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元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343 所）

序号 县区 机构名称 办学地址

1

利州区

广元市利州区爱艺艺术培训学校
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东苑路 161

号

2
广元市利州区小海龟特殊教育培训

中心

经开区下西街道办事处利州西路居委会利州西

路二段 92 号

3 广元市利州区起飞英语培训中心
利州区南河街道办事处体育场社区成都路70号

青少年宫二楼

4
广元市利州区龙凤文化艺体培训学

校

嘉陵街道办事处市场街社区蜀门市场东大门四

楼

5
广元市利州区龙凤文化艺体培训学

校下西教学点

利州区下西街道办事处铁路社区居委会文体俱

乐部三楼

6 广元市利州区兴艺民乐培训学校 利州区东坝办事处陈家壕社区苴国路 152 号

7
广元市利州区兴艺民乐培训学校东

坝绿茵新城教学点

东坝街道办事处金柜社区苴国路绿茵新城 B 栋

一楼 13 号

8 广元市利州区神墨教育培训中心 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事处南街社区都市广场

9 广元市利州区博奥教育培训中心 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事处上河街社区书院巷15号

10 广元市利州区爱樱舞蹈培训学校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东坝社区花园路

38 号

11
广元市利州区天元少儿围棋培训中

心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鼓城路 89 号

12 广元市利州区贝蕾艺术培训中心 广元市利州区雪峰街道办事处九华村一组

13
广元市利州区金孔雀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苴国

路水榭花都 32 幢 2 层 27 号

14
广元市利州区金孔雀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利州广场教学点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利州广场

15
广元市利州区东方沸点教育培训中

心

广元市利州区雪峰街道办事处雪峰寺社区欧锦

城 8号楼 3-2

16
广元市利州区韦博培训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东坝社区两桥街

42 号（二楼）



17
广元市利州区博弈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

广元市利州区雪峰街道办事处华山路社区红星

幼稚园内（四楼）

18
广元市利州区童心美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水榭

花都步行街 166 号 3 楼

19
广元市利州区天越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万缘老街社区一

期 3号楼 3层

20
广元市利州区天越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东坝教学点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东坝社区利州东

路二段 479 号

21 广元市利州区斯玛特英语培训中心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桑田

巷 5号（三楼）

22
广元市利州区雅文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东坝社区莲花路

393 号（二楼）

23
广元市利州区雅文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老城教学点

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事处嘉陵社区建设路凤凰国

际商务港三楼

24
广元市利州区雅文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宝轮教学点

利州区宝轮镇云峰社区水电路五局办公大楼四

楼

25
广元市利州区雅文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宝轮新街教学点
宝轮镇新街社区三江大道西段王家巷 3号

26
广元市利州区中天博诺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雪峰街道办事处芸香社区利州东

路三段 474 号（三楼）

27
广元市利州区青柠檬音乐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南河街道办事处郑州路社区郑州路 25 号一楼

28
广元市利州区青柠檬音乐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东坝金橄榄教学点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金橄榄广场二楼

29
广元市利州区静思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东坝社区兴安路 58 号二楼

30
广元市利州区享学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老街社区文达路 23 号二楼

31
广元市利州区舞才人舞蹈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缘路万达广场凤凰

里金街西二 2-72 号二楼

32
广元市利州区金手指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老街社区东方曼哈顿一期步行

街 4-1-4

33
广元市利州区艾乐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南河街道办事处南鹰社区天成后巷 74-76 号

34
广元市利州区戴氏多分堂教育培训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建设路社区建设路凤凰商务港

二楼

35 广元市利州区金榜教育培训中心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环城东路幸福花园

一期 1 栋 1层北 4-7 号



36 广元市利州区快乐英才培训中心
南河街道办事处南鹰社区郑州路 122 号商业楼

三楼

37
广元市利州区起飞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古堰路45号龙和锦

尚商业楼二楼

38
广元市利州区明日之星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万缘社区万达凤凰里金街东二

环 2楼 136-140 号

39 广元市利州区大成教育培训中心 南河街道办事处郑州社区武汉路 36 号

40
广元市利州区英博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宝轮镇云峰社区水电路上段水电宾馆二楼

41 广元市利州区快乐教育培训中心 嘉陵街道办事处北街社区北街 224 号附 9 号

42
广元市利州区博越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金柜社区利州东路三段百利城

四楼 4-10 号

43
广元市利州区博越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大石教学点
大石镇大石村平安街 31 号附 5-8 号

44
广元市利州区非凡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嘉陵社区打铁街 18 号

45
广元市利州区博思特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剑门路 87 号

46
广元市利州区铭迪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南街社区下城壕街都市广场 1

幢 2-5 号

47
广元市利州区铭迪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北街教学点

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事处嘉陵社区金达商城一楼

B6-B8

48
广元市利州区汇智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缘路万达广场金街

西 2楼 51-54 号

49
广元市利州区学而思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翠屏社区滨河路一段 126 号

50
广元市利州区爱弥儿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南河街道办事处郑州街社区武汉路36号印象南

岸三楼

51
广元市利州区大石镇师博自才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
大石镇大石村创业街 80-86 号

52
广元市利州区志成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南街社区翰铂星城下壕街 100

号

53
广元市利州区辉璞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雪峰街道办事处九华村七组（雪峰小学旁）

54
广元市利州区天作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宝轮镇云峰社区兴隆街 339 号（二楼）



55
广元市利州区琳丹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栖凤社区栖凤路

189 号

56
广元市利州区普惠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南街社区下城壕街都市广场 1

号楼二楼

57 广元市利州区蜀艺培训中心 南河街道办事处体育场社区郑州路 502 号五楼

58
广元市利州区蜀艺培训中心东坝万

达教学点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达广场凤凰里金街

东区 4 号 2楼 18-19 号

59 广元市利州区鸿博教育培训中心 上西街道办事处则天北路社区华顺巷 13-19 号

60
广元市利州区艾思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翠屏社区利州东

路 601 号二层

61
广元市利州区艾思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东坝万达教学点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缘路万达金街西二

区 105-107 号

62 广元市利州区仓颉书法培训中心
利州区南河街道办事处体育场社区成都路27号

利州体育中心

63
广元市利州区双馨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新街社区三江大道西段 61

号附 149 号

64
广元市利州区上街思齐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云峰巷社区兴隆街 189 号

65
广元市利州区博文堂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事处北街社区金达商

城 1号楼 2层 4 号

66
广元市利州区原创元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广元市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事处南街社区翰铂星

城 2号楼

67 广元市利州区墨提斯教育培训中心
广元市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事处万元老街社区荫

平路 3 号

68 广元市利州区金音艺术培训中心
广元市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事处北街社区金达商

城 190 号

69 广元市利州区爱迪教育培训中心
东坝街道办事处平桥社区利州东路一段 334 号

赛格大厦 3楼

70
广元市利州区博智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利州区南河街道办事处郑州路社区广州路23号

71
广元市利州区乐彩儿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利州区南河街道办事处南鹰社区天成后巷

19-23 号（1 楼）

72
广元市利州区金诚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利州区东坝办事处翠屏社区新民街 293 号

73 广元市利州区领军教育培训中心 嘉陵街道办事处南街社区西益街 66 号



74 广元市利州区领军教育培训中心
东坝街道办事处东坝社区利州东路翰林广场三

楼

75
广元市利州区领军教育培训中心万

达广场教学点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剑门路碧水云天

76
广元市利州区海星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大石镇快乐村三组碧桂园会所

77
广元市利州区广源感恩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翠屏社区文化路广铝小区院内

78
广元市利州区树华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雪峰街道办事处雪峰寺社区春华路 339 号

79
广元市利州区爱多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嘉陵社区下河街 49 号

80
广元市利州区古韵博雅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翠屏社区电子路 308 号

81
广元市利州区凯旭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嘉陵社区利州东路丝绸街79号

二楼

82
广元市利州区乐知康培训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北街社区金达商城二楼

83
广元市利州区乐知康培训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南街教学点

利州区嘉陵街道办事处南街社区都市广场 1 号

楼 A座

84
广元市利州区乐知康培训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东坝教学点

东坝街道办事处东坝社区兴安路土桥路交汇处

北面综合楼 2 层 1号

85
广元市利州区龙威道文化艺体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米仓路万达金街东区

二楼 153-154 号

86
广元市利州区梦航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东坝和成商业步行

街 3号楼

87
广元市利州区麒越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宝轮镇云峰社区宝兴路希望城三楼

88
广元市利州区起程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宝轮镇云峰社区红军巷鑫兴公寓 9 号

89
广元市利州区青书文苑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广博街南段 60-68

号

90
广元市利州区书香阁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宝轮镇云峰社区三江大道东段 568 号

91
广元市利州区图南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宝轮镇云峰社区皂角树街 10 号

92 广元市利州区新梦源教育培训中心 雪峰街道办事处芸香社区北谷街 140 号



93
广元市利州区智华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南河街道办事处南鹰社区金城南岸写字楼三楼

94
广元市利州区广利博雅文化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大石镇大石村创业街 128 号

95
广元市利州区华翔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宝轮镇云峰社区水电五局办公大楼三楼

96
广元市利州区本手围棋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南河街道办事处郑州街社区武汉路36号印象南

岸三楼

97
广元市利州区本手围棋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嘉陵教学点
嘉陵街道办事处嘉陵社区都市广场

98
广元市利州区蓝图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文化路 328 号

1-2-1

99
广元市利州区君尚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达二期凤凰里金街

二楼 26 号

100
广元市利州区乐而思文化艺术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源三号路万达广场

步行街三楼

101
广元市利州区乐易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宝轮镇新街社区宝轮西路 137-147 号

102
广元市利州区乐智源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南河街道办事处体育场社区滨河路金域香江二

楼

103
广元市利州区柒玖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雪峰街道办事处华山路社区利州东路

104
广元市利州区启智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万源老街社区二号安置点

105 广元市利州区天音艺术培训中心 东坝街道办事处万源老街社区荫平路 3号

106
广元市利州区小龙女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南街社区翰铂星城 114 号

107
广元市利州区艺竹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莲花社区邦泰挪威森林 6-2-4

108
广元市利州区优学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达金街西二

-2-81-82 号

109
广元市利州区半只笔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达广场凤凰里金街

东区 3-2-1

110 广元市利州区大华教育培训中心 嘉陵街道办事处大华社区蜀门北路一段 331 号

111
广元市利州区戴氏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金柜社区苴国路御景湾 1 栋

3-2 号



112 广元市利州区滕俊艺术培训中心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水杉街 50 号

113
广元市利州区滕俊艺术培训中心南

河青少年宫教学点
南河街道办事处接官亭社区成都路 72 号

114
广元市利州区律韵架子鼓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水榭花都步行街莲

花路 84 号

115
广元市利州区南极星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利州东路迎宾馆三楼

116
广元市利州区人从众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缘新区福源金都

3-3-1

117
广元市利州区天辅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文化路 398 号

118
广元市利州区星驰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缘西路中央华城

13-20 号商铺

119
广元市利州区托尼卡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达广场凤凰里金街

东区 3-2

120
广元市利州区耘耘天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鼓城路 89 号

121
广元市利州区鼓点部落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翠屏社区滨河北路 132 号

122
广元市利州区梦飞扬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新民社区滨河路一段 135 号

123
广元市利州区晨创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莲花社区电子路 100 号

124
广元市利州区百方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达广场凤凰里金街

东区 2-160

125
广元市利州区佳杰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翠屏社区电子路 321 号

126
广元市利州区汇敏舞蹈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雪峰街道办事处九华村一社兴安路 417 号

127
广元市利州区摩凡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三堆镇宝珠社区景峰茗苑 1 号楼 2 号

128
广元市利州区米罗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南河街道办事处体育场社区滨河南路 393 号

129
广元市利州区金艺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

东坝街道办事处东坝社区康隆财富旺角 3 楼 3

号

130
广元市利州区本立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莲花池社区锦绣花都三楼



131
广元市利州区尚美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金柜社区御锦湾

132 广元市利州区步步高教育培训中心 雪峰街道办事处九华社区兴安路三段 645 号

133
广元市利州区汉硕大有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河阳路 81 号

134
广元市利州区修远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滨河北路一段 217

号二楼

135
广元市利州区小松树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市场街社区蜀门北路98号嘉陵

法庭二楼

136 广元市利州区新天地教育培训中心 三堆镇宝珠社区景峰茗苑 2 楼

137
广元市利州区杰澳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古堰社区万达广场步行街 3 号

138
广元市利州区彩虹飞扬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金柜社区巴黎时光二楼

139
广元市利州区卓乐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将军桥社区蜀门北路 168 号城

北壹号二楼

140
广元市利州区开达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宝轮镇新街社区三江大道 149 号二楼

141
广元市利州区兰精灵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责任公司
宝轮镇云峰社区希望城 B区三楼

142
广元市利州区新航线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北街社区金达商城 2 号楼

143
广元市利州区立学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市场街社区新华街41号女皇花

园 3楼

144
广元市利州区即刻舞蹈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南街社区都市广场 1 幢 3 楼

145
广元市利州区红吉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南河街道办事处郑州街社区滨河路 138 号

146
广元市利州区众星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雪峰街道办事处五洲社区利州东路三段巴黎时

光 31 栋二楼

147
广元市利州区景淇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雪峰街道办事处雪峰社区欧锦城 9 号楼二楼

148
广元市利州区爱贝斯英语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栖凤社区利州东路高金凤琴岚

湾 10-14 号

149
广元市利州区土壤画室艺术教育培

训中心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育才路紫薇苑C2幢

1楼



150
广元市利州区艺芯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责任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陈家壕社区金橄榄广场三楼 11

号

151
广元市利州区崇武堂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嘉陵街道办事处平桥社区古渡路 170 号

152 广元市利州区弘文教育培训中心 东坝街道办事处莲花池社区锦绣花都二楼

153
广元市利州区木子宝贝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东坝社区兴安路一段 111 号三

楼

154
广元市利州区星星河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宝轮镇云峰社区宝兴路希望城 2号楼四楼

155
广元市利州区春之蕾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雪峰街道办事处五洲社区利州东路三段巴黎时

光 31 栋三楼

156
广元市利州区弘大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老街社区胤国路 209 号

曼哈顿二期二楼

157
广元市利州区卓思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东坝街道办事处金柜社区御锦湾

158 广元精英教育培训学校 利州区苴国路民政公寓 227 号

159 广元精英教育培训学校南河教学点
利州区南河郑州路（四川盐业总公司广元分公

司综合楼办公楼四楼）

160 广元凤凰英语培训学校 利州区东坝嘉陵路南段 10 号

161 广元市成功之道教育培训学校 利州区东坝育才路

162
广元市成功之道教育培训学校南河

教学点
广元市利州区南河郑州路 502 号二楼

163 广元思源教育培训学校 东坝御景湾石器路 100 号

164 广元天立骄子教育培训学校 利州区利州东路 614 号

165 广元剑华教育培训学校 利州区北街金达商城二楼

166 广元剑华教育培训学校南街教学点 利州区南街都市广场二楼

167 广元剑华教育培训学校上西教学点 利州区上西金荷花批发城 2 楼

168 广元尚美艺术培训学校 利州区利州东路二段 537 号 3 楼

169 广元阳光舞蹈培训学校 广元市中天实业有限公司



170
广元阳光舞蹈培训学校东坝牡丹花

园教学点
利州区东坝牡丹花园二期工程二楼 2 号

171
广元阳光舞蹈培训学校东坝水榭花

都教学点
利州区东坝水榭花都步行街三楼四号

172
广元阳光舞蹈培训学校南河派出所

教学点

利州区南河郑州路 122 号二楼（南河派出所对

面）

173
广元阳光舞蹈培训学校南河体育中

心教学点
利州区南河体育中心办公楼一楼 11 号

174 广元星星河舞蹈艺术培训学校 广元青少年宫

175
广元星星河舞蹈艺术培训学校东坝

翰林广场教学点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翰林广场 2 楼

176
广元星星河舞蹈艺术培训学校东坝

巨洋酒店教学点（已停业整改）
广元市利州区东坝巨洋酒店 4 楼

177
广元星星河舞蹈艺术培训学校蜀门

商场教学点
广元市利州区老城蜀门商场一期 5 楼

178
广元星星河舞蹈艺术培训学校万缘

万达教学点

广元市利州区万达广场室外步行街东 3号楼

2-16 号至 2-24 号

179 广元音乐之声艺术培训学校 南河天成后巷 64 号

180 广元四叶草艺术培训学校 利州区将军桥蜀门北路 325 号

181 广元金点教育培训学校 利州区莲花路 75 号（怡馨苑 B 幢 2-2

182

苍溪县

苍溪县贝贝少儿英语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小南街兴贤大厦

183 苍溪县戴氏教育培训学校 苍溪县肖家坝嘉宇新城

184 苍溪县起飞英语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东段 228 号

185 苍溪县胜蓝教育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狮子巷工商联办公楼

186 苍溪县一点通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狮子巷工商联办公楼三楼

187 苍溪县阳光飞扬培训学校 苍溪县县城肖家坝嘉雨新城对面

188 苍溪县鼎力教育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刘家巷 52 号

189 苍溪县龙兴教育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龙王沟建材一条街 65 号



190 苍溪县翰林教育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西段 211 号

191 苍溪县优佳教育培训学校 苍溪县县城原川剧团宿舍二楼

192 苍溪县汇智教育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壁秀花园 B区二楼

193 苍溪县创新英语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广明国际小区一楼

194 苍溪县北京状元堂教育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一小对面

195 苍溪县泺喜创客课外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中段大鹏商场三楼

196 苍溪县芬华课外培训学校 苍溪县东溪镇人民西路下段 128 号

197 苍溪县英才教育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大鹏商场三楼

198 苍溪县新思维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同心广场东三楼

199 苍溪县智博教育培训学校 苍溪县五龙镇五龙场

200 苍溪县元坝镇怡轩教育学校 苍溪县元坝镇宋江路 18 路

201 苍溪县天悦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131 号

202 苍溪县四和院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 88 号

203 苍溪县千思锐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龙王沟建材一条街分校

204 苍溪县贝加分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294 号（原老国税局

二楼）

205 苍溪县贝斯特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红滨路大获名城一楼

206 苍溪县圆梦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滨江路中段 1 号凯旋丽都二楼

207 苍溪县博瑞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解放路下段（武当市场三楼）

208 苍溪县天九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社区美好广场财智大厦五楼

209 苍溪县巨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兴贤街 83 号二楼



210 苍溪县川北少林武术学校 苍溪县元坝镇裕鹤西路 200 号

211 苍溪县博雅艺术学校 苍溪县县城原二轻局四楼

212 苍溪县武当武术学校 原苍溪县六槐小学校址

213 苍溪县星光舞蹈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299 号（工人文化宫

二楼）

214 苍溪县红舞艺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晓古街汉昌大厦三楼

215 苍溪县韵姿舞蹈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晓南街 35 号

216 苍溪县金童星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歧坪镇龙门北路 231 号

217 苍溪县森屿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沟路 22 号百合公寓三楼

218 苍溪县绿萝舞蹈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金穗花园金港国际（四楼）

219 苍溪县韵道武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老国土局院内

220 苍溪县星源艺术培训学校 苍溪县陵江镇江南新区帝景豪庭二楼

221 苍溪县锦艺舞蹈培训学校 苍溪县东溪镇城隍坝

222
苍溪县言之有道语言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东台街 68 号康复医院一楼

223
苍溪县弦之音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金港国际三楼

224
苍溪县巴洛克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苍溪县陵江镇嘉陵路东段 116 号一楼

225
苍溪县星月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少陵路帝景豪庭二楼

226
苍溪县艺馨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晓古街九州家园二楼

227
苍溪县星贝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金港国际三楼

228
苍溪县云方文化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中段 97号金港国际三

楼

229
苍溪县宏舞堂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苍溪县陵江镇凯旋丽都二楼



230 苍溪县汉昌书院国学馆 苍溪县陵江镇东台街 68 号税务局一楼

231 苍溪县龙威武道培训学校 苍溪县东溪镇老粮站

232

旺苍县

旺苍县海韵英语培训学校 旺苍县凤凰路 213 号

233
旺苍县海韵英语培训学校红军城教

学点
旺苍县东河镇王庙街 7 号一层

234 旺苍县艺盏灯美术培训学校 旺苍县旺苍中学斜对面诚挚旅社后

235 旺苍县多彩多艺美术培训学校 旺苍县东河镇新华街 47 号（北门楼六楼）

236 旺苍神墨儿童教育中心 旺苍县民乐巷

237 旺苍县格林英语培训学校 东河镇凤凰路（房管局院内）

238 旺苍龙华教育培训学校 旺苍县东河镇日杂公司

239 旺苍县一手帮教育辅导培训学校 旺苍县东河镇白马寺兴旺大道 120 号

240 旺苍县典艺培训学校 商业北街 58 号老文化馆内

241 旺苍县嘉源课辅中心 旺苍县东河镇建设路鑫园巷 30 号

242 鼎甲教育培训学校 旺苍县新华街 382 号

243 旺苍县华越培训学校 旺苍县嘉川镇

244 旺苍县隽平美术培训学校
旺苍县东河镇滨河北路小河南巷 2 号（老城环

卫局办公楼 2-3 层）

245 旺苍县青禾教育培训学校 旺苍县振兴路英郡年华小区 1-2-23

246 旺苍县金榜教育培训中心 旺苍县东河镇颐园巷 46 号（原保健院）

247 旺苍县阳光英语培训学校 旺苍县白水镇文化路 19 号

248 旺苍县新宇教育培训学校 三江镇金华路

249 旺苍县明雨教育培训学校 旺苍县东河镇凤凰梁社区鑫园巷



250 旺苍县正文英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广元市旺苍县东河镇百丈街 85 号二楼

251
旺苍县正文英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老城教学点
旺苍县东河镇文昌街 189 号一层

252 旺苍县树人教育培训学校 旺苍县新华街 305 号

253
旺苍县普济镇迎希教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旺苍县普济镇中街

254 旺苍县大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旺苍县环城路圆沱一巷 5号

255 旺苍县尚武镇成功之道培训学校 旺苍县尚武镇武宫路 280 号

256
旺苍县小柏杨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旺苍县东河镇新华街 163 号日杂公司小区二楼

257 旺苍平安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旺苍县东河镇白马社区兴旺西路南侧 135 号

258 旺苍县凌龙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旺苍县东河镇凤凰梁鑫园巷 15 号

259 旺苍县三江镇成功之道培训学校 旺苍县三江镇三江村 2 组

260
旺苍县五彩缤纷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旺苍县东河镇三益帝景湾二期四栋一楼

261 旺苍汇德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旺苍县东河镇英郡年华 3幢 2 层

262
旺苍县东河镇广源感恩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旺苍县东河镇百丈七组

263

剑阁县

剑阁县智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下寺镇工业园区兴业大道

264
剑阁县宏鑫教育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白龙镇剑南路 188 号

265 剑阁县志恒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普安镇交通路 17 号

266
剑阁县公兴镇艺禾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公兴镇文化团结巷创业小区

267
剑阁县好学少儿英语培训学校（英语

类有限公司）
下寺镇天一现代城 1 栋 3—3营业房

268
剑阁县贝尔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下寺镇沙溪坝市场街 12 号

269
剑阁县公兴镇鸿远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公兴镇中心街 12 号



270
剑阁县小北斗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下寺镇 香江国际 6 号楼 2 层 202 号

271
剑阁县鹤龄镇百年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鹤龄镇剑苍路 103 号

272
剑阁县蒲公英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下寺镇修城坝天一世纪广场

273
剑阁县博今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龙源镇时代 商业街营业房 121 号

274
剑阁县昊舞霓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下寺镇沙溪坝文林街 68 号

275 剑阁县小天才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下寺镇香江国际 5单元独栋商铺 201

276
剑阁县乐府艺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下寺镇沙溪坝柳树巷 78 号

277 剑阁县健菁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下寺镇清江路 70 号

278
剑阁县公兴镇德艺馨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公兴镇板桥街 69 号

279 剑阁县贝舞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下寺镇剑阁职中旁东滨人家

280 剑阁县普安镇妙语艺术培训学校 普安镇文峰路 24 号

281
剑阁县白龙镇金钥匙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白龙镇金池街商住楼 B2 栋 2层 7-9 号

282
剑阁县小青苗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下寺镇翠云大道 343 号

283
剑阁县白龙镇爱莉舞蹈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白龙镇金池街商住楼 A2 栋 2层

284 剑阁县德育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下寺镇金门花园二期 8—11 号

285
剑阁县创优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下寺镇沙溪坝步行街佳源房产 3楼

286
剑阁县知仁教育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下寺镇翰林路 16 号

287
剑阁县普安镇明仕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普安镇闻溪路 126 号丰泽园七楼

288
剑阁县普安镇戴氏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普安镇文峰路 24 号



289
剑阁县普安镇晓清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普安镇新街口 103 号

290
剑阁县普安镇晓清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沙溪坝教学点
沙溪坝步行街

291
剑阁县普安镇山河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普安镇农贸市场四楼

292
剑阁县普安镇益民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普安镇学街 36 号

293 剑阁县文东武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普安镇农贸市场二楼

294
剑阁县志鸿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普安镇较场坝社区文峰路 18 号

295
剑阁县创思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下寺镇大仓街 236 号

296 剑阁县智博教育培训学校 下寺镇沙溪坝三十大街祥和金座商铺三楼

297 剑阁县智博教育培训学校 下寺镇大仓坝山水丽都一栋一层

298
剑阁县容达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下寺镇拐枣明翰枣园商品房二楼

299
剑阁县原木艺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下寺镇尚书街 1-1-3 号翠云小区

300
剑阁县华轩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下寺镇香江国际 6-1-204

301
剑阁县龙源镇艺佳人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龙源镇

302 剑阁县丽韬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白龙镇龙洞街 28 号

303
剑阁县王河镇优黛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王河镇 老年人协会二楼

304
剑阁县白龙镇英豪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白龙镇鱼池街鱼池小区

305
剑阁县元山镇蒙卓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元山镇 千米大街

306
剑阁县宏鑫教育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普安镇新街口 3 号

307
剑阁县宏鑫教育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鹤龄教学点）
鹤龄镇凤凰小区



308
剑阁县宏鑫教育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武连教学点）
武连镇觉苑寺接待中心

309
剑阁县智慧树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下寺镇文林街 68 号

310
剑阁县千皓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下寺镇剑门驿站步行街

311
剑阁县白龙镇书海文化艺术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白龙镇南华街 108 号

312
剑阁县元山镇学道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元山镇栢林路一栋

313
剑阁县白龙镇尔博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白龙镇鱼池二街

314
剑阁县开封镇启睿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开封镇玉兰街

315
剑阁县龙源镇梦之舞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龙源镇剑南路 77 号

316
剑阁指南针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下寺镇柳树巷 65 号

317
剑阁县晓清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白龙教学点
白龙镇南华街 1 号

318
剑阁县杨村镇舞艺轩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杨村镇龙鞍街 139 号

319

青川县

青川县思达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青川县乔庄镇方维街 24 号

320 青川县翰墨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青川县乔庄镇浙金大道中段 135 号

321
广元市青川县尚氏教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广元市青川县浙金大道南段 105、107 号

322 青川县未来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青川县乔庄镇华西小区 12 栋 2 单元 2 楼（新华

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工作中心）

323
青川县竹园镇舞魅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青川县竹园镇白沙社区清江路 145 号、69 号、

147 号

324
青川县竹园镇智慧树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青川县竹园镇庄子上 5 栋 1 楼 47 号

325
青川县青溪镇宏博辅导学校有限公

司

青溪镇文成路青溪花园 2号、6号、8 号、10

号

326 青川晨艺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青川县乔庄镇浙金大道中段 71、73 号



327 青川鸣天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青川县乔庄镇东山路 104、106 号

328 青川县天添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青川县乔庄镇浙金大道中段 47、49 号

329
青川县竹园琴韵教育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青川县竹园镇竹园新街客运站商贸城 4楼

330
青川县乔庄镇倍多分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乔庄镇城效村白井坝组

331
青川县竹园镇明日之星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青川县竹园镇支铁西街 21 号

332
青川县乔庄镇添翼培训学校责任有

限公司
青川县乔庄镇阴平街 227 号

333

朝天区

广元市朝天区博智苑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广元市朝天区时代广场 3-3-1

334
广元市朝天区蜀风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东升国府 D栋 3 楼

335
广元市朝天区灵羽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朝天区东升国府 C栋 2 楼 2 层 1号

336
广元市朝天区优图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朝天区时代广场 4栋 3-3 号

337
广元市朝天区小精灵舞蹈教育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
广元市朝天区时代广场 3-3-4

338
广元市朝天区佳乐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东升国府 C栋 3 楼

339
广元市朝天区爱德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明月社区潜溪路 14 号

340
广元市朝天区君尚起飞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潜溪路 196 号

341
广元市朝天区焓悦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镇潜溪路东升国府 C幢 2-2

号

342

昭化区

彩虹美术培训学校 昭化区元坝镇桂花村三组 41 号

343 广元市昭化区艺星艺术培训中心 昭化区元坝镇沉香街 9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