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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文件 
苏人协〔2021〕04 号 

 

关于公布 2021 年苏州市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员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报名点的公告 

 

各有关单位： 

为确保 2021 年度上半年苏州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

调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报名工作顺利进行，根据江苏省人力资源

服务行业协会《2021 年上半年全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

调员统一认定考务工作流程实施细则》要求，苏州市人力资源服务行

业协会于 3 月上旬启动了苏州市各市、区报名点申报工作，在苏州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指导下，报省行业协会批准，确定苏州市人

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等 43 家机构为苏州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

关系协调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报名点，现予以公布。 

经过授权的考试报名点可登录报名考试系统进行批量申报，苏州

市考试报名点应在苏州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的统一管理下，按照

苏州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发布的相关工作要求，认真做好企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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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报名工作的宣传、

报名咨询、资格初审、复审上报、报名收费等工作。 

 

附件：苏州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员职业技能等

级认定考试报名点名单 

 

 

 

 

 

 

 

 

 

 

 

 

 

 

 

苏州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2021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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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苏州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关系协调员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考试报名点名单 

 

注： 3月 29日至 4月 18日苏州市所有报名点均可办理考生资料审核。4月 19日至 4月 25日仅在苏州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办理。 

序 

号 

注册 

地区 
报名点 材料受理项目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1 苏州市 苏州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 298号苏州市人

才市场大厦 408室 
65221716 

2 张家港 张家港市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张家港市华昌路 3号港城大厦 7F 56328335 

3 张家港 张家港市君信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张家港市杨舍镇范庄综合楼南楼 4楼 56320030 

4 张家港 张家港市卡瑞尔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张家港市杨舍镇东方新天地 9幢 58586695 

5 张家港 张家港市捷梯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张家港市杨舍镇河西路 88号曼巴特写

字楼 14 楼 
56382690 

6 常熟市 常熟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贤士路 88

号 5幢 2209 
89889191 

7 常熟市 常熟市捷梯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常熟市书院街 19号中环广场园山居 4楼 5292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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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注册 

地区 
报名点 材料受理项目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8 常熟市 常熟市启宏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常熟市东南开发区区银通路 377号 52358691 

9 常熟市 常熟市久诚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常熟市勤丰路 49号 52225222 

10 常熟市 常熟市英博思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劳动关系协调员 
常熟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贤士路88号

5幢 1002 
81660192 

11 太仓 太仓市锦天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太仓市开发区娄东街道郑和中路 319号

东亭大厦 20楼 

33002112 

53356922 

12 昆山 昆山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昆山市玉山镇震川西路 18-2号 1505室 50300518 

13 昆山 昆山市捷梯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昆山市高新区震川西路 111号名仕大厦

9楼 
55236975 

14 昆山 昆山市中科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昆山市玉山镇虹桥路 378号香榭商务楼

3楼 
36853430 

15 昆山 昆山市众城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昆山市高新区玉山镇百澜地商苑 169号

2楼 187 号 2楼 
5036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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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注册 

地区 
报名点 材料受理项目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16 昆山 昆山市优才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昆山市玉山镇崂山路 9号人力资源市场

西区三楼 
57256896 

17 吴江区 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吴江区开平路 300号 12楼 1207 63316673 

18 吴江区 苏州市吴江区滨湖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吴江区松陵镇江兴西路 243号 

苏州市吴江区双板桥路 112号（总工会

职工学校） 

63028402 

19 吴江区 苏州市吴江区智源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吴江区云梨路 1028号人力资源

服务中心大楼 604  

苏州市吴江区双板桥路 8号明珠大厦 4

楼 

63951028 

20 吴江区 苏州市吴江区智能手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吴江区云梨路 1028号 602 63333880 

21 吴江区 苏州市吴江区连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吴江经济开发区运东大道 1133

号（美岸青城商业 405-409室） 
63086886 

22 吴中区 苏州市吴中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吴中区南蠡墅街 8号 6楼 65650023 



 - 6 - 

 

序 

号 

注册 

地区 
报名点 材料受理项目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23 吴中区 苏州市吴中区宝晟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吴中区田上江路苏豪文化创意

园 2栋 
66791573 

24 吴中区 苏州市吴中区胥才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镇胥市街 550号 66598089 

25 吴中区 苏州金硕源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高新区嵩山路 180号 65874684 

26 相城区 苏州市相城区职业中介（人力资源）行业协会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康阳路 227号人才

市场 206 室 
65992600 

27 相城区 苏州融教培训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相城区高铁新城南天成路 77号

401室附 411号 
69570206 

28 姑苏区 苏州市苏才继续教育培训中心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干将西路 288号 4楼办公

室（1） 
65222382 

29 姑苏区 苏州市姑苏区常青树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人民路 538号 67275618 

30 姑苏区 苏州市捷梯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干将东路 889号 517室 65126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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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注册 

地区 
报名点 材料受理项目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31 姑苏区 苏州市金诺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新市路 310号 62927386 

32 姑苏区 苏州市金阊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广济南路 288号石路金座

大厦 15 楼 2号室 
65896971 

33 姑苏区 苏州新教育心理培训学校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苏站路 1599号百年国际

商业广场 4幢 506-508 
65305473 

34 高新区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高新区人才广场 413室 66956942 

35 高新区 苏州高新区新科教育培训中心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南环东路 939号新科智汇

坊 6楼 
69338089 

36 高新区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博邦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高新区宝带西路 1566号新锐科创

中心 1号楼 1楼 111 
66919878 

37 高新区 苏州技师学院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阊胥路 277号 65267470 

38 高新区 苏州苏钢技工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广济路木耳场 6-1 6532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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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点 材料受理项目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39 高新区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安达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高新区马运路 248号 3号楼 211

室 
66721300 

40 高新区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安邦职业培训学校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高新区朝红路 168号嘉运大厦 

（马涧市民服务中心）B座 5楼 
66618288 

41 工业园区 苏州工业园区唯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工业园区唯新路 60号 38栋

415-417 室 
69552790 

42 工业园区 苏州圆才企业管理培训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中路225号星虹大厦

1幢 1915 室 
66605844 

43 工业园区 苏州英格玛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劳动关系协调员 

苏州市姑苏区平泷路 1258号天元辰广

场 4-5 层 
6878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