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批老年照护职业技能考评点名单

序号 区域 考评站单位名称 考评点单位名称

1

北京市

（6所）

北京零度创意文化中心
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

2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3

北京医大时代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4 北京北大方正软件技术学院

5 北京市昌平卫生学校

6 北京市劲松职业高中

7

河北省

（6所）
北京零度创意文化中心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8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9 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

10 邢台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1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12 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3

辽宁省

（4所）

北京医大时代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14 盘锦职业技术学院

15 辽阳职业技术学院

16 辽宁医药职业学院

17

天津市

（5所）

建景伟业（天津）科技

有限公司

天津职业大学

18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9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20 天津城市职业学院

21 天津红星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22

山西省

(5 所）
山西省社会福利院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23 太原市卫生学校

24 晋中市卫生学校

25 运城职业技术学院

26 大同市卫生学校

27

内蒙古自治区

（8所）
内蒙古北方职业技术学院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

28 兴安职业技术学院

29 通辽职业学院

30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31 巴彦淖尔市临河一职

32 科右前旗民族中等职业学校

33 鄂托克前旗民族职业高中

34 卓资县职业中学

35

吉林省

（5所）
吉林佐佑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36 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37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

38 吉林省四平卫生学校

39 长春市第二中等专业学校

40

黑龙江省

（6所）

黑龙江康健企业孵化器

黑龙江护理高等专科学校

41 伊春职业学院

42 大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43

黑龙江省养老人才学会

黑龙江省林业卫生学校

44 齐齐哈尔市卫生学校

45 黑龙江农垦职业学院

46

上海市

（5所）

上海市社会福利评估事务所

上海健康医学院

47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学院

48 上海立达学院

49 上海市青浦祥瑞养老服务指导

评估中心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

50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51

江苏省

（11 所）

南京市江北新区一方养老服务

指导中心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52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53 江苏省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4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5 江苏省南通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6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57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

58 南京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59 苏州卫生职业学院

60 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61 扬州市职业大学

62 浙江树人学院

63 绍兴护士学校



浙江省

（9所）

杭州胤瑞养老服务管理

有限公司

64 丽水学院

65 海宁卫生学校

66 桐乡市卫生学校

67 金华职业技术学院

68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69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70 湖州中等卫生专业学校

71

安徽省

（11 所）

江苏康乐年华健康养老

服务有限公司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72 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73 安徽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74 池州职业技术学院

75 阜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卫校）

76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77 淮南职业技术学院

78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79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

80 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81 亳州中药科技学校

82

江西省

（4所）

江西省社会福利工作协会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所

宜春职业技术学院

83 江西卫生职业学院

84 赣州卫生学校

85 萍乡市卫生学校

86

山东省

（20 所）

山东民政职业技能

培训中心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87 淄博职业学院

88 滨州职业学院

89 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90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91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92 聊城职业技术学院

93 枣庄职业学院

94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

95 济南护理职业学院

96 菏泽家政职业学院



97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

98 枣庄科技职业学院

99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100 山东现代学院

101 青岛黄海学院

102 山东省青岛第二卫生学校

103 山东省烟台护师学校

104 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

105 曲阜中医药学校

106

河南省

（5所）

河南省中州老年健康

服务中心

河南科技职业大学

（原名：周口科技职业学院）

107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

108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109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10 开封市卫生学校

111

湖北省

（14 所）

武汉市江汉区江福养老评估

中心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112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

113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114 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115 鄂州职业大学

116 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

117 湖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18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

119 仙桃职业学院

120 随州职业技术学院

121 武汉民政职业学院

122 武汉市东西湖职业技术学校

123 咸宁卫生学校

124 利川市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25

湖南省

（6所）

湖南华衡泽湘养老产业发展

中心

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126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27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128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



129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130 长沙卫生职业学院

131

福建省

（11 所）
广东省卓越社会服务评估中心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32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

133 厦门医学院

134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135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136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137 泉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38 闽西职业技术学院

139 福建龙岩卫生学校

140 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141 福建省民政学校

142 福建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43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144

广东省

（16 所）
广东省卓越社会服务评估中心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45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146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147 广东省潮州卫生学校

148 广东省新兴中药学校

149 广东省湛江卫生学校

150 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

151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152 广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53 河源市卫生学校

154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155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156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157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58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

159 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16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所）
太和自在城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161 南宁市卫生学校



162

贵州省

（4所）
太和自在城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护理职业学院

163 遵义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4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165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166

重庆市

（7所）

重庆市助老乐健康管理

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7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16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69 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170 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

171 重庆市荣昌区职业技术学校

172 重庆市渝中职业教育中心

173

四川省

（11 所）

成都精沛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174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75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176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177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178 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179 四川卫生康复职业学院

180 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81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182 成都铁路卫生学校

183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184

云南省

（6所）

云南育华现代职业教育

评估中心

保山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85 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86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

187 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188 云南省临沧卫生学校

189 云南省普洱卫生学校

190

陕西省

（12 所）

陕西西安行健养老服务

评估中心

西京学院

191 西安思源学院

192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193 西安翻译学院

194 西安培华学院



195 陕西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196 神木职业技术学院

197 西安海棠职业学院

198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

199 彬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200 西安市卫生学校

201 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

甘肃省

（4所）

陕西西安行健养老服务

评估中心

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3 甘肃卫生职业学院

204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205 兰州职业技术学院

206

宁夏回族自治区

（4所）

陕西西安行健养老服务

评估中心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207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208 宁夏西吉县职业中学

209 平罗县职业教育中心

210 青海省

（2所）

陕西西安行健养老服务

评估中心

西宁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211 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1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5所）

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

小秤砣养老评估咨询中心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213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

214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215 石河子卫生学校

216 石河子大学护士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