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23112001

13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3114002

17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按美术类统一加试
师范类

专升本-艺术业余2.5美术学  423122003

17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工程与工艺  423134004

17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423134005

17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23134006

17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23134007

17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423134008

13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423144009

13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423144010

13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国际经济与贸易  423144011

13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公共事业管理  423144012

13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423144013

1700元/年 驻马店市开源路6号 黄淮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农学函授2.5园林* 423174014

424　周口师范学院　(电话:0394-8376166)

1300元/年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24112001

1300元/年 河南省商丘市平原路人才培训学校
周口师范学院商丘人才培训学校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4114002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城关镇
周口师范学院淮阳宇翔职业中专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4114003

1300元/年 卫辉市健康路卫辉教师进修学校
周口师范学院卫辉教师进修学校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411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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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元/年 汝州市丹阳路汝州天地职业中专
周口师范学院汝州天地职业中专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4114005

13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4114006

1700元/年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按美术类统一加试 师范类

专升本-艺术业余2.5美术学  424122007

1700元/年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按音乐类统一加试 师范类

专升本-艺术业余2.5音乐学  424122008

1700元/年 河南省商丘市平原路人才培训学校
周口师范学院商丘人才培训学校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24134009

17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城关镇
周口师范学院淮阳宇翔职业中专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24134010

1700元/年 卫辉市健康路卫辉教师进修学校
周口师范学院卫辉教师进修学校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24134011

1700元/年 汝州市丹阳路汝州天地职业中专
周口师范学院汝州天地职业中专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24134012

17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24134013

17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24134014

17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化学  424134015

17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物理学  424134016

13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人力资源管理  424144017

13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424144018

13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市场营销  424144019

13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思想政治教育  424154020

13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424154021

13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424164022

1300元/年 河南省商丘市平原路人才培训学校
周口师范学院商丘人才培训学校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24164023

1300元/年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城关镇
周口师范学院淮阳宇翔职业中专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24164024

1300元/年 卫辉市健康路卫辉教师进修学校
周口师范学院卫辉教师进修学校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24164025

1300元/年 汝州市丹阳路汝州天地职业中专
周口师范学院汝州天地职业中专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24164026

13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24164027

13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教育技术学  424164028

1700元/年 周口市文昌大道周口师范学院
周口师范学院直属函授站 按体育类统一加试 师范类

专升本-教育函授2.5体育教育  424164029

425　信阳农林学院　(电话:0376-6506165)

1500元/年 信阳农林学院专升本-农学业余2.5水产养殖学* 425172001

1500元/年 信阳农林学院专升本-农学业余2.5动物医学* 425172002

426　南阳师范学院　(电话:0377-63513771)

1300元/年 南阳师范学院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26112001

1300元/年
南阳市卧龙路1398号南阳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南阳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611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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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元/年 南阳师范学院  按美术类统一加试专升本-艺术业余2.5美术学  426122003

1700元/年 南阳师范学院  按音乐类统一加试专升本-艺术业余2.5音乐学  426122004

1700元/年
南阳市卧龙路1398号南阳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南阳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426134005

1700元/年
南阳市卧龙路1398号南阳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南阳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26134006

1700元/年
南阳市卧龙路1398号南阳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南阳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26134007

1300元/年
南阳市卧龙路1398号南阳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南阳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行政管理  426144008

1300元/年
南阳市卧龙路1398号南阳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南阳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426144009

1300元/年
南阳市卧龙路1398号南阳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南阳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426154010

1300元/年
南阳市卧龙路1398号南阳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南阳

专升本-教育函授2.5教育学  426164011

1300元/年
南阳市卧龙路1398号南阳师范学院成人教育学院 南阳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26164012

427　南阳理工学院　(电话:0377-62076801)

25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3.0中医学  427112001

25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3.0中药学  427112002

13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专升本-文史中医业余2.5英语  427112003

13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文史中医函授2.5汉语言文学  427114004

17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427134005

17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427134006

17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427134007

17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27134008

17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建筑学  427134009

17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网络工程  427134010

17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子信息工程  427134011

1700元/年 鹤壁市长凤中路54号
南阳理工学院鹤壁市职工教育中心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27134012

17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27134013

17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数学与应用数学  427134014

13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427144015

13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程管理  427144016

13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工商管理  427144017

13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法学函授2.5法学  427154018

13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
南阳理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小学教育  427164019

2500元/年 南阳市长江路80号专升本-医学业余2.5护理学  427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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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0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电话:0371-85011888)

1800元/年
郑州市南大学城新郑新城区中华北路郑州工业应用技

专升本-艺术业余2.5艺术设计  430122001

1800元/年
郑州市南大学城新郑新城区中华北路郑州工业应用技
术学院新校区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车辆工程  430134002

1800元/年
郑州市南大学城新郑新城区中华北路郑州工业应用技
术学院新校区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  430134003

1800元/年
郑州市南大学城新郑新城区中华北路郑州工业应用技

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药学  430142004

1800元/年
郑州市南大学城新郑新城区中华北路郑州工业应用技

专升本-医学业余2.5康复治疗学  430182005

1800元/年
郑州市南大学城新郑新城区中华北路郑州工业应用技

专升本-医学业余2.5护理学  430182006

433　黄河科技学院　(电话:0371-68786219)

 郑州市航海中路94号 黄河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专升本-理工函授2.5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433134001

 郑州市航海中路94号 黄河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0371-68786219

专升本-理工函授2.5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433134002

 郑州市航海中路94号 黄河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0371-68786219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433134003

 航海中路94号   0371-68786219专升本-经济管理业余2.5药学  433142004

 郑州市航海中路94号 黄河科技学院直属函授站
0371-68786219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财务管理  433144005

 航海中路94号   0371-68786219专升本-医学业余2.5医学检验  433182006

 航海中路94号   0371-68786219专升本-医学业余2.5临床医学  433182007

 航海中路94号   0371-68786219专升本-医学业余2.5护理学  433182008

448　商丘工学院　(电话:0370-3020828)

1700元/年 商丘市睢阳大道中段236号
商丘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理工函授2.5土木工程  448134001

1700元/年 商丘市睢阳大道中段236号
商丘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经济管理函授2.5会计学  448144002

1700元/年 商丘市睢阳大道中段236号
商丘工学院直属函授站

专升本-教育函授2.5学前教育  448164003

1900元/年 商丘市睢阳大道中段236号专升本-医学业余2.5护理学  448182004

491　三门峡广播电视大学　(电话:0398-2183557)

3400元/年 三门峡电大专升本-经济管理脱产2.0会计学  491141001

492　许昌广播电视大学　(电话:0374-2667575)

3400元/年 许昌电大专升本-文史中医脱产2.0汉语言  492111001

3400元/年 许昌电大专升本-经济管理脱产2.0会计学  492141002

3400元/年 许昌电大专升本-法学脱产2.0法学  492151003

494　商丘广播电视大学　(电话:0370-3953666)

3400元/年 商丘电大专升本-文史中医脱产2.0汉语言  494111001

3400元/年 商丘电大专升本-经济管理脱产2.0会计学  49414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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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0元/年 商丘电大专升本-法学脱产2.0法学  49415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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