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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省教育厅“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纸质信件寄送地址
和收件机构名称

0731-84720155
（双减办）

0731-84714899
（教育阳光服务中心）

xwjypxjgc@hnedu.com
湖南省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http://fuwu.hnedu.cn/hnweb/index.jsp

长沙市东二环二段 238 号

湖南省教育厅“双减”工作

办公室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举报方式

全省统一 24 小时监督举报电话：1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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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长沙市

教育局
0731-84899743 csjyfw@163.com

长沙市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http://fuwu.csedu.gov.cn/www/cssjyj/index.h
tml

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中路 320号
长沙市教育局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0731-12345

芙蓉区

教育局
0731-84683246 434593991@qq.com 长沙市芙蓉区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http://ygfw.edu.furong.gov.cn/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东路 189号
芙蓉区政府 1136室 0731-12345

天心区

教育局
0731-81830204 txqjyjshjyk@163.com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政府服务网

http://www.tianxin.gov.cn/zhengminhudong/
长沙市天心区轻院路 118号
天心区教育局 418室 0731-12345

岳麓区

教育局
0731-88999274 yueluqujiaoyu@163.com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政府服务网

http://www.yuelu.gov.cn/zmhd/
长沙市岳麓区政府 8栋 405
岳麓区教育局民教幼教科

0731-12345

开福区

教育局
0731-82528889 kfjymyk@163.com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政府服务网

http://www.kaifu.gov.cn/hdjl/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北路与盛世路交

汇处开福区教育局 502室 0731-12345

雨花区

教育局
0731-85880221 yhqjyjmyk@tom.com

长沙市雨花区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http://www.yuhua.gov.cn/zwgk97/xxgkml/38
4213/384183/yhqjyygfwwsdt/

长沙市雨花区香樟东路 8号雨花区

政府大院内 2号楼雨花区教育局

B223办公室

0731-12345

长沙县

教育局
0731-84012412 csxjyjshjjd@163.com

长沙县教育局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http://www.csx.gov.cn/zwgk/bmxxgkml/128
9170/jyygfwpt/

长沙县星沙街道望仙东路 598号
长沙县政务服务中心长沙县教育局

519室
0731-12345

望城区

教育局
0731-88060059 wcjy311@163.com 长沙市望城区教育阳光服务中心

http://www.wangcheng.gov.cn/ygfw/tssl/
长沙市望城区雷锋北大道 1688号望

城区望城区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1-12345

浏阳市

教育局
0731-83682000 lyeduzjk@.163.com 浏阳市人民政府服务网

http://www.liuyang.gov.cn/zmhd/
浏阳市白沙西路 49号
浏阳市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1-12345

宁乡市

教育局
0731-81800309 509099589@qq.com

宁乡市政务服务网
http://zwfw-new.hunan.gov.cn/portal/gov-pe
ople-interact?region=430182000000

宁乡市城郊街道东沩西路 38号
宁乡市教育局成职民教科 404室 0731-12345

高新区

教育局
0731-88982763 csgxqjyj@163.com 长沙高新教育阳光服务中心

http://www.csgxjy.cn/initInterflow?type=1
长沙高新区麓谷大道 662号长沙软

件园 D栋 4楼高新区教育局 401室 0731-12345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csjyfw@163.com
mailto:434593991@qq.com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txqjyjshjyk@163.com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txqjyjshjyk@163.com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txqjyjshjyk@163.com
http://ygfw.xiaoweiedu.com/Mobile/Index/index
http://ygfw.xiaoweiedu.com/Mobile/Index/index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yueluqujiaoyu@163.com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kfjymyk@163.com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yhqjyjmyk@tom.com
http://www.yuhua.gov.cn/zwgk97/xxgkml/384213/384183/yhqjyygfwwsdt/
http://www.yuhua.gov.cn/zwgk97/xxgkml/384213/384183/yhqjyygfwwsdt/
http://www.yuhua.gov.cn/zwgk97/xxgkml/384213/384183/yhqjyygfwwsdt/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csxjyjshjjd@163.com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wcjy311@163.com
http://www.wangcheng.gov.cn/ygfw/
http://www.wangcheng.gov.cn/ygfw/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lyeduzjk@.163.com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509099589@qq.com
file:///C:/../../../../../../AppData/Local/AppData/Local/AppData/Local/Temp/csgxqjy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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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衡阳市

教育局
0734-8811609 778446257@qq.com

衡阳市教育信息网

https://www.hhyedu.com.cn/

衡阳市华新开发区长丰大道 34号
衡阳市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4-12345

常宁市

教育局
0734-7221872 cnxinxiban@126.com

常宁市教育政务网

http://www.hnchangning.gov.cn/cnjyzww/

常宁市群英西路 240号
常德市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4-12345

耒阳市

教育局
0734-4857629 lysjyjmjg@163.com

耒阳市党政门户网

http://www.leiyang.gov.cn/

耒阳市西湖中路 137号
耒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0734-12345

衡南县

教育局
0734-8551657

http://www.hengnan.gov.
cn/zmhd/index.html

衡南县人民政府衡南县教育局

http://www.hengnan.gov.cn/jyj/

衡南县云集镇雅园路 123 号

衡南县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4-12345

衡山县

教育局
0734--5829809 ygfwzx2021@163.com

衡山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hengshan.gov.cn/

衡山县开云镇建设街 49号
衡山县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4-12345

衡阳县

教育局
0734-6829909 zhengyangedu@163.com

衡阳县人民政府衡阳县教育局

http://www.hyx.gov.cn/hyxjyj

衡阳县西渡镇蒸武路 8号
衡阳县教育局信息中心

0734-12345

南岳区

教育局
0734-5675480 1187872487@qq.com

南岳区政府党政门户网

http://www.nanyue.gov.cn/

衡阳市南岳区独秀路 57号
南岳区教育局办公室

0734-12345

祁东县

教育局
0734-6264483 qdjy99999@163.com

“祁东教育”微信公众号政务公开栏

局长信箱

祁东县永昌路 75号
祁东县教育局民教办

0734-12345

石鼓区

教育局
0734-8177499 sgjyjmjg@163.com

石鼓区教育局

http://www.hysgq.gov.cn/qjyj/index.html

衡阳市石鼓区蔡伦大道华耀城商务

中心（虎形山公园对面）B1栋 1楼
B25号石鼓区教育局窗口

0734-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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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雁峰区

教育局
0734-8799063 Yfqmjg822@126.com

雁峰区党政门户网站

http://www.hyyfq.gov.cn/

衡阳市雁峰区蒸湘南路 133 号

雁峰区教育局南 822 室民办教育股

办公室

0734-12345

蒸湘区

教育局
0734-8827556 313942538@qq.com

蒸湘区政府党政门户网

http://www.zhengxiang.gov.cn/

衡阳市蒸湘区蒸湘街道红湖北路 73
号蒸湘区教育局办公室

0734-12345

珠晖区

教育局
0734-8164973 zhmingb@163.com

珠晖区人民政府门户网

http://www.hyzhq.gov.cn/

衡阳市珠晖区车站坪社区 213 号

珠晖区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4-12345

衡东县

教育局 0734-5229732
1544696017@qq.com

衡东县人民政府门户网

http://www.hengdong.gov.cn/

衡东县洣水镇迎宾路 159 号

衡东县教育局职成民教股 307 室
0734-12345

高新区

教育局
0734-8833218 3448741961@qq.com

衡阳国家高新区门户网

http://hygx.hengyang.gov.cn/

衡阳市高新区解放大道 11号
高新区管委会教文体局 403室

0734-12345

株洲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mailto:31394253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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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株洲市

教育局
0731-22663717 zzjymbk2021@163.com 株洲教育网 http://jyj.zhuzhou.gov.cn/

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南路 537号
株洲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科

0731-12345

炎陵县

教育局
0731-26222581

yanlingjiaoyu001@
163.com

“炎陵教育”微信公众号
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井冈路 22号
炎陵县教育局办公室 312室

0731-12345

茶陵县

教育局
0731-25223678 2289385767@qq.com

茶陵县教育信息网站

http://www.chaling.gov.cn/c13079/index.html
茶陵县云阳街道紫薇街

茶陵县教育局社办职教股
0731-12345

攸县教

育局
0731-24228059 3625354303@qq.com “攸州教育”微信公众号

攸县春联街道发展中心主体楼 10楼
攸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 1005室

0731-12345

醴陵市

教育局
0731-23284067 1605673674@qq.com 醴陵教育信息网 http://edu.liling.gov.cn/

醴陵市左权路 156号
醴陵市教育局监审室

0731-12345

渌口区

教育局
0731-27614753 zzlkjyj@163.com

渌口区教育局

http://www.lukou.gov.cn/c18863/20210114/i1
649763.html

株洲市渌口区渌口镇学堂路

渌口区教育局办公室
0731-12345

天元区

教育局
0731-28665158 tyqjyj@163.com

株洲市天元区政府网

http://www.tianyuan.gov.cn/
株洲市天元区株洲大道北 1号
天元区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 122室

0731-12345

芦淞区

教育局
0731-28580503 lsqjyj@tom.com

株洲市芦淞区政府网

http://www.lusong.gov.cn/?ivk_sa=1024320u
株洲市芦淞区枫溪大道 668号芦淞

区教育局教育督导和监审审计室 4
0731-12345

石峰区

教育局
0731-22529883 278553909@qq.com

石峰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shifeng.gov.cn
株洲市石峰区响石岭街道石峰东路 9
号株洲市石峰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

0731-12345

荷塘区

教育局
0731-28477040 4601287@qq.com

荷塘区人民政府门户网

http://www.hetang.gov.cn/
荷塘区金山街道红旗南路 332号
荷塘区教育局监审室

0731-12345

云龙区

教育局
0731-28689773 ylqjyj2021@163.com

株洲经开区 云龙示范区官网

http://ylsfq.zhuzhou.gov.cn/
株洲云龙示范区云龙大道 88号
云龙示范区教育局 506室

0731-12345

湘潭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http://fuwu.hnedu.cn/hnweb/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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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湘潭市

教育局
0731-52310828 xtsjyj_sjb@163.com

湘潭市教育局

http://jy.xiangtan.gov.cn/
湘潭市岳塘区双拥中路 172号
湘潭市教育局民教科 702室

0731-12345

湘潭县

教育局
0731-57882086 xtxjyj7801502@163.com

湘潭县教育局

http://www.xtx.gov.cn/9065/index.htm
湘潭县易俗河镇杜鹃路 38 号

湘潭县教育局职成股 202室
0731-12345

韶山市

教育局
0731-55682581 sssjyj_sjb@163.com

湘潭县教育局

http://www.xtx.gov.cn/9065/index.htm
韶山市清溪镇厦门路 38号
韶山市教育局 2007 办公室

0731-12345

湘乡市

教育局
0731-56771739 xxsjyj_sjb@163.com

韶山市人民政府

http://www.shaoshan.gov.cn/
湘乡市望春门办事处城桑路 21号
湘乡市教育局纪检室 313室

0731-12345

雨湖区

教育局
0731-58520233 Yhqjyygfwzx@ 126.com

湘乡市教育局

http://www.xxs.gov.cn/1941/1943/2027/ind
ex.htm

湘潭市雨湖区雨湖路街道和平路

40号
雨湖区教育局 102室

0731-12345

岳塘区

教育局
0731-55568373 ytqjyj_jyg@163.com

湘潭雨湖区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http://yhqjyyg.gzidc.hndns.cn/
湘潭市岳塘区行政中心

岳塘区教育局 951室教育股
0731-12345

高新区

教育局
0731-58563203 xtgxqjyj@163.com

湘潭岳塘区教育局

http://www.hnxtyt.gov.cn/17407/17408/17
433/index.htm

湘潭市岳塘区晓塘路 9号创新大

厦高新区教育局教育科 612室
0731-12345

经开区

教育文

卫局

0731-52379359 jhjywwj@163.com
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官网

http://xthtz.xiangtan.gov.cn/
湘潭经开区九华大楼

湘潭经开区教育文卫局 1009 室
0731-12345

mailto:xtsjyj_sjb@163.com
mailto:xtxjyj7801502@163.com
http://www.xtx.gov.cn/9065/index.htm
http://www.xtx.gov.cn/9065/index.htm
mailto:sssjyj_sjb@163.com
mailto:xxsjyj_sjb@163.com
mailto:Yhqjyygfwzx@126.com
mailto:ytqjyj_jyg@163.com
mailto:xtgxqjyj@163.com
mailto:jhjyww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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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邵阳市

教育局
0739-5603919 syssjbgs@163.com

邵阳市教育阳光服务网上大厅

https://edupt.hnxnet.com/
邵阳市大祥区宝庆中路 505号
邵阳市教育局“双减”办公室

0739-12345

大祥区

教育局
0739-8928808 dxqjyjsjb@163.com

大祥区人民政府湖南省统一互动交流平台

http://www.dxzc.gov.cn/dxzc/tyhd/tyhd_inde
x.shtml

邵阳市大祥区大祥路与双园路交叉

路口北邵阳市大祥区教育局双减办
0739-12345

北塔区

教育局
0739-5623815 beitajyj@163.com

北塔区人民政府湖南省统一互动交流平台

http://www.beita.gov.cn/beita/nzmhd/tyhd_i.
shtml

邵阳市北塔区状元洲街道槐树社区8

组北塔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
0739-12345

双清区

教育局
0739-5226785

shuangqingjiaoyu@163

.com

双清区教育局阳光服务平台

https://edupt.hnxnet.com/index.asp?cid=2014
21343350

邵阳市双清区保宁二巷

双清区教育局
0739-12345

邵阳县

教育局
0739-6833652 syxjyjsbg@163.com

邵阳县人民政府湖南省统一互动交流平台

http://www.syx.gov.cn/syx/tyhd/tyhd_index.s
html

邵阳县塘渡口镇邵新街 19 号

邵阳县教育局社办股
0739-12345

城步苗

族自治

县教育

局

0739-7368032 cbxsjb@126.com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湖南省统一互动

交流平台

https://admin.shaoyang.gov.cn/chengbu/tyhd/
tyhd_index.shtml

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路与曾

家井路交叉口西南 150 米

城步苗族自治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

0739-12345

隆回县

教育局
0739-8240050 niepeng629@163.com

隆回县人民政府湖南省统一互动交流平台

http://www.longhui.gov.cn/longhui/tyhd/tyhd
_i.shtml

邵阳市隆回县朝阳路 244 号

隆回县教育局双减办
0739-12345

绥宁县 0739-7611256 snjyjmyg@163.com 绥宁县人民政府湖南省统一互动交流平台 绥宁县长铺镇人民路 3号 0739-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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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教育局 http://www.hnsn.gov.cn/hnsn/tyhd/tyhd_inde
x.shtml

绥宁县教育局民幼股

武冈市

教育局
0739-4256313 sywgsmbjy@163.com

武冈市教育局阳光服务平台

http://wgedu.hnxnet.com/
邵阳市武冈市武强北路 3号

武冈市教育局职成教和民办教育股
0739-12345

新宁县

教育局
0739-4822340 xnxjyjsjb@163.com

新宁县教育局阳光服务平台

http://xnedu.hnxnet.com/
新宁县金石镇解放路 288号
新宁县教育局

0739-12345

新邵县

教育局
0739-3182116 314539541@qq.com

新邵县人民政府湖南省统一互动交流平台

http://www.xinshao.gov.cn/xinshao/tyhd/tyh
d_index.shtml

新邵县酿溪镇文化路 15号
新邵县教育局监督审计室

0739-12345

洞口县

教育局
0739-7222638 dkmbjy@163.com

洞口县领导信箱系统

http://www.dongkou.gov.cn/u/wlwz/list?sitec
ode=dongkou&&wlwzType.id=bb66529f6f2
904fd016f29286b3f0000

邵阳市洞口县新村路 3号

洞口县教育局普教股
0739-12345

邵东市

教育局
0739-2721321 sdsjyjsjb@163.com

邵东市教育局阳光服务平台

http://sdedu.hnxnet.com/
邵东市金龙大道 655 号

邵东市教育局民办教育股
0739-12345

岳阳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mailto:xnxjyjs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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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岳阳市教

育体育局
0730-8805627 yyxxk5569@126.com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网

http://www.yueyang.gov.cn/webapp/jytyj/em
ail/index.jsp

岳阳市岳阳大道西

岳阳市教育体育局民办教育科
0730-12345

华容县

教育局
0730-4212458 hrjytyj2021@163.com

华容县教育体育局网

http://www.huarong.gov.cn/jytyj/
岳阳市华容县黎淳北路 001号
华容县教育体育局职成股

0730-12345

岳阳县

教体局
0730-7635093 1961539570@qq.com

岳阳县人民政府网

http://www.yyx.gov.cn/
岳阳市岳阳县荣家湾镇东方路 70号
岳阳县教育体育局职成股

0730-12345

湘阴县

教育局
0730-2219671 xyxjyygfwzx@163.com

湘阴县人民政府网

http://www.xiangyin.gov.cn/index.htm
岳阳市湘阴县文星街道江东路湘阴

县教育局社会力量办学服务中心
0730-12345

平江县

教育局
0730-6223149 p6223149@126.com

平江县教育局网

http://www.pingjiang.gov.cn/pjjtj/
岳阳市平江县三阳乡平源村

平江县教育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0-12345

汨罗市

教育局
0730-5180023 miluojiaotiju@163.com

汨罗市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miluo.gov.cn

岳阳市汨罗市罗城路 109号
汨罗市教育体育局基教办

0730-12345

君山区

教育局
0730-8155088 jsmbjyg@126.com

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政府

http://www.junshan.gov.cn

岳阳市君山区柳林洲办事处九公里

君山区教育局民办教育股
0730-12345

云溪区教

育体育局
0730-8419102

yaoweijun20212021@
163.com

岳阳市云溪区人民政府

http://www.yunxiqu.gov.cn/

岳阳市云溪区云中北路 49号云溪区

教育体育局阳光服务中心
0730-12345

临湘市教

育体育局
0730-3753629 649399149@qq.com

临湘市人民政府

http://www.linxiang.gov.cn

岳阳市临湘市长安中路 31号
临湘市教育体育局民办教育股

0730-12345

岳阳楼区

教育局
0730-8870805 yylqjijiaogu@163.com

岳阳楼区教育网

http://www.yylq.gov.cn/edu/
岳阳市岳阳楼区枫桥湖路

岳阳楼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
0730-12345

屈原管理

区教育局
0730-5720157

quyuanjiaoyuju@sina.co
m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

http://www.quyuan.gov.cn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缘江花园

屈原管理区教育体育局督导室
0730-12345

南湖新区

教育体育

科技局

0730-8835590 nhjtjmbg@163.com
岳阳市南湖新区

http://www.yynanhu.gov.cn/
岳阳市南湖新区孔家垄路 99号

南湖新区教育体育科技局民办股
0730-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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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岳阳经济

技术开发

区教育文

体局

0730-8720626 kfqjwjbgs@126.com
岳阳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yueyang.gov.cn/index.html

岳阳市岳阳大道岳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11 楼

教育文体工作局基础教育办

0730-12345

常德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常德市

教育局
0736-7723050 cdsj0736@163.com

常德教育网.常教云

https://www.hncdjyj.edu.cn/
常德市武陵大道 465号
常德市教育局 社管办

0736-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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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武陵区

教育局
0736-7223019 wlqjyj@sina.com 武陵区人民政府https://www.wuling.gov.cn/

常德市武陵区穿紫河街道朗州路399
号武陵区教育局社管办

0736-12345

鼎城区

教育局
0736-7388649 DCshuangjian@163.com

鼎城区人民政府

https://www.dingcheng.gov.cn/
常德市鼎城区临沅路 523号
鼎城区教育局社管办

0736-12345

安乡县

教育局
0736-4313254

anxiangxianjiaoyu@163.
com

安乡县人民政府

https://www.anxiang.gov.cn/
安乡县深柳镇新堤街 66号
安乡县教育局教育股

0736-12345

汉寿县

教育局
0736-2857700 bgs2863030@163.com

汉寿教育网

http://www.hsxedu.cn/
汉寿县龙阳镇体育路 22号
汉寿县教育局社管办

0736-12345

临澧县

教育局
0736-5800073 linlijiaoyu@163.com

临澧县人民政府

www.linli.gov.cn
临澧县安福街道朝阳东街 8号
临澧县教育局社管办

0736-12345

桃源县

教育局
0736-6626576

xxccxf@163.comomtyed
ujjg

桃源县人民政府

https://www.taoyuan.gov.cn/
桃源县漳江镇文昌中路 010号
桃源县教育局教育股

0736-12345

澧县

教育局
0736-3131072 Lixianedu01@163.com

澧县人民政府网站

www.li-xian.gov.cn
澧县行政中心 8号楼

澧县教育局办公室 209
0736-12345

石门县

教育局
0736-5152286 smxjyjsgb@163.com 石门县人民政府 www.shimen.gov.cn

常德市石门县永兴街道黄金路 99号
石门县教育局社管办

0736-12345

津市市

教育局
0736-4223829 jsjygsgb@163.com

津市市人民政府

https://www.jinshishi.gov.cn/
津市市汪家桥街道津澧大道

津市市教育局社管办
0736-12345

常德经济技术

开发区社会事

务管理局

0736-2549222
changdejingkaiqu@163.c
om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https://cdjkq.changde.gov.cn/

常德市德山大道 369号常德市经开

区社会事务管理局教育管理中心社

管办

0736-12345

西洞庭管理区

教育局
0736-7507673

xidongtingjiaoyu@163.co
m

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

https://xdt.changde.gov.cn/

常德市西洞庭管理区龙泉街道津市

路 21号 西洞庭管理区教育局社管

办

0736-12345

mailto:wlqjyj@sina.com
mailto:DCshuangjian@163.com
http://www.hsxedu.cn/
http://www.hsxedu.cn/
mailto:xxccxf@163.comomtyedujjg
mailto:xxccxf@163.comomtyedujjg
mailto:Lixianedu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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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西湖管理区教

育局
0736-2821816 hnxihujiaoyu@163.com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管理委员会

https://xh1.changde.gov.cn/hdjl/ldxx
常德市西湖管理区西湖镇教育路

西湖管理区教育局社管办
0736-12345

https://xh1.changde.gov.cn/hdjl/ldxx
https://xh1.changde.gov.cn/hdjl/ld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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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张家界

市教育局
0744-8228996 zjjedu@sina.com 张家界市教育局 Jyj.zjj.gov.cn

张家界市永定区子午路 198号
张家界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科

0744-12345

永定区

教育局 0744-8596886
ydqzf2021@163.com

张家界市永定区人民政府-首页

http://www.zjjyd.gov.cn/
张家界市永定区政府大院

永定区教育局职成股
0744-12345

武陵源区

教育局
0744-5618030 Wlyyj5618030@163.com

武陵源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ly.zjj.gov.cn/
武陵源区军地坪街道军地路 104号
武陵源区教育局办公室

0744-12345

慈利县

教育局
0744-3215391 Clxsj0744@163.com 慈利县人民政府 http://cili.zjj.gov.cn/

张家界市慈利县零阳镇零阳中路园丁

巷 005号慈利县教育局民办教育股
0744-12345

桑植县

教育局
0744-6231579 szjyj1234@163.com

桑植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sangzhi.zjj.gov.cn/Sangzhi.zjj.gov.cn
桑植县澧源镇和平路 98 号

桑植县教育局基础教育股
0744-12345

益阳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mailto:ydqzf2021@163.com
mailto:szjyj1234@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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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益阳市

教育局
0737-4222511 yysjyjsj@163.com

益阳市教育局

http://www.yiyang.gov.cn/webapp/jyjl

y/jyjly_email/email/index.jsp

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西路 685 号

益阳市教育局 408 室双减办
0737-12345

资阳区

教育局
0737-2663398 xuduomuzi@163.com

资阳区网上信访投诉平台

https://wsxf.hunan.gov.cn/index.cmd?

xzqhdm=430902&djjgdm=430902000000000

0499#

益阳市资阳区资江西路 538 号

资阳区教育局 109 室阳光服务中心
0737-12345

赫山区

教育局
0737-4449993 heshanjjg@163.com

赫山区人民政府

http://www.hnhs.gov.cn/

益阳市赫山区体育路 148 号

赫山区教育局办公楼 202 室督导室
0737-12345

南县

教育局
0737-5221577 nanxianjjg@163.com

南县人民政府

http://www.nanxian.gov.cn/

南县南洲镇学宫路 72号

南县教育局 203 室基教股
0737-12345

沅江市

教育局
0737-2721626 yjsjyj214@qq.com

沅江市人民政府

http://www.yuanjiang.gov.cn

益阳市沅江市桔城大道 180 号

沅江市教育局 214 室“双减”办公室
0737-12345

桃江县

教育局
0737-2763168 tjjy@163.com

桃江县人民政府

http://www.taojiang.gov.cn/

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桃花中路 44 号

桃江县教育局 301 室督导室
0737-12345

安化县

教育局
0737-7224305 aherzhi@163.com

安化县教育局

http://www.anhua.gov.cn/ahjyj/

安化县县城南区陶樹大道 389 号

安化县教育局 308 室阳光服务中心
0737-12345

大通湖

区教育

和卫生

健康局

0737-5664153 dthlxj@126.com
大通湖区管委会

http://dth.yiyang.gov.cn/

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文化北路498

号大通湖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 321

室办公室

0737-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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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郴州市

教育局
0735-2830655 czjy_sjb@126.com 郴州市教育局

http://jyj.czs.gov.cn/
郴州市苏仙南路 3号
郴州市教育局双减办

0735-12345

北湖区

教育局
0735-2121068 czbhsjb@163.com 北湖区人民政府

http://www.czbeihu.gov.cn/
郴州市苏仙区南塔街道龙骨井 58号
北湖区教育局办公室

0735-12345

苏仙区

教育局
0735-2473526 sxjyzcg@163.com 苏仙区人民政府

http://www.hnsx.gov.cn/
郴州市苏仙区郴县路 177号
苏仙区教育局职成民股

0735-12345

资兴市

教育局
0735-3322169 zxjy3322169@163.com 资兴人民政府

http://www.zixing.gov.cn
资兴市唐洞街道阳安路 299号
资兴市教育局职成股 407室 0735-12345

桂阳县

教育局
0735-4461639 gyjyjzcg@126.com 桂阳县人民政府

http://www.hngy.gov.cn/zwhd/default.htm
桂阳县八字塘社区四大院办公大楼

172房桂阳县教育局职成股
0735-12345

永兴县

教育局
0735-5522021 yxxjyjzcb@163.com 永兴县人民政府

http://www.yxx.gov.cn/
永兴县大桥路 317号
永兴县教育局职成办

0735-12345

宜章县

教育局
0735-3758007 czyzcjz@163.com 宜章县教育局

http://www.yzx.gov.cn/yzjyj/
宜章县玉溪镇民主西路 4号
宜章县教育局民成职站

0735-12345

嘉禾县

教育局
0735-6893111 jhxjyjbgs2020@163.com 嘉禾县人民政府

http://www.hnjh.gov.cn/jyj/
嘉禾县珠泉镇体育路 13号
嘉禾县教育局办公室

0735-12345

临武县

教育局
0735-6322422 lwjy6322422@163.com 临武县人民政府网

http://www.lwx.gov.cn/
临武县大武路（党校院内）

临武县教育局办公室
0735-12345

汝城县

教育局
0735-8220828 rcjy3813@126.com 汝城县教育局网站

http://www.rc.gov.cn/jyj/default.htm
汝城县文化路 64号
汝城县教育局民办教育股

0735-12345

桂东县

教育局
0735-8620298 czjjg29@126.com 桂东县人民政网

http://www.gdx.gov.cn/
桂东县沤江镇草堂路

桂东教育局基教股收
0735-12345

安仁县

教育局
0735-5202730 czjjg31@126.com 安仁县人民政府

http://www.anrenzf.gov.cn/
安仁县五一南路 24号
安仁县教育局民办股

0735-12345

mailto:czjy_sjb@126.com
mailto:czbhsjb@163.com
mailto:sxjyzcg@163.com
mailto:zxjy3322169@163.com
mailto:gyjyjzcg@126.com
mailto:yxxjyjzcb@163.com
mailto:czyzcjz@163.com
mailto:lwjy6322422@163.com
mailto:rcjy3813@126.com
mailto:czjjg29@126.com
http://www.gdx.gov.cn/
http://www.gdx.gov.cn/
mailto:czjjg31@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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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永州市

教育局
0746-8211915 yzssjb@sina.com

永州市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https://edu.xiaoxiang.club/yangguang/

永州市冷水滩区银象路 159号
永州市教育局民审科

0746-12345

冷水滩区

教育局
0746-8219393 lstjyj@126.com 冷水滩区教育局 http://www.lst.gov.cn/lstjyj/

永州市冷水滩区梧桐路 579号
冷水滩区教育局办公室

0746-12345

零陵区

教育局
0746-6331580 llsgb6331152@163.com

零陵区教育局

http://www.cnll.gov.cn/llqjyj/cnllbindex.shtml
永州市零陵区南津渡街道潇水东路3
号零陵区教育局职成股

0746-12345

江华县

教育局
0746-2330150 jhyjmj@163.com

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

https://wsxf.hunan.gov.cn/index.cmd?xzqhdm
=431129&djjgdm=4311290000000000499#

江华瑶族自治县萌渚路 17号
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民审股

0746-12345

祁阳市

教育局
0746-3231220 jjg3231220@163.com 祁阳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qy.gov.cn

祁阳市民生北路 61号
祁阳市教育局基教股

0746-12345

江永县

教育局
0746-5722319 jyjxzspg2021@126.com

永州市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https://edu.xiaoxiang.club/yangguang/

江永县潇浦镇永明北路 88号县委大

院（老县委楼）江永县教育局行政审

批股

0746-12345

蓝山县

教育局
0746-2213565 lsxedu@163.com

蓝山县人民政府网

http://lanshan.gov.cn/lsxjyj/zwgk/lszwgkList.s
html

蓝山县塔峰镇塔峰中路 142号
蓝山县教育局办公室

0746-12345

东安县

教育局
0746-4212425 daxjysjb@163.com 东安县教育局 http://jy.da.gov.cn/

东安县东安大道 153号
东安县教育局双减工作办公室

0746-12345

宁远县

教育局
0746-7321297 mjgyx2014@163.com

永州市教育阳光服务大厅

https://edu.xiaoxiang.club/yangguang/
宁远县九嶷北路 1号
宁远县教育局办公室 302室

0746-12345

双牌县

教育局
0746-7723760 sp7723760@163.com

双牌县教育局

http://www.sp.gov.cn/spxjyj/spbmindex.shtml
双牌县泷泊镇紫阳路 2号
双牌县教育局职成股

0746-12345

mailto:yzssjb@sina.com
file:///F:/微信文件/WeChat%20Files/wxid_h8seq9s2nqcb21/FileStorage/File/2021-09/永州市教育阳光服务大厅https:/edu.xiaoxiang.club/yangguang/
file:///F:/微信文件/WeChat%20Files/wxid_h8seq9s2nqcb21/FileStorage/File/2021-09/永州市教育阳光服务大厅https:/edu.xiaoxiang.club/yangguang/
mailto:lstjyj@126.com
mailto:lstjyj@126.com
mailto:llsgb6331152@163.com
mailto:llsgb6331152@163.com
mailto:llsgb6331152@163.com
mailto:jhyjmj@163.com
mailto:jhyjmj@163.com
mailto:jhyjmj@163.com
mailto:jhyjmj@163.com
mailto:jjg3231220@163.com
mailto:jjg3231220@163.com
mailto:jyjxzspg2021@126.com
mailto:jyjxzspg2021@126.com
mailto:jyjxzspg2021@126.com
mailto:lsxedu@163.com
mailto:lsxedu@163.com
mailto:lsxedu@163.com
mailto:lsxedu@163.com
mailto:daxjysjb@163.com
mailto:daxjysjb@163.com
mailto:sp7723760@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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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道县

教育局
0746-5235656 Dxjy5656@163.com

道县教育网

http://www.dx.gov.cn/dxjyj/index.shtml
道县道州南路敦颐高中内

道县教育局办公室
0746-12345

新田县

教育局
0746-4783663 xtjjg@163.com

新田县人民政府门户网

http://www.xt.gov.cn/xtjyj/index.shtml
新田县中山街道文化路 30号
新田县教育局基教股

0746-12345

回龙圩管理

区教育局
0746-5911354 zy5911003@126.com

回龙圩管理区教育局

https://www.hnzyzx.com/index.php?r=space/or
g/index&sid=db4c3638631c4b079b6f9c192d5
337d3

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农垦路龙湖假

日小镇东侧约 280 米回龙圩管理区

教育局基教股

0746-12345

金洞管理区

教育局
0746-3858071 jdjycw@163.com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 jd.yzcity.gov.cn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金洞镇人岭街 5
号金洞管理区教育局教育管理股

0746-12345

mailto:Dxjy5656@163.com
mailto:Dxjy5656@163.com
mailto:Dxjy5656@163.com
mailto:xtjjg@163.com
mailto:248068979@qq.com
mailto:248068979@qq.com
mailto:zy5911003@126.com
mailto:jdjycw@163.com
mailto:jdjyc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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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怀化市

教育局
0745-2719029 hhsjb209@163.com

怀化市教育局

http://jyj.huaihua.gov.cn/

怀化市鹤城区迎丰中路育才巷 12 号

怀化市教育局双减办
0745-12345

沅陵县

教育局
0745-4222635 Zmr18874554018@163.com

沅陵县人民政府

http://www.yuanling.gov.cn/

怀化市沅陵县天宁北路 81 号

沅陵县教育局职成办
0745-12345

辰溪县

教育局
0745-5225495 cxjyj2021@163.com

辰溪县人民政府—教育局

http://www.chenxi.gov.cn/chenxi/c

100003/sublist2020.shtml

怀化市辰溪县丹山路 115 号

辰溪县教育局办公室
0745-12345

溆浦县

教育局
0745-3331366 xpjy137@163.com

溆浦县人民政府

http://www.xp.gov.cn/

怀化市溆浦县幸福路 48 号

溆浦县教育局办公室
0745-12345

麻阳县

教育局
0745-5880994 myjyjnyjg5880994@163.com

麻阳县人民政府麻阳县教育局

http://www.mayang.gov.

cn/mayang/c105782/bm_list.shtml

麻阳县高村镇富州南路 235 号

麻阳县教育局民教股
0745-12345

新晃县

教育局
0745-6228873 xhjyjxzspg@126.com

新晃县人民政府新晃县教育局

http://www.xinhuang.gov.cn/xinhua

ng/c112916/jgzn2021.shtml

新晃县晃州镇晃山路 15 号

新晃县教育局 409 办公室
0745-12345

芷江侗

族自治

县教育

局

0745-6821235 zjjysjb117117@126.com

芷江县人民政府—教育局

http://www.chnzj.gov.cn/chnzj/

c103208/jyjxxgk.shtml

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镇东正街 22 号

芷江县教育局双减办
0745-12345

鹤城区

教育局
0745-2730866 hcqjyj2021@163.com

鹤城区人民政府

http://www.hechengqu.gov.cn/heche

ngqu/c115541/gailan_xxgk.shtml

怀化市鹤城区迎丰东路 168 号

鹤城区教育局办公室
0745-12345

mailto:Zmr1887455401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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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中方县

教育局 0745-2922505
zfjyjb@163.com

中方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

http://www.zhongfang.gov.cn/zhong

fang/c104114/hdjl.shtml

怀化市中方县玫瑰路 5号

中方县教育局职成股
0745-12345

洪江市

教育局
0745-7736270 hjssjb@126.com

洪江市人民政府—教育局

http://www.hjs.gov.cn/hjs/c123678

/tyzlmlist2020.shtml

洪江市黔城镇龙标大道

洪江市教育局监察室
0745-12345

洪江区

教育局
0745-7623281 hjqjyjbgs@163.com

怀化市洪江区管理委员会

http://hjq.huaihua.gov.cn/

怀化市洪江区新民路 81 号

洪江区教育局职成股
0745-12345

会同县

教育局
0745-8850492

huitongdudaoshi123@163.c

om

会同县人民政府

http://www.huitong.gov.cn/

怀化市会同县林城镇东门街 241 号

会同县教育局督导室
0745-12345

靖州县

教育局
0745-8253700 jzxjyjsjb@163.com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http://www.jzx.gov.cn/

怀化市靖州县新建中路 195 号

靖州县教育局双减办
0745-12345

通道县

教育局
0745-8628375

tdsjbgs@163.com 通道人民政府

http://www.tongdao.gov.cn/

怀化市通道县长征中路 10 号

通道县教育局办公室
0745-12345

mailto:jzxjyjsjb@163.com
mailto:tdsjbgs@163.com%0a
mailto:tdsjbgs@163.com%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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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市“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娄底市

教育局
0738-8229191 ldjysj@126.com

娄底市教育局

http://jyj.hnloudi.gov.cn/ldjyj/xjgs

/ldxx_xjgs.shtml

娄底市娄星区乐坪大道东 477号
娄底市教育局民办教育科

0738-12345

娄星区

教育局
0738-8515477 lxqjyjsj@163.com 娄底市娄星区人民政府

http://www.louxing.gov.cn/
娄底市娄星区湘阳街教师村内

娄星区教育局民办教育股
0738-12345

冷水江市

教育局
0738-5212520 574589017@qq.com

冷水江市人民政府

http://www.lsj.gov.cn/lsj/zmhd/hdjlp

t.shtml

冷水江市冷水江街道锑都中路 26号
冷水江市教育局民办教育股

0738-12345

涟源市

教育局
0738-4451826 lyjcjyg@163.com 涟源市人民政府

http://www.lianyuan.gov.cn

涟源市蓝田街道人民中路 62号
涟源市教育局社会力量管理办公室

0738-12345

双峰县

教育局
0738-6821163 Sfxjyju@163.com 双峰县人民政府

www.hnsf.gov.cn
双峰县永丰街道工农北路 256号
双峰县教育局民办教育股

0738-12345

新化县

教育局
0738-3521611 xhxjyj@126.com

新化县人民政府
http://www.hnloudi.gov.cn/xinhua/bmxxgkm
l/xjyj/bumen.shtml

新化县上渡街道富康路 100号新化

县教育局内

新化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0738-12345

经开区

教育局
0738-8366258 loudijingkaiqu@163.com

国家级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站
http://jkq.hnloudi.gov.cn/ldjjkfq/zrxx/wyxx.s
html

娄底市娄星区新星北路 577号娄底

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社会

事务局文化教育科

0738-12345

mailto:574589017@qq.com
mailto:lyjcjyg@163.com
http://www.lianyuan.gov.cn/
http://www.lianyu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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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治州“双减”问题监督举报方式

单位 座机电话 电子邮箱 网站名称和网址 信件寄送地址和收件机构名称
全市市民

热线电话

湘西州

教体局
0743-8223168 xxzsjb2021@163.com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

http://jyhtyj.xxz.gov.cn/

湘西自治州吉首市人民北路

湘西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 106 双减办
0743-12345

吉首市

教体局
0743-8515938 jsssjb2021@163.com

吉首市人民政府

http://www.jishou.gov.cn/

吉首市乾州新区市政大楼

吉首市教育和体育局二楼双减办
0743-12345

泸溪县

教体局
0743-4265223 lxjy195@126.com

泸溪县人民政府

http://www.lxx.gov.cn/
泸溪县武溪镇建设路 160号
泸溪县教育和体育局法规二室

0743-12345

凤凰县

教体局
0743-3506169 fhxsjb2021@163.com

凤凰县教体局

http://www.fhzf.gov.cn/

湘西州凤凰县沱江镇新田垅路 19 号

凤凰县花垣县教育和体育局A210办公

室基教股

0743-12345

花垣县

教体局
0743-7223071 hyjjg2008@163.com

花垣县人民政府

http://www.biancheng.gov.cn/
花垣县建设中路 23 号

花垣县教育和体育局基教股 303 室
0743-12345

保靖县

教体局
0743-7722116 bjxjjg@163.com

保靖县人民政府

http://www.bjzf.gov.cn
保靖县政务中心 11 楼

保靖县教育和体育局 1102 基教股
0743-12345

古丈县

教体局
0743-4723476

guzhangpujiaogu@163.c
om

古丈县人民政府

http://www.guzhang.gov.cn/
古丈县古阳镇沿河路古丈县

教育和体育局基教股 604 室
0743-12345

永顺县

教体局
0743-5227844 ysxjjg@163.com 永顺县人民政府 http://www.ysx.gov.cn/

永顺县灵溪镇校场路 18号
永顺县教育和体育局 4楼基教股办公室

0743-12345

龙山县

教体局
0743-6267099 lssjb6267099@163.com

龙山县人民政府

http://www.xxls.gov.cn/
龙山县岳麓大道龙山县

教育和体育局 206 双减办
0743-12345

高新区

文教卫局
0743-8532891 xxgxqwjw@126.com

湘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http://xxgxq.xxz.gov.cn/

湘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武陵山大道

5号文化教育和卫生局 1027办公室
0743-12345

mailto:xxzsjb2021@163.com
http://jyhtyj.xxz.gov.cn/
http://jyhtyj.xxz.gov.cn/
http://www.jishou.gov.cn/
http://www.jishou.gov.cn/
mailto:lxjy195@126.com
http://www.lxx.gov.cn/
http://www.lxx.gov.cn/
mailto:fhxsjb2021@163.com
http://www.fhzf.gov.cn/
http://www.fhzf.gov.cn/
http://www.biancheng.gov.cn/
http://www.biancheng.gov.cn/
http://www.biancheng.gov.cn/
mailto:bjxjjg@163.com
http://www.bjzf.gov.cn/
http://www.bjzf.gov.cn/
mailto:guzhangpujiaogu@163.com
mailto:guzhangpujiaogu@163.com
http://www.guzhang.gov.cn/
http://www.guzhang.gov.cn/
mailto:ysxjjg@163.com
http://www.ysx.gov.cn/
mailto:lssjb6267099@163.com
http://www.xxls.gov.cn/
http://www.xxls.gov.cn/
mailto:xxgxqwjw@126.com
http://xxgxq.xxz.gov.cn/
http://xxgxq.xxz.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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