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市 核对计划地址 用户名及密码 备注 时间

11北京 http://bjgz.bjeea.cn/

系统用户名为7位USBKEY密钥用户
名，密码与用户名一致（密码已
重置，请京外高校使用与用户名
一致的密码登陆核对北京计划,京
内高校为原有用户名和密码）。

联系电话：010-82837224（普通类），82837208
（普通类），82837214（艺术类）,82837229
（综合技术类）, 82837369（综合技术类）自动
接收传真电话：010-82837439（传真）、
82837137（传真）

6月7日10时--9日12时

12天津 http://111.160.75.143:7000/KWWeb/gx.do   用户名和密码均为院校国标代码
022—23769322，23769538（自动传真），技术
支持电话：152 2256 8939

2015年6月7日下午15:00至6月9日
下午17:00

13河北 http://www.hebeea.edu.cn
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均为院校国标
代码

14山西 HTTP://GKGL.SXKSZX.CN
用户名为院校国标码，初始密码
为：“jh”+院校国标码

若需修改信息，可将修改内容传真至我中心计划
核对工作现场，传真电话：0351-4862723，
0351-4862724

15内蒙
古

www1.nm.zsks.cn/yxjh/
默认用户名、密码均为高校的国
标码

联 系 人：王织春,电话区号：0471核对招生计
划：电话：3261134、3261131、3261139、
3261135传真：0471－3261133－1704艺术校考成
绩、技术支持、网络维护：3261716

核对计划办公系统将于6月11日
9:00开通，6月13日18:00终止。

21辽宁 http://218.25.76.135/pzjh/
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均为学校国标
码。

计划核对期间联系人及电话：
普通类：巴文才182 0249 7777 张少佳 133
0988 4142
艺术类：赵岩 137 9508 9990

网上核对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
时间定于6月8日15：00至9日17：
00

22吉林 http://jh.jleea.com.cn/
登录用户名和密码均为五位国标
院校代码，首次登录必须修改初
始密码

张  航   0431-84605900 (传真)
   胥  斌   0431-84605985 (传真)
   王成名   0431-84605866
   自动传真: 0431-84605883  0431-84605886
   网站技术支持： 姜晓明   15004316753

计划核对时间：2016年6月10日至
12日

23黑龙江http://221.207.246.179:7003/
用户名为各高校的5位国标代码+
“jh”，初始密码为“1”。

报送计划联系电话及传真：0451-82376011  联
系人：曹振岭,网络技术联系电话：0451-
82376065  联系人：孙志强

具体时间将在“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来源计划网上管理系统”公告栏中
另行通知。

31上海

32江苏 http://pgjh.jseea.cn

登录系统的用户名和初始密码见
我院短信通知， 发送短信通知的
号码为各院校填报在教育部来源
计划系统中的联系人手机号码。

2016年各省计划核对地址

http://www.hebeea.edu.cn/
http://gkgl.sxkszx.cn/
http://218.25.76.135/pz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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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浙江 http://jh.zjzs.net:8088/login.aspx

34安徽 HTTP：//YXSJGL.AHZSKS.CN 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均为5位国标码
联 系 人 ： 李 老 师 、 陈 老 师 ， 电 话 ： 0551-
63612556 、 63612566 ， 传 真 ： 63612557 、
63612553

2016年6月9日10:00时至6 月10日
17:30

35福建 http://210.34.233.70
初始用户为院校国标码，密码为
院校国标码+院校当年在福建的统
招计划总数

6月7日—6月9日

技术支持及工作电话：0591-
86215806，86215795，86215790，
86215797，86215796，
86215791,86215801，86215661。
传真：0591-86215803，86215805

36江西 http://111.75.211.133
登陆用户名为各高校的国标代
码，初始密码为JXKSY2016

6月7日-6月8日20:00
联系人：姜帅良（0791）86392159
、86392157 传真：86392156

37山东 http://jh.sdzk.cn

41河南

42湖北

43湖南 http://www.hneao.cn/yx
院校代码（部标），密码为本校
今年进入该系统所设密码或初始
密码（院校代码+000）。

联 系 人：曹红峰,联系电话：0731-88090220
（兼传真）

44广东 http://www.ecogd.edu.cn/pgyx

联系电话：020－38627912。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高招处（艺术类计划编制）联系电话：（020）
38627836，传真：（020）38627837；广东省教
育考试院高招处（普通类计划编制）联系电话：
（020）38627885、38627829，传真：（020）
38627830。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信息管理处联系电
话：（020）38627912、38627917。广东省招生
办公室地址：广州市中山大道西69号，邮编：
510631。

6月8日10:00-22:00

45广西 http://pgjh.gxeea.cn:8001/index.asp 用户名和密码均为院校国标代码 6月8日-6月12日

46海南 http://202.100.202.19/jh/
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均为各高校国
标码

50重庆
https://61.128.226.216（电信）
https://202.202.223.36（教育网）

用户名：国标代码,密码：国标代
码（首次登陆后必须修改）PS：
登陆时需使用密钥。

联系电话：023-67690107（普通文理），QQ：
4839020,023-67754962 （ 艺 术 ） ， QQ ：
11546118, 023-67857399（体育）技术
支持电话：023-67714127

6月8日9：00至6月9日17：00

http://210.34.233.70/
http://111.75.211.133/
http://jh.sdzk.cn/
http://www.hneao.cn/yx
http://pgjh.gxeea.cn:8001/index.asp
http://202.100.202.19/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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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四川 http://plan.sceea.cn
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均为院校部
编代码

52贵州
教科网用户：http://210.40.120.177
电信用户：http://222.85.136.6

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均为高等学
校的国际代码，登录后请立即更
改登陆密码。

登录我院网站核对招生来源计划期间联系方式如
下：联系人：陈薇冰（手机：13809459053）蔡
玉祥（手机：13639088461）办公电话：0851-
85951811 计 划 核 对 电 话 ： 0851-85910155 、
85910189、85910196、85910179；传真：0851—
85910026、85910216。

2016年6月7日08:00至7日22:00

53云南 http://work.ynzs.cn/ZSGL/Login.jsp
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均为高等学
校的国际代码，登录后请立即更
改登陆密码。

联系人：杨晓宇15287155260
核对计划时间为6月 7开始，6月 9
日截止。

54西藏

61陕西 http://www.sneac.edu.cn
用户名及登录密码：各普通高校
国标院校代码（5位），

62甘肃 http://www.ganseea.cn
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均已初始化
为院校国标码+"00"，

63青海 www.qhzk.com
用户名为：各高校的国标代码,初
始密码为：qh2016

暂定为2016年6月9日—13日（核对
时间如有变动将在系统首页公
告），逾期将视为已核对并确认。

64宁夏 Http://61.133.219.10 Http://61.133.219.10 联系电话及传真： 0951-5559169；0951-
5559153，

6月7号8:00，截止于 6月8号18:00
。

65新疆 http://124.117.250.18 用户名和密码均为院校国标代码

普通分省计划（含不分省0计划）联系电话：
（0991）8753676、8753595、8753639；协作计
划（少数民族预科班）联系电话：（0991）
8730898；传真：（0991）8752393、8758182、
8757338、8729039。

6月8日8时至9日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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