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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认定机构网址及咨询电话 
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济

南

市 

济南市教育局 0531-86126157 http://jnedu.jinan.gov.cn/ 

济南市历下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1-86553609 http://www.lixia.gov.cn/jyj/ 

济南市市中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1-67987600 微信公众号：济南市中教育 

济南市天桥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1-80998128 

80998129 
微信公众号：济南天桥教育 

济南市槐荫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1-81255674 微信公众号：济南槐荫教育 

济南市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1-88161120 微信公众号：济南市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济南市长清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1-87224160 微信公众号：长清区教育和体育局 

济南市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1-83212089 微信公众号：章丘区教育和体育局 

济南市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1-84235003 微信公众号：济阳教育体育局 

济南市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1-76119556 微信公众号：莱芜区教育和体育局 

济南市钢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1-75875727 微信公众号：钢城教育 

平阴县教育和体育局 0531-83101665 http://www.pingyin.gov.cn/ 

商河县教育和体育局 0531-84874730 http://www.shangh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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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青

岛

市 

青岛市教育局 0532-66209559 

http://edu.qingdao.gov.cn(青岛市教育局官网) 

市南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2-82868261 

市北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2-66751022 
李沧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2-87628942 
城阳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2-58005861 
西海岸新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2-86856628 
崂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2-88702597 
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2-88582300 
胶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0532-58566108 
平度市教育和体育局 0532-88361911 
莱西市教育和体育局 0532-88475572 

淄

博

市 

淄博市教育局 0533－2793606 

http://edu.zibo.gov.cn/ 或“淄博教育发布” 公

众微信号 

淄博市张店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3－2861659 
淄博市博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3－4160599 
淄博市淄川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3－5268728 
淄博市临淄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3－7866523 
淄博市周村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3－7875121 
桓台县教育和体育局 0533－8264150 
高青县教育和体育局 0533－6973337 
沂源县教育和体育局 0533－3227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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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枣

庄

市 

枣庄市教育局 
0632-3319602  

3389129 

http://edu.zaozhuang.gov.cn/  或"枣庄教育发

布“公众微信号 

枣庄市市中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632-8252017 http://www.zzszq.gov.cn/ 

枣庄市峄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0632-7716029 http://www.ycq.gov.cn 

枣庄市山亭区教育和体育局 0632-8862277 http://www.shanting.gov.cn 

枣庄市台儿庄区教育和体育局 0632-6681672 http://www.tez.gov.cn/ 

枣庄市薛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0632-5191525 http://www.xuecheng.gov.cn/ 

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0632-5598212 http://www.tengzhou.gov.cn/ 

东

营

市 

东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6-8388885 http://dyzwfw.sd.gov.cn/dy/govservice/notice 

东营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6-8220760 http://www.dyq.gov.cn/ 

河口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6-7020189 
http://www.hekou.gov.cn/col/col37066/index.h

tml 

垦利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6-2560381 http://www.kenli.gov.cn 

广饶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6-6443512 http://www.guangrao.gov.cn/ 

利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6-5628995 http://www.liji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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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烟

台

市 

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5-6788036 

http://spj.yantai.gov.cn/index.html、

http://jyj.yantai.gov.cn/index.html 或“烟台政

务服务”“烟台教育发布”公众微信号 

芝罘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5-6631578 

http://spj.yantai.gov.cn/index.html、

http://jyj.yantai.gov.cn/index.html 或“烟台政

务服务”“烟台教育发布”公众微信号 

福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5-3029352、

0535-3029356 

http://spj.yantai.gov.cn/index.html、

http://jyj.yantai.gov.cn/index.html 或“烟台政

务服务”“烟台教育发布”“福山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公众微信号 

牟平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5-4214467 
http://www.muping.gov.cn/或“牟平教育”公众微

信号、“烟台教育发布”公众微信号 

莱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5-6793756 
http://jyj.yantai.gov.cn/index.html 或“烟台政

务服务”“烟台教育发布”公众微信号 

长岛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5-3215127 
http://jyj.yantai.gov.cn/index.html 或“烟台政

务服务”“烟台教育发布”公众微信号 

龙口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5-8578256 
http://ytlkzwfw.sd.gov.cn/ 或“烟台政务服务” 

“烟台教育发布”公众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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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莱阳市教育和体育局 0535-7269973 
http://www.laiyang.gov.cn/col/col18797/index

.html 

莱州市教育和体育局 0535-2212359 
http://www.laizhou.gov.cn/、“莱州教育”微信

公众号。 

蓬莱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5-5645351、 

0535-5643260 
http://www.penglai.gov.cn/ 

招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5-8166727 

http://www.zhaoyuan.gov.cn/col/col28485/inde

x.html、

http://ytzyzwfw.sd.gov.cn/zys/public/index、

“烟台教育发布”公众微信号或“招远市政务服务

中心”公众微信号 

栖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5-5265208 

http://ytqxzwfw.sd.gov.cn/qxs/public/index、

http://jyj.yantai.gov.cn/index.html 或“烟台教

育发布”公众微信号 

海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5-3221887 http://www.haiya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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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潍

坊

市 

潍坊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6-8097155 
http://zwzx.weifang.gov.cn/ 

http://jyj.weifang.gov.cn/ 

潍坊市潍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6-5607907 http://www.weicheng.gov.cn/ 

潍坊市寒亭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6-7289760 

0536-7262771 
http://www.hanting.gov.cn 

潍坊市坊子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6-7665339 
http://www.fangzi.gov.cn/或“坊子教育”微信公

众号 

潍坊市奎文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6-6036062 
奎文区政府网站：http://www.kuiwen.gov.cn/ 

或“奎文教资”公众号（微信 ID：kwjszg） 

临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6-6201578 
http://www.linqu.gov.cn/或“临朐审批服务”公

众微信号（微信 ID：lqspfw） 

昌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6-6278606 
http://www.changle.gov.cn/或“昌乐政务服务”

公众微信号 

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6-3889272 

http://www.qingzhou.gov.cn/、

http://wfqzzwfw.sd.gov.cn/qzs/govservice/not

ice 或微信公众号：青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诸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0536-6054075 

http://www.zhucheng.gov.cn/、

http://www.zhucheng.gov.cn/wbj/jyj/或微信公

众号：诸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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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寿光市教育和体育局 
0536-5211330 

0536-5222419 
http://www.shouguang.gov.cn/sgsjyj/gggs/ 

安丘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6-4393159 
http://www.anqiu.gov.cn/hd/或“安丘政务服务”

微信公众号（微信 ID:aqzwfw） 

高密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6-5609326 
微信公众号：高密市审批服务局

http://www.gaomi.gov.cn/ 

昌邑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6-7105851 

0536-7105852 

0536-7219925 

http://wfcyzwfw.sd.gov.cn/cys/govservice/not

ice 或“昌邑审批服务”公众微信号（微信 ID：

cyszwb） 

济

宁

市 

济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2366017 
http://zwfwzx.jining.gov.cn/（济宁市行政审批

服务局官网） 

任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6137282 

0537-5661925 

0537-6137285 

http://www.rencheng.gov.cn/col/col34423/inde

x.html（济宁市任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官网） 

微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6509102 
微信公众号：“微山政务服务”或

http://www.weishan.gov.cn 

鱼台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6251687 
http://www.yutai.gov.cn/（鱼台县人民政府网）

或微信公众号：鱼台县政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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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金乡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8722787 
http://www.jinxiang.gov.cn/col/col18256/inde
x.html(金乡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或“金乡政务服务”
微信公众号 

嘉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6625267 
http://www.jiaxiang.gov.cn/（嘉祥县人民政府
网） 

汶上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7213628 
http://www.wenshang.gov.cn/汶上县人民政府或
者“汶上政务为您服务”微信公众号 

泗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4256909 
http://www.sishui.gov.cn/泗水县人民政府 或
“泗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微信公众号 

梁山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7025667 
http://www.liangshan.gov.cn/（梁山县人民政府
网站）或“梁山县为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曲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4890603 

 
http://www.qufu.gov.cn/col/col17509/index.ht
ml(曲阜市人民政府网站 政府信息公开栏)、“曲阜
为民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 

兖州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3411070 微信公众号：兖州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邹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7-5112590 
0537-5296465 

邹城市人民政府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www.zoucheng.gov.cn/col/col24066/inde
x.html 邹城市人民政府 市教育和体育局  
http://www.zoucheng.gov.cn/col/col26494/inde
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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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泰

安

市 

泰安市教育局 0538-6995096 
http://jyj.taian.gov.cn   或  关注微信公

众号“泰安教育” 微信号：tasjyj 

泰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8-6368118  http://www.sdtaishan.gov.cn 

岱岳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8-8566509 关注微信公众号“岱岳教育” 微信号：daiyuejiaoyu 

新泰市教育和体育局 
0538-7251783、

13290130572 
http://www.xintai.gov.cn/ 

肥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0538-3210210 

3219119 

http://www.feicheng.gov.cn/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肥城教育发布”，微信号：fcjyfb 

宁阳县教育和体育局 
0538-5682321、

5689734 
http://www.ny.gov.cn 

东平县教育和体育局 0538-2092790 http://www.dongping.gov.cn/ 

威

海

市 

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631-5897179 http://whzwfw.sd.gov.cn/wh/public/index 

环翠区教育和体育局 0631-5311256 http://www.hcedu.cn/ 

文登区教育和体育局 
0631-8452790 

8468981 
http://www.wendeng.gov.cn 

荣成市教育和体育局 0631-7564006 
http://whrczwfw.sd.gov.cn/rongcheng/public/i

ndex 

乳山市教育和体育局 0631-6678900 
http://www.rushan.gov.cn/col/col52466/index.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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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日

照

市 

日照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633-8717209 
http://rzzwfw.sd.gov.cn    http://xzspj.r

izhao.gov.cn “日照好办事”微信公众号 

日照市东港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633-3228906、

8253658、8252978、

8251628 

http://www.rzdonggang.gov.cn    “东港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微信公众号 

日照市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633-3678010 
http://www.rzlanshan.gov.cn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岚山行政审批服务局” 

五莲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633-5336612、

5336628 
http://www.wulian.gov.cn 

莒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633-6203003 
http://www.juxian.gov.cn 或关注微信公众号“莒

县行政审批局” 

临

沂

市 

临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9-8770868；

0539-2032100 

微信公众号：临沂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http://xzsp.linyi.gov.cn/   http://jyj.lin

yi.gov.cn/  

临沂市兰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9-8182692   

临沂市罗庄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9-8927027（教

育局）； 

0539-8267219（审

批局） 

罗庄教育；罗庄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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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临沂市河东区教育和体育局 0539-8386336   

沂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9-3251626；

0539-3231338 
沂南县政务服务中心 

郯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9-6800579 郯城审批服务 

沂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9-2210606 沂水审批服务 

兰陵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9—5530283 兰陵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费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9-5620560 费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平邑县教育和体育局 0539-4211571   

莒南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17661501022 莒南审批服务 

蒙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9-4803196   

临沭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9-6207080，

0539—6207097 
临沭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滨

州

市 

滨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3-3181351 

0543-3185203 
http://bzzwfw.sd.gov.cn/ 

滨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3-8155053 http://www.bincheng.gov.cn/ 

沾化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3-7811923 http://www.zhanhu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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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惠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3-5331612  

0543-5331601 

 http://www.huimin.gov.cn/       “惠民县行政

审批服务局”微信公众号 

阳信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3-8228278 http://www.yangxin.gov.cn/ 

无棣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3-7081025 http://www.wudi.gov.cn/ 

博兴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3-2397336 

0543-2397363 
http://www.boxing.gov.cn/ 

邹平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43-4285029 www.zouping.gov.cn/ 

德

州

市 

德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4-2236847、

2236761、2236763、

2236846 

http://zwfw.dezhou.gov.cn/ 

德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4-2285036、

2285005 
http://www.decheng.gov.cn/ 

陵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4-8128849 
http://www.dzlc.gov.cn/n31312550/n31312650/n

46908451/index.html 

平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4-7869829 微信公众号：平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庆云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4-3228026 

网址：

http://www.qingyun.gov.cn/n31116548/n4819260

6/n48196926/index.html 

微信公众号：庆云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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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禹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4-7365663 http://www.yuchengshi.gov.cn 

宁津县教育和体育局 0534-5426812 http://www.sdningjin.gov.cn 

临邑县教育和体育局 0534-7918002 微信公众号：临邑县教育和体育局 

齐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4-5607831 http://www.qihe.gov.cn/ 

乐陵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4-6268645 http://www.laoling.gov.cn/ 

夏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4-3210366 

3210128 

http://www.xiajin.gov.cn/n31122149/n33534011

/index.html 

武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4-5073456，

2172931 

http://dzwczwfw.sd.gov.cn/wc/govservice/noti

ce  http://www.wucheng.gov.cn/ 

聊

城

市 

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 0635-8242653 http://jyty.liaocheng.gov.cn/ 

聊城市东昌府区教育和体育局 0635-8418158 http://www.dongchangfu.gov.cn/ 

莘县教育和体育局 0635-7137765 http://www.sdsx.gov.cn/ 

冠县教育和体育局 0635-5286829 www.guanxian.gov.cn/gxxxgk/xzfbmxxgk/gxjyj 

东阿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635-6059093 
http://lcdezwfw.sd.gov.cn/de/govservice/noti

ce 

阳谷县教育和体育局 0635-6217971 http://www.yanggu.gov.cn/ 

高唐县教育和体育局 0635-2136017 http://www.gaotang.gov.cn 

茌平县教育和体育局 0635-4267727 http://www.chiping.gov.cn/ 

临清市教育和体育局 0635-5161706 http://www.linqing.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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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市

名

称 

认定机构名称 咨询电话 认定公告、通知发布网址 

菏

泽

市 

菏泽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0-5168012 
http://hzzwfw.sd.gov.cn/ 或微信公众号：菏泽市
政务服务 

牡丹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0-5685872 
http://www.mudan.gov.cn/或微信公众号：牡丹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 

定陶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0-2212090 
http://www.dingtao.gov.cn/或微信公众号：定陶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曹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0-3270066 
http://www.caoxian.gov.cn/或微信公众号：曹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 

成武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0-8603456 
http://hzcwzwfw.sd.gov.cn/  或微信公众号：成
武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单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0-4666136 
http://hzsxzwfw.sd.gov.cn  或微信公众号：单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 

巨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0-3622299 
http://www.juye.gov.cn/ 或微信公众号：巨野县
行政审批局 

郓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0-5378527 
http://www.cnyc.gov.cn  或微信公众号：郓城行
政审批 

鄄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0-7151235 
http://www.juancheng.gov.cn/或微信公众号或
http://hzjczwfw.sd.gov.cn/ 

东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0530-7026156 
17853072271 

http://www.dmzf.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