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密市2021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培训机构（学校）公示表

（一）中、高职院校及技工院校

序号 学校名称 培训职业（工种）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1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培养高等专科学历技术应用人才 ,促进科技文化发展。汽车类、机电类、电器类、管理类、信息类、艺术
类学科高等专科学历教育相关科学研究 、继续教育与社会服务（初级）（中级）（高级）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
镇泰山路与郑新路交叉口

西南角
13838155778

2 郑州城市职业学院
电工、焊工、保育员、育婴员、汽车维修工、
电子商务师、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茶艺师

新密市溱水路 618 号
13683836610

3 郑州工业技师学院

A类：车工、焊工（初级）（中级）（高级）、钳工、手工木工、电子商务师、物流服务师、中式烹调师
（初级）（中级）（高级）、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 、育婴员、保育员（初级）（中级）（高级）
、汽车装调工、汽车维修工、无人机驾驶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工业机器人
系统运维员、工程机械维修工
B类:电梯安装维修工
C类：美容师（初级）（中级）（高级）、美发师计算机操作员、餐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消防员、应
急救援员、掘进作业、井下采煤（矿）工、矿山救护工、通防作业、煤矿安全作业（含煤矿井下电气作
业、煤矿井下爆破作业、煤矿监测监控作业、煤矿瓦斯检查作业、煤矿安全检查作业、煤矿提升机操作
作业、煤矿采煤机〔掘进机〕操作作业、煤矿瓦斯抽采作业、煤矿防突作业、煤矿探放水作业）、煤矿
班组长培训、生产调度作业、矿井通风工、安全员、井下机车运输工、信号与轨道作业、输送机操作作
业、矿井维修电工、矿井提升设备操作工、机械维修作业、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

新郑市永宁街1号 13373928381

4
郑州市电力中等专业学

校

火电厂热力设备运行与检修、供用电技术、数控技术应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汽车运用与维修、计
算机应用、电子技术运用、电子商务、计算机网络技术、城市轨道交通供电、市场营销、建筑工程施工
、农村电气技术、发电厂及变电站电气设备、计算机动漫与游戏制作、汽车美容与装潢、物流服务与管
理、电工（初级）（中级）、砌筑工、混凝土工、物流服务师、电子商务师、计算机操作员、焊接与热
切割作业-熔化焊接热切割作业、电工作业一低压电工作业、电工作业-高压电工作业、装配式建筑特有

工种一信息管理员、装配式建筑特有工种套筒灌浆工、装配式建筑特有工种 -构建制作工、装配式建筑特

有工种-构件工艺员、装配式建筑特有工种一构件装配工、装配式建筑特有工种一构件质量检验员 、金属

非金属矿山安全作业一安全检查作业 、计算机操作员、加工中心操作工、焊工(含船舶电焊工 )（初级）

（中级）、电子商务师(含跨境电子商务师 )、车工(含数控车工)、铣工(含数控铣工)、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电工作业(低压电工作业 )、营销员、计算机维修工。

郑州市中牟县商都大街东
段

15638113168

5 新密市职教中心

保育师5、4、3级；餐厅服务员5、4、3级；电工5、4、3级；电子商务师（网商）5、4、3级；计算机维
修工（计算机芯片级维修工）5、4、3级；计算机维修工（计算机板级维修工）5、4、3级；汽车维修工
（汽车维修检验工）5、4、3级；汽车维修工（汽车电器维修工）5、4、3级；汽车维修工（汽车车身涂
装修复工）5、4、3级；汽车维修工（汽车机械维修工）5、4、3级；收银员5、4、3级；有害生物防制员
5、4、3级；养老护理员（失智老人照护员）5、4、3级；中式烹调师5、4、3级

新密市来集镇赵沟村
69838134



（二）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及安全培训机构

序号 学校名称 培训职业（工种）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1
新密市煤炭学校

（安全培训学校）

煤矿十大特种作业：煤矿井下电气作业； 煤矿井下爆破作业；煤矿监测监控作业；煤 矿瓦斯检查作
业；煤矿安全检查作业；煤矿 提升机操作作业；煤矿采煤机（掘进机）操 作作业；瓦斯抽采作业；煤
矿防突作业；煤矿探放水作业。煤矿其他从业人员：采煤作业；掘进作业；装载机操作作业；泵类作 
业；机械维修作业；主要通风机和空压机操 作作业；信号与轨道作业；绞车操作作业； 输送机操作作
业；机车操作作业；通防作业； 地质测量作业；生产调度作业；防冲击地压 作业；地面生产保障作
业；后勤服务作业等、电工作业（低压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熔化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
处作业（登高架设作业）、制冷与空调作业、金属非金属矿山、金属非金属矿井通风作业、 金属非金属
矿山安全检查作业、安全作业、金属非金属矿山提升机作业、金属非金属矿山排水作业、危险化学品安
全作业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
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非高危行业生产经营单位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金属和非金属矿山
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金属和非金属矿山从业人员、道路运输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
理人员、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非高危行业企业班组长及从业人员；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七新”、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考前辅导、煤矿班组长、煤矿其他从业人员、煤矿特种作业日常培
训、煤矿从业人员相关培训、煤矿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职业卫生、 煤矿职业卫生管理人员、煤矿职业危害
因素监测人员相关培训。

新密市青峰路166号 13903829407

2 河南库歌职业培训学校 食品安全员；食品检验员；公共营养师
河南郑州市紫荆山路与二
里岗南街蓝海广场2号楼21

、22楼
15713813261

3 河南京腾职业培训学校
心理咨询师；电子商务师；物业管理师；家政服务员；茶艺师；理财规划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公
共营养师；保洁员

郑州市花园路53号
河南省科学技术馆1号楼 18037503330

4 河南昆仑职业培训学校
公共营养师、营养配餐员、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家政服务员、保健按摩、眼镜验光员、育婴员、养老护
理员、保育员（初级）、健康管理师

郑州市陇海西路55号4号楼
4层 13071037695

5
河南金石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育婴员、保育员（初级）（中级）（高级）、茶艺师（五级、四级、三级）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物业管理师、电子商务师（四级、三级）、健康管理师、婚姻家庭咨询师（三
级）、理疗护理员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街6号河
南省电子商务创业孵化基

地办公楼
13603823123

6
河南环宇英才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四、三、二级）、电子商务师（四、三、二级）、物业管理师(五、四级）、茶艺
师、保育员（初级）（中级）、育婴员（五、四级）、营销员、快递员、家政服务员（五、四、三级）

郑州市金水区东三街与丰
产路交叉口郑州大学综合
设计研究院北配楼3楼

18272591676

7 河南天行职业培训学校
室内装饰设计师（五、四、三级）、装饰装修工、装饰美工、营销师（五、四、三级）、电子商务师
（四、三级）

郑州市北林路6号 13663711815



8
河南云工社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师、心理咨询师（三级、二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四级、三级、二级）、茶艺师

郑州市英才街与桂园街交
叉口中州大学旅游实训楼7

楼
15617795520

9
河南长庚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

焊工（初级）（中级）、电子商务师（四/三级）物流师、营销员（五/四级）、美容师(五/四/三级)、
中式烹调师（初级）（中级）、园林绿化工家政服务员、农业技术员、物业管理师（四级）、电工（初
级）（中级）、叉车司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公共营养师（四级）、育婴员、养老护理员、保健按
摩师（五/四级）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汉风路
与贾陈街交汇处汇远创业

大厦402
18137186900

10 郑州市泷光培训学校 心理咨询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电子商务
郑州市金水区优胜北路1号

芯互联大厦北楼3楼
381—385室

18538726994

11
郑州市育品职业培训学

校
保育员（初级）（中级）、茶艺师、家政服务员、育婴员

郑州市二七区航海路索克
世纪大厦2楼 15838036017

12
郑州市康贝儿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家政服务员；中式烹调师（初级）（中级）；保健按摩师；保育员（初级）；美容师（初级）；企业人
力资源管理师；电子商务师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杨金
路办事处庄东路97号B座12

层1号
17796665676

13 郑州海恒职业培训学校 计算机及外部设备装配调试员、计算机网络管理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健康管理师
郑州市惠济区迎宾办事处
桂圆南街2号楼三层(整层) 15738332019

14
郑州市博颂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计算机维修工、中式烹调师（初级）、西式面点师、电工（初级）、电子商务师、营销员、企业人力资
源管理师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顺河
路99号院6号楼吉祥商务6

层
18003822869

15
郑州市飞鸿职业培训学

校

电工（初级）（中级）、防水工、焊工（初级）（中级）、管工、钢筋工、混凝土工、电气设备安装工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理财规划师、健康管理师、育婴师、保育员（初级）（中级）、茶艺师电子商
务师、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

郑州市金水区东三街与丰
产路交叉口郑州大学综合
设计研究院北配楼3楼

15538090882

16
郑州市建安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架子工、电工（初级）（中级）、焊工（初级）（中级）、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电梯安装维修工砌筑
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手工木工、制冷工、服装制作工、保安员、中式烹调师（初级）（中级）、中
式面点师、西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心理咨询师、安检员、美发师、茶艺师、塑料制品成型制作工、
电线电缆制造工、纸箱纸盒制作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计算机操作员、保健调理师、家政服务员、
养老护理员、保育员（初级）（中级）、育婴员、智能楼宇管理员、印染后整理工

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瑞
丰路60号

18937861000

17
郑州市家协职业培训学

校

育婴师、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中式烹调师（初级）（中级）、西式烹调师、心理咨询师、理财规
划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电子商务师、中式面点师、西式面点师、美容师（初级）（中级）茶艺师
、保育员（初级）（中级）、保健按摩师、健康管理师、餐厅服务员、计算机软件测试员、计算机程序
设计员、网络工程师（初级、中级）

郑州市陇海西路55号院内B
座三层

18538530035

18
郑州市速航职业培训学

校

营销师、服装制作工、服装制版师、中式烹调师（初级）（中级）、中式面点师、西式面点师、公共营
养师、育婴员、保育员（初级）（中级）、计算机操作员、美容师（初级）（中级）、茶艺师、插花花
艺师（初级、中级）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三大街33号郑州交通技师

学院4号楼
13783618119



19
新密市新永丰职业培训

学校
中式烹调师、按摩师、养老护理员、美容师、电子计算机（微机）维修工、缝纫工、育婴员、保育员家
政服务员、电工、美发师、焊工、中式面点师、西式面点师、茶艺师

新密市东大街17号花样年
华四楼、五楼

15136191930

20
新密市理想职业培训学

校
中式烹调师、按摩师、电子计算机操作员、汽车修理工、家政服务员、园林绿化工程技术人员、家禽饲
养员、保育员、美容师、农产品食品检验员（初级）

新密市亚太商场三楼 13938273560

21
新密市晟博职业培训学

校
动物防治员、计算机操作员、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员、收银员、维修电工、汽车维修工、室内装修设计员
、焊工、中式烹调师、电子商务师

新密市嵩山大道103号 15737102123

22
新密市瑞祥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电工、焊工、育婴师、保育员（初级）、互联网营销师、中式烹调师、美容师、美发师、家政服务员
（初级）；拓展训练服务；企业信息咨询；会务服务

新密市西大街办事处未来
大道西城国际7号楼12层

13523093066

23
新密汇霖职业技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中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育婴员、保育员、服装制作工、养老护理员

河南省郑州市新密市政通
路与祥云路交叉口西北角

18738844983

24
新密市倩霞职业培训学

校
美容师、美发师、计算机操作员、摄影师、维修电工、电焊工、餐厅服务员、服装设计定制工、中式烹
调师、西式烹调师、汽车维修工、园林绿化工程技术人员（初级）

新密市开阳路南段 13938268001

25
新密市建联职业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茶艺师、保育员、美容师（初级）

新密市西大街办事处未来
大道国际家居建材城3号楼

栋单元2楼
13838388205

26
新密市创新职业培训学

校
计算机操作员、电子商务师、维修电工、汽车维修工、汽车驾驶员、焊工、中式烹调师、畜禽养殖师、
农林技术员、保健调理师

新密市曲梁服装园F区13号
楼2楼

18703690866

27
新密市德誉堂职业培训

学校
家庭服务员、育婴员（初级） 新密市青屏大街中段459号 13683802361

28
新密市豫佳职业技能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电子商务师、汽车修理工、农艺工 新密市嵩山大道643号 17337185678

29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三枝
玫瑰职业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花艺环境设计师、园林绿化工、盆景工、插花花艺师、茶艺师

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869号
1号楼903 13733891768

（三）劳动就业训练中心

序号 学校名称 培训职业（工种）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1
新密市劳动就业培训学

校
焊工、电工、育婴员、保育员、中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电子商务师、家政服务员（母婴护理）、美
容师、美发师、种植业生产人员、畜牧业生产人员

新密市平安路与栖霞路交
叉口东北角

0371-69822444



（四）企业训练中心

序号 学校名称 培训职业（工种） 学校地址 联系电话

1
河南银基国际旅游度假

区管理有限公司
 岗前培训 新密市刘寨镇大鸿路1号 0371-67200268

2
郑煤集团职工教育培训

中心

焊工（含船舶电焊工、工具、电工、机修、模具钳工、装配）、车工(含数控车工）、主提升机操作工、
井下探放水钻工、井下机车运输工（电机车修配工）、井下机车运输工（电机车司机）、井下机车运输
工（矿井轨道工）、井下机车运输工（绞车操作工）、工程机械维修工（含采掘电钳工、液压支架〔柱
〕修理工、矿井维修钳工）、综采维修电工、综采维修钳工）、抽放工、焊接与热切割作业（压力焊作
业、熔化焊接热切割作业、钎焊作业）、煤矿安全作业（含煤矿井下电气作业、煤矿井下爆破作业、煤
矿安全检查作业、煤矿探放水作业、煤矿提升机操作作业、煤矿瓦斯检查作业、煤矿监测监控作业、煤
矿采煤机〔掘进机〕操作作业、煤矿防突作业、瓦斯抽采作业）、煤矿班组长培训、煤质化验工、瓦斯
抽放工、电工作业（低压电工作业）、电工作业（含高压电工作业）、电工作业（防爆电气作业）、矿
井开掘工（含巷道掘砌工）、矿井开掘工（巷修工）、矿井开掘工（综掘机司机）、矿井开掘工（装岩
机司机）、矿井测尘工、矿井防尘工、矿山安全设备监测检修工（含安全仪器监测工）、矿山安全设备
监测检修工（矿灯管理工）、矿山安全防护工、矿山安全防护工（瓦斯检查工）、矿山安全防护工（瓦
斯泵工）、矿山安全防护工（瓦斯防突工）、矿山救护工、装配式建筑特有工种（信息管理员、构件制
作工、套筒灌浆工、构件工艺员、构件装配工、构件质量检验员）、高处作业（含登高架设作业及高处
安装、维护、拆除作业）

郑州市郑州矿区北街 13592523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