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城市 考试中心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1 北京达内教育集团（Adobe授权培训中心AATC培训基地） 刘艳晶 18518198008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天作国际大厦三层

2 北京 达内教育集团魏公村中心 刘艳晶 18518198008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天作国际大厦三层

3
驻马

店
达内数字艺术学院黄淮学院实训基地 丁烨 15836750212 河南省驻马店市驿城区开源大道黄淮学院南区艺术设计学院

4 广州 达内教育集团广州体育东中心 曾海凤 18588760352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79号尚层国际七楼

5 杭州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杭州黄龙中心 周倩瑶 18248408525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教工路6-8号求是大厦11楼

6 长沙 长沙达内软件有限公司（达内教育集团东塘中心） 苏浔 18711004139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18号中机国际大厦B栋11楼

7 昆明 达内教育集团昆明春城路中心） 魏来 18787126753 云南省昆明市春城路62号证券大厦6楼

8 珠海 达内教育集团珠海分公司中心 张玉芹 18520160958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金嘉创意谷5栋1楼

9 佛山 达内教育集团佛山分公司（祖庙中心） 梁淑贤 13823486851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33号百花广场副楼12楼 

10 厦门 达内教育集团厦门分公司   (湖滨南中心) 刘琼兰 0592-5183193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258号鸿翔大厦6楼

11 福州 达内教育集团福州分公司（鼓楼中心 ） 邓丽莎 13850143320 福建福州市鼓楼杨桥东路三友大厦五楼

12  重庆 达内教育集团重庆分公司（解放碑中心 ） 阳春艳 13350310022 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201号联合国际写字楼37层

13 南宁 达内教育集团南宁分公司（软件园中心） 刘琮瑜 18775365420 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科园大道远信大厦5楼达内 

14 贵阳 达内教育集团贵阳中心    滕婕 18586999813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西路汇金国际广场商务楼14楼

15 武汉 达内教育集团武汉鲁广中心 李婧琼 18627905151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民族大道龙安港汇城15楼

16 广州 达内教育集团广州CBD中心 陈亚雨 17612002902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珠影蓝谷创意园2栋1、2楼

17 深圳 达内教育集团深圳CBD中心 张婀娜 18665822065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3号创建大厦14楼

18 合肥 达内教育集团合肥汇金中心 甘琳 18956537161 安徽合肥市蜀山区肥西路66号汇金大厦21楼

19 杭州 达内教育集团杭州下沙中心 黄晶晶 18106503427 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科技园路65号和达高科创新服务中心一楼

20 东莞 达内教育集团东莞分公司（东城中心） 伍娟 13168341122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中心君豪商业中心20楼

21 合肥 达内教育集团合肥银泰中心 舒志情 18156532305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长江中路98号银泰写字楼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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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广东 达内集团河源职业技术学院校内实训基地 王亮 15016239815 广东省河源市东环路大学城学府花园 

23 太原达内教育集团太原分公司（达内教育集团太原龙城中心） 郭文军 18735107548 山西省太原市体育路亲贤街口怡和广场9层944

24 成都 达内教育集团成都锦江中心 李静 17761403009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紫东楼段35号明宇金融广场23楼

25 上海 上海非凡进修学院 吕开科 021-52286535 上海市徐汇区广元西路45号2楼

26 镇江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陆凯 13952845070 江苏省镇江市高校园区长香西大道518号

27 北京 千峰教育集团 王蓝浠 15120085233 北京昌平区沙河沙阳路18号北京科技职业技术学院体创学院2楼

28 天津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天津长宏中心 张晶 13820806932 天津市南开区黄河道38号北京商会大厦B座15层

29 浙江 达内教育集团华东大学生基地 林莉 13429616382 浙江省杭州市下沙科技园路65号

30 沈阳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沈阳奉天中心） 张红 024-82973183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号文峰大厦706A

31 南京 达内教育集团南京明故宫中心 花敏 1391392850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中山东路532-2号金蝶大学科技园A2栋2楼

32 天津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天津银河中心 韩丹 18526872100 天津市南开区鞍山西道286号和通大厦11层

33 长春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长春长大中心 孙丽丽 18946746612 吉林省长春市卫星广场成基商务24层

34 长春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长春亚泰中心 李岩 13944970708 吉林省长春市卫星广场成基商务27层

35 济南 达内教育集团济南山大路中心 李琴 15106953695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山大路47号数码港大厦A座一层

36 上海 达内教育集团上海新交大中心 李翠 15515668756 上海市徐汇区南丹东路亚都商务楼1201

37 芜湖 达内教育集团安徽芜湖中心  庄媛  18655385220 安徽芜湖镜湖区伟星时代金融中心302

38 蚌埠 达内教育集团安徽蚌埠中心 王伟勤 18895605055 安徽蚌埠市东海大道凤凰国际广场A座5楼

39 成都 达内教育集团成都科技馆中心 曾国庆 15108371664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南路一段86号城市之心大厦26楼

40 宁波 达内教育集团宁波翠柏中心 陈铅铅 15824201885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翠柏路89号工程学院西校区Ａ座8楼

41 温州 达内教育集团温州中心（温州时代中心） 潘慧凡 18858851820 浙江省温州市新城大道311号中通大厦一二楼

42 武汉 达内教育集团武汉汉口中心 李黄蓉 15071115479  湖北省武汉市硚口区航空路新世界写字楼24楼

43 深圳 达内教育集团深圳民治中心 尤书利 18578230102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大道与民旺路交汇处嘉熙业广场11楼1155号

44 南宁 达内教育集团南宁CBD中心 陈克龙 18376785947 广西省南宁市青秀区金湖路63号金源CBD现代城B座601

45 济南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济南大明湖中心 高峰 152 5310 3662 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189号-2历下软件园E座丁楼2层



46 海口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海南海口分公司（海口中心） 吕诚 18876733050 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大同路万国大都会22楼

47 石家庄 达内教育集团石家庄中心 何超 18132117312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东方大厦11层

48 大连 达内教育集团大连腾飞中心 施俊 13610958977 辽宁省大连市高新园区腾飞软件园二期一楼

49 柳州 达内教育集团柳州中心 韦荔融 17677108677 广西省柳州市柳北区广场路10号地王国际财富中心21楼

50 琼海达内集团海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实习实训基地 唐茂程 18600239296 海南省琼海市富海路128号

51 上海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上海外滩中心 焦娇 13162301375 上海黄浦区延安东路59号裙楼工商联大厦9层

52 台州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台州分公司 张影斯 15158717063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市府大道128号6楼

53 昆明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昆明五一路中心 王艳 18388121084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五一路如安街如安3号二楼

54 沈阳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沈阳正阳中心 叶晓云 15604020596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1号文峰大厦10层

55 济南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济南万达中心 王成凤 18560153650 山东省济南高新区万达写字楼二号楼23层

56 嘉兴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嘉兴中心 安佳伟 18668106905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中环西路870号富安广场11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