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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校长培训班安排表

班级 时间 基地学校 学段 参训省份 报到酒店

安徽合肥班

11月27日12点后报到

11 月 28-29 日培训

11 月 29 日中午离会

合肥市第八中学 中学
河北、山西、安徽、山东、

河南

合肥派尔酒店

（地址：合肥市祁门路 1789

号，前台电话：

0551-62960288，62960388）

吉林珲春班

11月27日12点后报到

11 月 28-29 日培训

11 月 29 日中午离会

珲春市第一小学校 小学
吉林、黑龙江、江苏、山东、

辽宁

维也纳酒店

（地址：珲春市河南东街碧水

云天对面（老六中），前台电

话：0433-5092888）

河北唐山班

12 月 4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5-6 日培训

12 月 6 日中午离会

唐山市开平小学 小学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内蒙古、青海、新疆

通源国际大酒店

（地址：唐山市开平区新开路

23 号（原开平体育场），前台

电话：0315-797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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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时间 基地学校 学段 参训省份 报到酒店

重庆沙坪坝班

12 月 8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9-10 日培训

12 月 10 日中午离会

沙坪坝区树人景瑞小

学校
小学

福建、上海、浙江、湖南、

广西、宁夏、新疆兵团、陕

西

融汇丽笙酒店

（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汇泉

路 8号，前台电话：

023-88669999）

重庆璧山班

12 月 8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9-10 日培训

12 月 10 日中午离会

璧山中学校 中学
福建、江西、湖南、广东、

广西、海南、重庆、贵州

重庆民生大酒店

（地址：重庆市璧山区青杠街

道白云大道978号，前台电话：

023-81677777）

贵州兴义班

12月11日12点后报到

12 月 12-13 日培训

12 月 13 日中午离会

兴义市盘江路小学 小学
广东、海南、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甘肃

富康梦乐城大酒店

（地址：贵州省黔西南州兴义

市桔山区兴义大道中段，前台

电话：0859-6376666）

甘肃张掖班

12月15日12点后报到

12 月 16-17 日培训

12 月 17 日中午离会

张掖市临泽县第四中学

张掖市临泽县第二中学
中学

上海、湖北、四川、云南、

西藏、陕西、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新疆兵团

临泽县七彩宾馆

（地址：临泽工业园区丹霞大

道向南 2公里，前台电话：

0936-5957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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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时间 基地学校 学段 参训省份 报到酒店

河南鹤壁班

12月18日12点后报到

12 月 19-20 日培训

12 月 20 日中午离会

鹤壁市科达学校 中学
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

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

鹤壁鹤源饭店

（地址：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

道与嵩山路交叉口 142 号，前

台电话：0392-3396402）

江西赣州班

12月18日12点后报到

12 月 19-20 日培训

12 月 20 日中午离会

赣州市大公路第一小学 小学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赣州格兰云天国际酒店

（地址：赣州市章贡区长征大

道 1号，前台电话：

0797-555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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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骨干教师培训班安排表

班级 时间 基地学校 培训学科 参训省份 报到酒店

河北石家庄班

11 月 27 日 12 点后报到

11 月 28-29 日培训

11 月 29 日中午离会

石家庄四十四中

中学英语
山西、黑龙江、上海、江苏、

安徽、福建、江西、广东

以岭健康城凯旋门大酒店

（地址：珠江大道珠峰大街交

口东南角，前台电话：

0311-83816666）
中学历史 北京、河北、辽宁

山东邹城班

11 月 27 日 12 点后报到

11 月 28-29 日培训

11 月 29 日中午离会

邹城市第二实验

小学

小学数学
山西、江苏、安徽、山东、

西藏

山东兖矿信达酒店

（地址：山东济宁市邹城市凫

山南路 329 号，前台电话：

0537-5382477）
小学科学 山西、河南、湖北

安徽芜湖班

11 月 27 日 12 点后报到

11 月 28-29 日培训

11 月 29 日中午离会

安徽芜湖二中

中学语文 天津、江苏、浙江、河南
芜湖新百金陵大酒店

（地址：芜湖市镜湖区中山路

1号，前台电话：

0553-5978888）
中学化学 安徽、山东、湖北

辽宁沈阳 1班

12 月 1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2-3 日培训

12 月 3 日中午离会

沈阳市于洪区东北

育才丁香湖小学

小学数学
北京、河北、辽宁、黑龙江、

甘肃、青海、新疆

辽宁大厦酒店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黄河南

大街 105 号，前台电话：

024-86807922）
小学科学 北京、黑龙江、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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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时间 基地学校 培训学科 参训省份 报到酒店

辽宁沈阳 2班

12 月 1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2-3 日培训

12 月 3 日中午离会

沈阳铁路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山西、内蒙古、河南、甘肃、

宁夏

沈阳北约客维景国际大酒店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同泽北

街 35 号，前台电话：

024-89305555）
小学思品 河北、陕西

山西太原 1班

12 月 1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2-3 日培训

12 月 3 日中午离会

太原市尖草坪区汇

丰中学校

中学数学
北京、山西、辽宁、黑龙江、

新疆
愉园大酒店

（地址:太原市开化寺街 86

号，前台电话:0351-8238464）中学历史
山东、河南、重庆、贵州、

甘肃

山西太原 2班

12 月 1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2-3 日培训

12 月 3 日中午离会

太原市尖草坪第一

中学校

中学语文
河北、内蒙古、吉林，陕西、

甘肃

山西铁道大厦

（地址：太原市迎泽西大街

143 号中铁十二局集团山西铁

道大厦，前台电话：

0351-6198881）

中学化学 山西、吉林、黑龙江、陕西

吉林长春班

12 月 4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5-6 日培训

12 月 6 日中午离会

长春市南关区曙光

小学

小学英语 河北、吉林、山东、河南
长春国贸大饭店

(地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大

街 2059 号,前台电话：

0431-8848770）

小学思品 山东、河南、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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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时间 基地学校 培训学科 参训省份 报到酒店

湖南长沙 1班

12 月 8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9-10 日培训

12 月 10 日中午离会

长沙市长塘里小学

小学语文
浙江、湖南、广西、贵州、

新疆兵团

湖南天玺大酒店

（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168 号，前台电话：

0731-85169999）
小学科学

湖南、海南、重庆、四川、

贵州

湖南长沙 2班

12 月 8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9-10 日培训

12 月 10 日中午离会

长沙市第十一中学

中学语文 湖北、广西、重庆、贵州 君逸康年大酒店

（地址：芙蓉中路 508 号之三

段，前台电话：

0731-82327198）

中学化学 河南、湖南、四川、云南

河南鹤壁班

12 月 8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9-10 日培训

12 月 10 日中午离会

鹤壁市科达学校

中学数学
山东、重庆、西藏、陕西、

青海

鹤壁鹤源饭店

（地址：鹤壁市淇滨区淇滨大

道东段，前台电话：

0392-3396402）
中学历史

江苏、浙江、湖北、广东、

广西、海南

福建泉州班

12 月 11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12-13 日培训

12 月 13 日中午离会

泉州一中

中学数学
浙江、福建、江西、广西、

海南

福建泉州滨海大酒店

（地址：福建泉州市丰泽区美

桐街 28 号，前台电话：

0595-22135555）
中学化学 福建、江西、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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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时间 基地学校 培训学科 参训省份 报到酒店

湖北武汉班

12 月 11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12-13 日培训

12 月 13 日中午离会

武汉市育才二小

小学英语
上海、江苏、安徽、湖北、

福建、广西

武汉兆瑞国际酒店

（地址：武汉市江岸区高雄路

160 号，前台电话：

027-8556888）
小学思品 江苏、福建、湖北

宁夏石嘴山班

12 月 11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12-13 日培训

12 月 13 日中午离会

石嘴山市第十五

中学

中学英语
河北、山东、湖南、四川、

云南、甘肃

石嘴山市星海湖宾馆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市大武口区东方广场东侧

星海湖宾馆，前台电话：

0952-2059588）

中学语文 宁夏、新疆兵团

黑龙江密山班

12 月 15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16-17 日培训

12 月 17 日中午离会

密山市蓝天实验

学校

小学语文 天津、辽宁、黑龙江、陕西
皮革城大酒店

（地址：密山市新区东安街海

宁皮革城（密山市人民政府东

200 米），前台电话：

0467-5244999）

小学思品 辽宁、吉林

广西柳州班

12 月 18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19-20 日培训

12 月 20 日中午离会

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小学英语
江西、湖南、广东、重庆、

四川

丽晶大酒店

（地址：柳州市龙城路 32 号，

前台电话：0772-2838365）小学思品 广东、广西、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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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 时间 基地学校 培训学科 参训省份 报到酒店

浙江湖州班

12 月 18 日 12 点后报到

12 月 19-20 日培训

12 月 20 日中午离会

湖州市长兴实验

小学

小学数学
浙江、江西、海南、重庆、

四川、云南

新紫金大酒店

（地址：浙江湖州市长兴县太

湖街道明珠路 1268 号，

前台电话:0572-6621699）
小学科学 浙江、江西、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