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学校名称 机构地址 联系电话 学校性质 教师人数 硕士人数 差额

1 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渔兴路18号 020-37395091 专科

2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963号 020-87706176 专科

3 广东行政职业学院 广州市花都区迎宾大道西 020-86867103 专科

4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蟾蜍石东路2号 020-61362166 专科

5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二路638号 020-36409689 专科

6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789号 020-87024621 专科

7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石庆路388号 020-22014998 专科

8 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广州市越秀区下塘西路三号 020-83502785 专科

9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大观中路492号 020-22305733 专科

10 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粤垦路198号 020-85233583 专科

11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南浦村段2号 020-34557002 专科

12 广东青年职业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沙太南路66号 020-37251053 专科

13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52号 020-34301392 专科

14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广汕一路297号 020-87032941 专科

15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瘦狗岭路463号 020-38458844 专科

16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北路321号 020-28854800 专科

17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天寿路沾益直街1号 020-87993982 专科

18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龙腾路 020-87082676 专科

19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奥体路52号 020-61034003 专科

20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 广州市番禺区市广路242号 020-34811800 专科

21 广东舞蹈戏剧职业学院 广州市沙河顶水荫横路11号 020-87047137 专科

22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西191号 020-83969100 专科

23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 广州市从化区环市东路166号 020-87985186 专科

24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248号 020-86374492 专科

25 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穗丰水均田路363号 020-87475139 专科

26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市良路1342号 020-84736666 专科

27 广州工程技术职业学院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465号 020-87663584 专科

28 广州工商学院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镇海布光明路5号 020-86929679 专科

29 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 广州市增城区广汕公路华立科技园华立路7号 020-82902208 专科

30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740号 020-87025019 专科

31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华商路一号 020-32880088 专科

32 广州华夏职业学院 广州市从化区城鳌大道东772号 020-87868991 专科

33 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华师康大教育园 020-82872188 专科

34 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市新路北段669号 020-84567195 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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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广从九路1038号 020-87410788 专科

36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向云西街10号 020-86120574 专科

37 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 广州市从化区环市东路1123号 020-37987237 专科

38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沙太中路大源北28号 020-36783780 专科

39 广州松田职业学院 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广汕公路旁） 020-82856000 专科

40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长兴路338号 020-85603239 专科

41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石井街庆隆中路100号 020-86020034 专科

42 广州现代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珠吉街吉山橄榄公园东面1号 020-22325928 专科

43 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广州市增城区增江街塔山大道2号 020-82719999 专科

44 民办南华工商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天平架沙太南路113号 020-87204361 专科

45 私立华联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小新塘合景路99号 020-82356537 专科

46 广东白云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学苑路1号 020-36093468 本科

47 广东财经大学 广州市海珠区仑头路21号 020-84096122 本科

48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 广州市增城区荔城街华商路一号 020-82666266 本科

49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中路351号 020-34113736 本科

50 广东工业大学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100号 020-39322635 本科

51 广东工业大学华立学院 广州市增城区广汕公路华立科技园华立路11号 020-82901370 本科

52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293号 020-38256603 本科

53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兴太三路638号 020-87478489 本科

54 广东金融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迎福路527号 020-37216000 本科

55 广东警官学院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500号 020-36244856 本科

56 广东培正学院 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培正大道53号 020-86710904 本科

57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北2号 020-36207878 本科

5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广州市白云区良田中路181号 020-22245817 本科

59 广东药科大学 广州市番禺区大学城外环东路280号 020-39352087 本科

60 广州大学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 020-39366166 本科

61 广州大学华软软件学院 广州市从化区经济开发区高技术产业园广从南路548号 020-87818004 本科

62 广州大学松田学院 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南岗村 020-82850018 本科

63 广州航海学院 广州市黄埔区红山三路101号 020-32083010 本科

64 广州美术学院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168号 020-39362162 本科

65 广州商学院 广州市萝岗区九龙镇康大教育园 020-82876130 本科

66 广州体育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1268号 020-87551717 本科

67 广州医科大学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230号 020-81340484 本科

68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232号 020-39357666 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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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华南理工大学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381号 020-87110228 本科

70 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学府路1号 020-36903011 本科

71 华南农业大学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483号 020-85280019 本科

72 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 广州市从化区广从北路72号 020-87983268 本科

73 华南师范大学 广州天河区中山大道西55号 020-85211011 本科

74 暨南大学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01号 020-85220010 本科

75 南方医科大学 广州市白云区沙太南路1023号 020-61648011 本科

76 星海音乐学院 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西路398号 020-39363322 本科

77 中山大学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135号 020-84112828 本科

78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广州市从化区温泉镇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020-61787368 本科

79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华美路19号 020-87065915 本科

80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广州市海珠区仲恺路501号 020-89003261 本科

81 广东省旅游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白云区同泰路1111号 020-37248645 中等职业

82 广州市纺织服装职业学校 广州市新港中路399号 020-84212373 中等职业

83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广州市华侨新村友爱路36号 020-83508774 中等职业

84 广州加利福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天河车陂北街28号之一 020-82301912 中等职业

85 广东省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校 020-85520309 中等职业

86 广州市花都区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 花都区新华街宝华路五华直街15号 020-86892396 中等职业

87 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附设职业技术 广州市麓景西路41号 020-83356870 中等职业

88 广东省科技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818号 020-87024409 中等职业

89 广东省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020-87229933 中等职业

90 广州华成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珠吉街吉山橄榄公园东面2号 020-61399895 中等职业

91 广州市总工会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东川路94号 020-83828659 中等职业

92 广州市番禺区工商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南珠路61号 020-34587615 中等职业

93 星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 020-37246575 中等职业

94 广东省财政职业技术学校 020-86043900 中等职业

95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职业技术学校 番禺区新造镇育新路28号 020-84726315 中等职业

96 广东省会计函授职业技术学校 020-83356243 中等职业

97 增城市东方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增城市增江街东郊荔枝坳职教园区内 020-82734478 中等职业

98 广州市市政职业学校 广州市先烈东横路60号之一 020-37287651 中等职业

99 广东省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赤沙路23号 0757-81208130 中等职业

100 广东省民政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新港中路艺苑南路29号 020-34475109 中等职业

101 广东省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大观街639号 020-82372446 中等职业

102 广东省对外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020-22841801 中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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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广东省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北路1号 020-32373731 中等职业

104 广州亚加达外语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176号 020-28279607 中等职业

105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广州市白云区嘉禾上胜东街23号 020-86093314 中等职业

106 广州市立信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米市路学宫街51号之一 020-83340653 中等职业

107 广州通用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华美路 020-87065832 中等职业

108 广州市司法职业学校 020-36271720 中等职业

109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广州市三元里大道水边街71号 020-36254484 中等职业

110 广州市商贸职业学校 广州市珠江桥中东海北路21号 020-81763089 中等职业

111 广东广播电视大学附属职业技术学 广州市越秀区下塘西路1号 020-83502633 中等职业

112 广东省林业职业技术学校 020-87029024 中等职业

113 广东省电子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同和街同宝路10号 020-37240548 中等职业

114广东省海洋工程职业技术学校（水产）广州市赤沙路15号 020-84093136 中等职业

115 广州市信息工程职业学校 020-87223710 中等职业

116 广州市番禺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桥南路388 020-34601452 中等职业

117广州市番禺区沙湾工业职业技术学校番禺桥南街蚬涌村 020-34730308 中等职业

118 广州市侨光财经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龙津东路822号之一 020-81871912 中等职业

119 广东省电力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020-87036670 中等职业

120 广州科大外语商务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中兴路15号 020-86161457 中等职业

121 广州市艺术学校 020-37219287 中等职业

122 广州市东方科贸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黄埔区珠江村狮山路38号 020-82275093 中等职业

123 广东省农业广播电视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先烈东路135号 020-37288108 中等职业

124 广州铁路机械学校 广州市越秀区执信南路116号 020-87304061 中等职业

125 广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020-87059051 中等职业

126 广州市花都区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花都区新华街建设路尾长岗岭侧 020-86976320 中等职业

127 广东省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天河五山长福路176号 020-87059211 中等职业

128 广州市华大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020-37092011 中等职业

129 广东省理工职业技术学校 020-37369973 中等职业

130 广东红蕾艺术学校 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两龙北街七号 020-86944412 中等职业

131 广东省商业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芳村大道西窖口街5号 020-81546091 中等职业

132 从化市职业技术学校 从化市城郊街旺城大道337号 15817132323 中等职业

133 广州创艺艺术职业学校 020-87057126 中等职业

134 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 020-87030332 中等职业

135 广东省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020-37289704 中等职业

136 广东黄埔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020-82556392 中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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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广州市土地房产管理职业学校 020-84095078 中等职业

138 广东省轻工职业技术学校 020-89239812 中等职业

139 增城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增城市增江街东桥东路12号 020-82737372 中等职业

140 广州市医药职业学校 020-86419196 中等职业

141 广东华文法商中等职业学校 020-88298490 中等职业

142广东省广州市松岗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街道桥福社区 020-84639101 中等职业

143 广州市盲人中等职业学校 广州市兴华路兴华直街286号 020-87228904 中等职业

144 广东省广远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新港西路25号 020-84107939 中等职业

145 广州卫生学校 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604号 020-86210010 中等职业

146 广州市江南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永平街永泰12岭路65号 020-33979691 中等职业

147 广州潜水学校 广州市南洲路146号 020-34060161 中等职业

148 广东舞蹈学校 020-87047137 中等职业

149 广州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 广州市海珠区昌岗东路257号 020-84017852 中等职业

150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 020-38804116 中等职业

151 广州市穗华职业学校 海珠区新滘东路仑头路 13925129236 中等职业

152 广州市荔湾区外语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市中山八路石路基14号 020-81816790 中等职业

153 南沙区岭东职业技术学校 南沙区大岗镇兴业路422号 020-34999300 中等职业

154 广州市总工会外语职业学校 020-87060696 中等职业

155 花都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云山大道65号 020-36804391 中等职业

156 广州市广源工贸职业技术学校 广源中路328号 020-36510008 中等职业

157 广州市白云行知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同和握山新村 020-37384180 中等职业

158 广州市天河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中1247号 020-37235461 中等职业

159 广州市黄埔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黄埔区庙头路801号 020-82219210 中等职业

160 增城市职业技术学校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市增江街东桥东路57号 020-82718182 中等职业

161 广州市海珠商务职业学校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132号 020-84411563 中等职业

162 广州市旅游商贸职业学校 工业大道南泰沙路沙溪横街15号 020-84302391 中等职业

163 广州市贸易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市中山六路瑞兴新街7号 020-83338930 中等职业

164 广州市国光艺术设计职业学校 广州市长寿西路27号 020-34051547 中等职业

165 广州羊城职业高级中学 广州白云区石井凰岗凤凰路 020-36396428 中等职业

166 广州市电子信息学校 广州市下塘西路41号 020-83576795 中等职业

167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中职 020-39490913 中等职业

168 广州市聋人学校（中职部） 020-87562473 中等职业

169 广东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020-37321680 中等职业

170 广东文艺职业学院（中职部） 020-39113657 中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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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中职部） 020-38458844 中等职业

172 广东体育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020-61034003 中等职业

173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中职部） 020-87082676 中等职业

174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中职部） 020-37084152 中等职业

175 广东省经济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海珠区礼岗路13号 020-84429955 中等职业

176 广州市花都区狮岭中学 花都区狮岭镇康政路11号 020-86931843 高中

177 广州市海珠中学 广州市海珠区石榴岗路15号 020-84295947 高中

178 广州市香江中学 增城新塘锦绣香江翡翠绿洲 020-82058829 高中

179 广州市第八十九中学 天河区龙洞天源路1219号 020-37217491 高中

180 广州市同德南方中学 广州市西槎路同德花园同景苑同景街156号 020-86283849 高中

181 广州市花都区邝维煜纪念中学 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129号 020-86895451 高中

182 广州市第八十一中学 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大塘路2号 020-87401075 高中

183 广州市第一一三中学 天河区五山路91号 020-85516394 高中

184 广东华侨中学 广州市起义路158号 020-83332108 高中

185 广州市玉岩中学 广州市萝岗区笃学一横路1号 020-32204869 高中

186 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新港西路135号 020-84037714 高中

187 广州市四十一中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北101号 020-34017546 高中

188 广州市育才中学 广州市福今路2号 020-87754747 高中

189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中学 南沙区东涌镇和乐路1号 020-84906128 高中

190 广州市第四十四中学 天河员村二横路4号大院 020-85546561 高中

191 广州市南武中学 广州市海珠区同福中路362号 020-84447594 高中

192 广州市岭南画派纪念中学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隔山新街22号 020-84420012 高中

193 广州市第十七中学 广州市小北路216号 020-12345678 高中

194 广州市真光中学 荔湾区芳村白鹤洞培真路17号 020-81698283 高中

195 广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天河五山岳洲路段 020-85262304 高中

196 广州华联外语实验学校 广州白云区云祥路 020-87060820 高中

197 广州市海珠实验中学 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121号 020-84253474 高中

198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广州市黄华路6号 020-83827919 高中

199 增城市仙村中学 增城市仙村镇仙村大道 020-82934567 高中

200 广州市培英中学 广州市荔湾白鹤洞培真路60号 020-81698545 高中

201 从化市第四中学 从化市街口镇教育路23号 020-87922948 高中

202 广州市第一○九中学 广州市越秀区二沙岛春晓街2号 020-12345678 高中

203 广州市五中 广州市同福东南村路32号 020-84447197 高中

204 南沙区大岗中学 南沙区大岗镇越山路 020-34999933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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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广州市第十三中学 文德路83号 020-83335285 高中

206 广州市第七十五中学 广州大道北498号 020-87794109 高中

207 广州市花都区实验中学 花都区新华街商业大道35号 020-36835932 高中

208 广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来南路59号 020-87438070 高中

209 市八十六中学 广州市黄埔区大沙西路5号 020-82277650 高中

210 从化英豪学校(中学) 020-87841123 高中

211 广州市第十中学 广州市维新路素波巷30号 020-83338196 高中

212 广州外国语学校 南沙区凤凰大道128号 020-22908716 高中

213 广州市南海中学 广州市西华路460号 020-81851732 高中

214 广州市七十八中 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远安路80号 020-84237813 高中

215 广州市第一中学 广州市荔湾区大坦沙岛育贤路 020-81762900 高中

216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市莲路石碁村路段129号 020-84553976 高中

217 黄冈中学广州学校 新华街雅瑶大道西 020-36979999 高中

218 广州市第三中学 广州市越秀区大新路163号 020-83336692 高中

219 广州市第四中学 广州市西华路太保直街1号 020-81077204 高中

220 市八十七中学 广州市黄埔东路3013大院 020-82060853 高中

221 广州市花都区圆玄中学 花都区新华街梅花路 020-36992851 高中

222 从化市第二中学 020-37913186 高中

223 广州市番禺区祈福英语实验学校 祈福新邨学院路1号 020-84718259 高中

224 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新城中学 洛浦街洛溪新城如意路 020-84581474 高中

225 广州市执信中学 广州市越秀区执信南路152号 020-87778382 高中

226 广州市英东中学 广州市南沙区港前大道南180号 020-34683132 高中

227 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白云区大朗村 020-36246331 高中

228 广州市南沙第一中学 南沙街珠江中路91号 020-84987523 高中

229 黄埔区石化中学 广州黄埔石化生活区大院 020-82124681 高中

230 广州市第七中学 广州市越秀区烟墩路28号 020-12345678 高中

231 广州市铁一中学 广州市越秀区东兴南路文化里13号 020-59992105 高中

232 广州市华师附中番禺学校 南村镇华南新城 020-34765906 高中

233 广州市第二中学 广州市越秀区应元路21号 020-83555354 高中

234 广州市东环中学 广州市东风东路755号 020-87664821 高中

235 广州市知用中学 广州市越秀区百灵路83号 020-83387682 高中

236 石楼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段 020-84864163 高中

237 广州市九十七中 广州市海珠区晓港中马路133号 020-84083697 高中

238 广州市培正中学 广东省广州市培正路2号 020-87305762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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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从化市从化中学 从化市街口街城内路239号 020-87910732 高中

240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广州中山大道西1号 020-38630560 高中

241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399号 020-37091261 高中

242 增城市增城中学 增城市荔城街西园路 020-82659383 高中

243 广州市番禺区实验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康乐路116 020-34804610 高中

244 广州市荔湾区汾水中学 广州市荔湾区浣花西路汾水芬芳街47号 020-81510482 高中

245 广州市天河中学 天河东路44号 020-87519235 高中

246 从化市第六中学 广东省从化市江埔街沿江南路300号 020-37937910 高中

247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中学 花都区花东镇教育路1号 020-86849326 高中

248 增城市派潭中学 增城市派潭镇榕林路67号 020-82822176 高中

249 从化市第三中学 020-87987021 高中

250 广州市南沙东涌镇鱼窝头中学 南沙区市鱼路42号 020-34913663 高中

251 广州科学城中学 广州市萝岗区萝岗街萝平路79号 020-32204964 高中

252 暨南大学附属中学 黄埔大道暨南大学内（暨南大学北门旁） 020-85228323 高中

253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中学 南村镇金江大道中 020-84768255 高中

254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广州市中山二路37号 020-37633227 高中

255 增城市中新中学 增城市中新镇学园路14号 020-82868310 高中

256 广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石井庆丰一路2号 020-86022605 高中

257 广州市东圃中学 中山大道黄村西路5号 020-32373391 高中

258 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路1256号 020-87550770 高中

259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第三中学 石基镇傍西村 020-34563188 高中

260 广州市越秀外国语学校 广州市盘福路98号 020-83567523 高中

261 广州市西关培英中学 多宝路67号 020-81703023 高中

262 广州南洋英文学校(中学） 020-87828690 高中

263 广东实验中学 广州市中山四路51号 020-83810947 高中

264 广州市恒福中学 天河区恒福路250号 020-83593090 高中

265 广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环市东路天胜村16号之一 020-83489604 高中

266 石楼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市莲路段 020-84864163 高中

267 广州市九十七中 广州市海珠区晓港中马路133号 020-84083697 高中

268 广州市培正中学 广东省广州市培正路2号 020-87305762 高中

269 从化市从化中学 从化市街口街城内路239号 020-87910732 高中

270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广州中山大道西1号 020-38630560 高中

271 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天源路399号 020-37091261 高中

272 增城市增城中学 增城市荔城街西园路 020-82659383 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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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广州市番禺区实验中学 广州市番禺区康乐路116 020-34804610 高中

274 广州市荔湾区汾水中学 广州市荔湾区浣花西路汾水芬芳街47号 020-81510482 高中

275 广州市天河中学 天河东路44号 020-87519235 高中

276 从化市第六中学 广东省从化市江埔街沿江南路300号 020-37937910 高中

277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中学 花都区花东镇教育路1号 020-86849326 高中

278 增城市派潭中学 增城市派潭镇榕林路67号 020-82822176 高中

279 从化市第三中学 020-87987021 高中

280 广州市南沙东涌镇鱼窝头中学 南沙区市鱼路42号 020-34913663 高中

281 广州科学城中学 广州市萝岗区萝岗街萝平路79号 020-32204964 高中

282 暨南大学附属中学 黄埔大道暨南大学内（暨南大学北门旁） 020-85228323 高中

283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中学 南村镇金江大道中 020-84768255 高中

284 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广州市中山二路37号 020-37633227 高中

285 增城市中新中学 增城市中新镇学园路14号 020-82868310 高中

286 广州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石井庆丰一路2号 020-86022605 高中

287 广州市东圃中学 中山大道黄村西路5号 020-32373391 高中

288 广东省青少年竞技体育学校 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大道中路1256号 020-87550770 高中

289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第三中学 石基镇傍西村 020-34563188 高中

290 广州市越秀外国语学校 广州市盘福路98号 020-83567523 高中

291 广州市西关培英中学 多宝路67号 020-81703023 高中

292 广州南洋英文学校(中学） 020-87828690 高中

293 广东实验中学 广州市中山四路51号 020-83810947 高中

294 广州市恒福中学 天河区恒福路250号 020-83593090 高中

295 广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环市东路天胜村16号之一 020-83489604 高中

296 广州市第六十六中学 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 020-86060566 高中

297 增城市郑中钧中学 020-82738556 高中

298 广州思源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东圃世界大观前 020-28218037 高中

299 广州市西关外国语学校 中山八路石路基1号 020-81701483 高中

300 北大附中实验学校 广州市海珠区沙渡路131号 020-84153868 高中

301 广州市华美英语实验学校 天河区龙洞华美路 020-87210210 高中

302 广州中大附属雅宝学校 广州市花都区平步大道中雅宝新城 020-36891031 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