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生咨询联系方式

1、咨询电话：（025）52897064

2、学校网址：https://www.sju.edu.cn

招生网：https://zsb.sju. edu.cn

网上咨询：https://wszx.sju. edu.cn

录取查询：https://lqcx.sju. edu.cn

E-mail：sjzs@sju. edu.cn

招生咨询 QQ群：885412017

3、 二维码

三江学院微信 三江学院微博 三江学院微校园

三江学院招生网 三江学院抖音号

4、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龙西路 310 号 邮编：210012。

二、2021 年各省市招生组联系方式

1、江苏省各地级市招生组联系方式

序号 地级市 招生宣传负责人 联系电话

1 南京 郁老师、刘老师 15345188589、15345188776

2 无锡 谢老师、王老师 15345188798、15345188632

3 徐州 齐老师、孙老师 15345188837、15345183657

4 常州 封老师、史老师 15345188558、15345188840

5 苏州 高老师、孙老师 15345188436、15345188561

6 南通 季老师、蔡老师 15345188771、18951855518

7 连云港 施老师、徐老师 15345187530、15345185088

8 淮安 陈老师、刘老师 15345188529、15345188698

9 盐城 王老师、刘老师 15345188807、15345187561

10 扬州 吴老师、孙老师 15345185064、15345188675



11 镇江 王老师、程老师 15345188409、15345183441

12 泰州 储老师、朱老师 15345188707、15345188601

13 宿迁 王老师、汪老师 15345187563、15345188600

2、外省（市、区）招生组联系方式

序号 省市 招生宣传负责人 联系电话 咨询 QQ 群

1 河北 詹老师 15345188856 749190129

2 山西 王老师 15345188812 1094444931

3 辽宁 罗老师 15345188545 717617377

4 吉林 高老师 15345183643 332168171

5 黑龙江 戴老师 15345188586 706026318

6 浙江 刘老师 15345188723 563068170

7 安徽 李老师 15345188883 1067912450

8 福建 张老师 15345188483 878037826

9 江西 郭老师 15345188822 1109859886

10 山东 魏老师 15345188823 1109871263

11 河南 章老师 15345188669 1109895419

12 广东 卞老师 15345188827 829769702

13 广西 陆老师 18951652660 1064302141

14 重庆 徐老师 15335152530 1095575857

15 四川 孙老师 15345188726 1137503499

16 贵州 陆老师 15345188651 342162785

17 云南 杭老师 15345188785 1137508891

18 西藏 刘老师 15345188698 849150383

19 陕西 张老师 15345188661 341598445

20 甘肃 吴老师 15345188400 849390250

21 新疆 陈老师 15345188529 834996818

三、江苏省优质生源中学招生咨询专员一览表

序号 城市 中学名称 招生咨询专员 咨询电话

1 南京

南京市宁海中学 郁老师 15345188589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 张老师 15345188585

南京市第三中学 郁老师 15345188589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沈老师 15345187501

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刘老师 15345188776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 樊老师 15345188684

南京市第五中学 盛老师 1805100748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陈老师 18051007489

南京市江宁高级中学 曹老师 15345188597

南京市江宁区秦淮中学 张老师 15345188809

南京市江宁区天印高级中学 刘老师 15345188628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樊老师 15345188684

溧水区第三高级中学 蒋老师 18013820570



2 苏州

常熟市尚湖高级中学 邓老师 15345183425

张家港高级中学 徐老师 15345185032

张家港市暨阳高级中学 徐老师 15345185032

张家港市塘桥高级中学 徐老师 15345185032

崇真中学 徐老师 15345185032

苏州市吴江区青云实验中学 王老师 15345188567

昆山开发区高级中学 王老师 13327734486

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葛老师 15345188465

常熟外国语学校 邓老师 15345183425

常熟市王淦昌中学 邓老师 15345183425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 王老师 13327734486

3 无锡

江苏省怀仁中学 赵老师 15345188683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 郝老师 15345183490

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 孙老师 15345185021

无锡市第六高级中学 文老师 15345185163

无锡市市北高级中学 王老师 15345188805

宜兴市官林中学 谢老师 15345188798

宜兴市阳羡高级中学 谢老师 15345188798

无锡金榜文化专修学校 谢老师 15345183646

江阴市长泾中学 章老师 15345185091

丁蜀高级中学 王老师 15345188632

湖滨中学 谢老师 15345188798

江阴青阳中学 朱老师 15345183431

4 常州

溧阳市南渡高级中学 史老师 15345188840

溧阳市第三中学 史老师 15345188840

金坛市第四中学 徐老师 15335152530

溧阳市埭头中学 史老师 15345188840

金坛市金沙高级中学 徐老师 15335152530

金坛市第一中学 徐老师 15335152530

溧阳市光华高级中学 史老师 15345188840

常州市武进区礼嘉中学 封老师 15345188558

江苏省溧阳中学 史老师 15345188840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高级中学 封老师 15345188558

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高级中学 封老师 15345188558

溧阳市竹箦中学 史老师 15345188840

常州市第五中学 封老师 15345188558

溧阳市戴埠高级中学 史老师 15345188840

5 泰州

兴化市楚水实验学校 卞老师 15345183631

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 刘老师 15345187522

江苏省兴化中学 卞老师 15345183631

泰兴市第四高级中学 陈老师 15345188568

泰兴市第三高级中学 刘老师 15345188520



靖江市斜桥中学 侯老师 15345188616

泰州市民兴实验中学 朱老师 15345188601

泰兴市第二高级中学 刘老师 15345188520

江苏省黄桥中学 陈老师 15345188568

泰州市三泰高考补习学校 朱老师 15345188601

江苏省口岸中学 栾老师 15345185030

靖江市刘国钧中学 刘老师 15345187522

泰州市第二中学 朱老师 15345188601

姜堰区娄庄中学 王老师 15345189937

6 扬州

高邮市第一中学 黄老师 15345188535

江苏省宝应中学 骆老师 15345188533

江都区丁沟中学 孙老师 15345188675

宝应县画川高级中学 骆老师 15345188533

扬州市新华中学 孙老师 15345188675

江苏省高邮中学 黄老师 15345188535

高邮市第二中学 黄老师 15345188535

邗江区蒋王中学 孙老师 15345188675

江都区育才中学 孙老师 15345188675

江都区仙城中学 方老师 15345188670

宝应县氾水高级中学 周老师 15345188800

邗江区公道中学 韩老师 15345185093

江都区大桥高级中学 方老师 15345188670

仪征市第二中学 李老师 15345188778

仪征市精诚高级中学 李老师 15345188778

扬州大学附属中学东部校区 孙老师 15345188675

江苏省仪征中学 李老师 15345188778

安宜高级中学 周老师 15345188800

7 宿迁

江苏省泗洪中学 肖老师 15345188713

沭阳县修远中学 臧老师 15345188576

泗阳致远中学 汪老师 15345188600

江苏省泗阳中学 汪老师 15345188600

沭阳南洋学校 臧老师 15345188576

沭阳梦溪中学 臧老师 15345188576

江苏省宿豫中学 汪老师 15345188600

江苏省宿迁中学 郭老师 15345183463

江苏省淮北中学 肖老师 15345188713

江苏省沭阳高级中学 臧老师 15345188576

泗洪县洪翔中学 肖老师 15345188713

沭阳县建陵中学 臧老师 15345188576

泗洪县新星中学 肖老师 15345188713

8 徐州
江苏省睢宁高级中学 孙老师 15345183657

邳州市东方学校 娄老师 18013820669



沛县歌风中学 李老师 15345187565

侯集中学 冯老师 15345188481

新沂市一中 周老师 15345188481

徐州高级中学 冯老师 15345188837

沛县第二中学 李老师 15345187565

9 盐城

江苏省阜宁中学 高老师 15345183689

江苏省射阳中学 徐老师 15345188524

盐城市第一中学 刘老师 15345187561

盐城市龙冈中学 刘老师 15345187561

射阳县高级中学 徐老师 15345188524

阜宁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老师 15345183689

江苏省响水中学 徐老师 15345187587

江苏省滨海中学 周老师 15345187582

江苏省上冈高级中学 周老师 15345187540

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 柏老师 15345188682

江苏省东台中学 刘老师 15345187561

射阳县第二中学 徐老师 15345188524

东台市安丰中学 王老师 17751770969

东台市三仓中学 王老师 17751770969

盐城市伍佑中学 董老师 15345183556

盐城多伦多国际学校 董老师 15345183556

江苏省建湖高级中学 周老师 15345187540

盐城市田家炳中学 刘老师 15345187561

滨海县明达中学 周老师 15345187582

盐城市大丰区南阳中学 柏老师 15345188682

10 淮安

江苏省淮安中学 施老师 15345187530

江苏省盱眙中学 刘老师 15345188698

江苏省郑梁梅高级中学 孙老师 15345188561

江苏省淮州中学 陈老师 15345188529

江苏省金湖中学 许老师 15345187504

江苏省洪泽中学 古老师 15345183670

淮安市新马高级中学 刘老师 15345188698

江苏省清江中学 陈老师 15345188529

淮安市淮海中学 范老师 15380956679

江苏省涟水中学 孙老师 15345188561

江苏省清浦中学 陈老师 15345188529

11 连云港

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 徐老师 15345185032

灌南高级中学 孟老师 15345185087

江苏省东海高级中学 王老师 15345188846

江苏省海头高级中学 李老师 15345183468

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 徐老师 15345185088

江苏省赣榆第一中学 施老师 15345187530



12 南通

海安县实验中学 刘老师 15345187535

启东市吕四中学 方老师 15345188722

启东市第一中学 方老师 15345188722

南通大学附属中学 蔡老师 18951855518

南通市第二中学 蔡老师 18951855518

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 蔡老师 18951855518

海安县立发中学 刘老师 15345187535

海门市第一中学 张老师 15345188483

海门市四甲中学 张老师 15345188483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蔡老师 18951855518

如东县马塘中学 袁老师 15345188530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蔡老师 18951855518

启东市汇龙中学 方老师 15345188722

江苏省包场高级中学 张老师 15345188483

如东县掘港高级中学 袁老师 15345188530

如皋市搬经中学 沈老师 15345187560

南通市天星湖中学 季老师 15345188771

如皋市第二中学 贾老师 15345188629

如皋市第一中学 贾老师 15345188629

南通市小海高级中学 季老师 15345188771

江苏省江安高级中学 贾老师 15345188629

13 镇江

丹阳市第五中学 李老师 15345188648

丹阳市第六中学 李老师 15345188648

丹阳市吕叔湘中学 李老师 15345188648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王老师 15345188409

镇江崇实女子中学 王老师 15345188409

句容市第三中学 李老师 15345188883

扬中市第二高级中学 程老师 15345183441

江苏省镇江中学 张老师 15345183404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李老师 15345188883

江苏省大港中学 许老师 15345188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