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江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269 所）
序号 市州 区县 机构名称 地址

1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瀚文培训学

校

内江市市中区交通路９号民乐

大厦五楼

2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宏华培训学

校
内江市市中区中央路 53号 4 楼

3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阿尔特文化

艺术培训学校

内江市市中区叠象街综合市场

四楼 A区

4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八益职业技能培训

学校
内江市市中区交通路 391 号

5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文化艺术学校
内江市中区北街原东兴区粮食

局五楼

6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状元堂文化

培训学校
内江市市中区中央路 114号 3楼

7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菡予爱尚舞

培训学校
内江市市中区大西街 27 42 号

8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郑氏舞蹈培

训学校

内江市市中区阴家巷1号沱江剧

院

9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弘蒙原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乐贤镇乐贤大道

555 号附 162-163 号

10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知之行教育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叠象街综合市场

四层 38-2 号

11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欣蕾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兴隆街 11、

13、15、17 号

12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艺美美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叠象街综合市场

四层①-⑦/J-F1

13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正学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叠象街综合市场

四层 B区

14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方立梦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腾飞路 119 号和

121/123/125/127 号

15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勤思培训有

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白马镇文化路 119

号

16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光希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新华路161-173号

4楼

17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新脑力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叠象街综合市场

四层 C区



18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天立骄子文

化艺术培训学校
内江市市中区交通路 68 78 号

19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今云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乐贤镇乐贤大道

555 号附 140-142 号

20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惠迪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乐贤镇乐贤大道

555 号 附 138-139 号

21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画中姣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双苏路 1号附

320-328

22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道元跆拳道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公园街184号0302

号。

23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凯迪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叠象街综合市场 E

区

24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卓美斯文化

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玉带街 13-39 号 4

号楼

25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梦起航教育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叠象街综合市场

22号二楼

26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格致课外辅

导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中央路 85号

27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达荣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人民路 19-21 号

28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神墨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江华街 6号 1幢 3

楼

29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禹诺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东坝街 38号

30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黄波儿童英语推广中

心

内江市市中区新华路东三巷 66

号-48 号

31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美锦国际语言培训

学校

内江市市中区天津街 45号附 7

号

32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建明外语学

校
内江市市中区北街 1号

33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强盛外语学

校
内江市市中区北街 49 号

34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计算机旅游

学校
内江市市中区公园街 22号

35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兴富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公园街118号甜城

大厦三层

36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多分堂教育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新华路东二巷 26

号 3 号楼



37 内江市 市中区
内江市市中区启美英语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内江市市中区公园街184号0301

38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天立骄子培

训学校
平安大道 188 号

39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静学堂文化

艺术培训中心
椑木镇玉屏街 35号

40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博凯学校 枇杷街 108 号

41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天使培训中

心

胜利街道综合大楼 5号楼（胜利

路 156－176 号）

42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大千继续教

育培训中心
兴盛路 701 号

43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七星培训中

心
眺州路 33号 2 幢

44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状元堂文化

培训学校
西林大道 97 号

45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龙门教育培

训中心
兰桂 1号小区 5幢 1-1-5 号

46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九鼎培训中

心
内江市东兴区平安路党校

47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昂立文化教

育培训中心
汉安大道西段 89号三楼 1号

48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嘉桥培训中

心

汉安大道西段万达广场11号楼2

层

49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西林启航文

化艺体培训中心
汉安大道电商中心 A座 13 楼

50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伯帆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太白楼 417 号（二楼）

51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大千艺苑文

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梧桐路 1号 2幢 2单元 4楼 1号

至 28 号

52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莱思文化教

育培训中心
玉峰路西段 672 号 2 楼 1 号

53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学优培训中

心
西林大道 299 号 2 楼 1号

54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锦绣阳光教

育培训中心

汉安大道西段万达广场 B区

2-3-3 至 2-3-22 号

55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战旗美艺艺

术培训学校
汉安大道翡翠国际社区 52 号楼



56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大拇指教育

培训中心
兰桂大道 222 号 2 栋 2楼 2号

57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鹰凰文化艺

术培训中心
复兴路 88号 1 栋 2层 1-2-1 号

58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甜城舞蹈艺

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江家街 71号附 1号、附 2号、

附 3号

59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花翎舞蹈培

训中心

汉安大道东段锦华都 19号楼 3

层 3-1 号

60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智慧堂教育

培训中心

汉安大道西段万达广场B区 2号

楼 42 号-48 号

61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梦杏坛教育

培训学校

栖霞路396号2幢2楼附2号（绿

岛银座）

62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小央美禾雨

美术培训学校

兰桂大道1号7幢1-3-1、2-3-2、

2-2-2

63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新未来培训

中心

汉安大道西段 927 号 4幢 2 楼 1

号

64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郑氏舞蹈培

训学校

汉安大道西段 927 号 4幢 3 楼 3

号

65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尚墨教育培

训中心

汉安大道东段 222 号第 12【幢】

1单元 3层 1-3-12 号

66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泊森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东兴区五星路 970 号 3幢 3 楼 2

号

67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东苑绘画艺

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眺洲路 258 号 11 栋负 1

楼 85 号

68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敏弘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内江万达广场 C区 12 号

楼【幢】无单元 2层

69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奇迹半岛教

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凤窝街 189 号附

165.167.169.171 号

70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辛巴趣学教

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兴隆路西段 599 号 1 幢 1

楼

71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万红舞蹈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龙凼街 196 号 2楼 1 号

72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天赋壹号培

训中心
东兴区兴隆路 240-260 号

73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启弗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汉安大道西段内江万达广场C区

5号楼

74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泰晤士英语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梧桐路 5号附 14号、附

15号、附 16 号、附 17号



75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卓美斯艺优

星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东兴区北环路邦泰·国际公馆 13

【幢】1单元 3层 3-3 号

76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果鲁思艺术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清溪路 232 号 46 幢 3 楼 1

77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凯思教育培

训中心
东兴区双龙路 178 号 2楼

78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知而行教育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东兴区红牌路西段 135 号“天和

新城”项目 5号楼 4层 1号 A座

79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纽斯达教育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红牌路西段 135 号“天和

新城”项目 5号楼 4层 1号 B座

东侧

80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朗训英语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平安大道 173 号

81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小一麦文化

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东兴区北环路889号 3栋2楼1、

2号

82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贝乐乐教育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北环路西段 917 号 2 楼 4

号、5号，925 号 2 楼 1号，939

号 2 楼 1号、2号、3号、4号

83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安娜舞蹈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东兴街 568 号 6幢 2 层 1

号、3层 1号

84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爱贝斯英语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汉安大道西段 988 号附

86-91 号

85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星路程文化

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银杏街 9号十三幢二楼 5

号

86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初禾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东兴区椑木镇石桥南路 66 号二

楼

87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松蔚舞蹈培

训学校
东兴区汉安大道 89 号 D12-01

88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培培文化艺

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双龙路 106 号、110 号 2

楼 1 号

89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乐贝文化艺

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汉安天地南门玉峰西段

656 号 2楼 1、2、3、4号

90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赛乐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汉安大道426号客运巷52

号，426 号附 1号

91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启点启航文

化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眺洲路 169、171 号

92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新艺代文化

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建设路南段 11 号 3 层 1

号



93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知一艺术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街 568 号 2层 1 号、2层 2

号

94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舒婷艺术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红牌路西段 135号第 8号

楼【幢】无单元-1 层-1-105 号、

-1-106 号、-1－107 号、-1－108

号、-1－109 号、-1－110 号

95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梦之舟教育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兴隆路264号-270号二楼

96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文羲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梧桐路 88号 12 幢 2-1、

2-2，13 幢 2-10、2-11、2-12、

2-13

97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韵之姿舞蹈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内江市东兴区江家街 71号附 4、

5、6号

98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雨艺童画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双龙路 126 号 2楼 3 号、

4号、5号、6号、7号、8号

99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梦之帆教育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内江市东兴区郭北镇长青路 71

号

100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梦之扬教育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高桥镇青龙路中段691号附105、

106、107、108 号

101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童领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梧桐路 3号附 21、22、23

号

102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学恩文化艺

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汉安大道东二段 182 号 2

层 2 号

103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斯旭艺术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平安大道 195 号

104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能力郑氏舞

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东兴区胜利镇能力路 180 号

105 内江市 东兴区
内江市东兴区佳翔教育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东兴区太白路 136 号 7幢 2 楼 7

号

106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九学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隆昌市金鹅街道道观坪二段 36、

38、40、42、44

107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云顶镇瑞艺舞蹈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隆昌市云顶镇繁荣街 88号

108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云顶镇鑫乐艺术培

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云顶镇金

墨湾社区 140-144 号

109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优博教育文化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隆昌市金鹅镇隆华路一段161号

1栋附 301 号

110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博达文化教育培训

学校

隆昌市北关景区道观坪二段 56、

68 号



111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双凤镇新印象艺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双凤镇凤翔

街 37 号

112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优奕教育培训

学校
隆昌市金鹅镇中心街 26号

113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光华文化培训

学校
隆昌市隆华路 187 号

114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朗朗钢琴培训

中心

隆昌市古湖街道莲峰公园花园

大道 79 号

115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七彩美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古湖街道

春光路 131 号

116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华星外国

语培训学校

隆昌市古湖街道万隆路二段 127

号附 301 号

117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古韵音乐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步行街 33

号

118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启梦教育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隆昌市隆华路西湖郦景 11 号楼

二层 3号

119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培英教育

培训学校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大

北街一段 123-1 号

120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墨彩美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康复西路

156 号

121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墨砚美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春

光路一段 121 号

122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学思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隆昌市金鹅镇恒隆路一段 21 号

及 39 号附 213、214、215、216、

217、219 号

123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寒草书法

培训中心

隆昌市古湖街道文庙社区 38 大

院二楼

124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心慕艺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望

城街 65 号

125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新现代艺

术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隆

华路西湖丽景 3、4号楼 1单元

3-3 号

126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新知假日

培训学校
隆昌市商会旁

127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新起点美

术书法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姚家北巷 2

号

128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星冉文化

培训学校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石油路一

段 268 号



129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春藤艺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道

观坪一段 18 号

130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洗墨池书

画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康复路西

段 13 号

131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童画美术

书法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春光路一

段 24、26 号

132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莫奈美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道

观坪 52、53 号

133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远景艺术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隆昌市莲峰公园花园大道 95 号

134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金色航程

艺术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金鹅镇圣灯

北路 32 号

135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阳光书法

美术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姚家巷 16

号

136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靖艺舞蹈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中

南街 8-12 号

137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街道鼎尖美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隆昌市金鹅镇金华路 183

号

138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古湖领航教育培训

学校
隆昌市中南街 1号

139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周兴镇星宸艺术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周兴镇兴

富街

140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圣灯镇乐只恋尚舞

蹈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圣灯乐只

开发区（88、90 号）

141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戴氏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恒

隆路 37 号

142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晨曦舞蹈艺术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交

通路 1号门面

143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晨曦舞蹈艺术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蜀东丽府教

学点

隆昌市金鹅镇白塔路二段 25 号

144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晨曦舞蹈艺术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隆源新府教

学点

隆昌市金鹅镇隆华西路 88 号附

53号

145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桂花井镇艺知舞艺

术培训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桂花井镇

交通路 273 号

146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桂花井镇蓓蕾艺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桂花井镇

桂桥街 1号



147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爱特文化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隆昌市金鹅街道隆泸大道331号

148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界市镇川莉艺术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界市镇团

结街西段 24 号

149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界市镇星耀艺术培

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界市镇团结

街 44、46、48 号

150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百川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隆昌市莲峰公园花园大道 11 号

—17 号、21 号

151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石燕桥卡米拉艺术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石燕桥镇

潘家巷 18、20 号

152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红英舞蹈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隆昌市金鹅镇隆桥路 174 号（总

工会 4楼）

153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胡家镇星光艺术培

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胡家镇商

饮街 48-50 号

154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迎祥镇爱尚艺术培

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迎祥镇芦

稿村 11 组 2 号

155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迎祥镇艾舞艺术培

训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迎祥镇菜

市街 98 号

156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金鹅街道倍斯特文

化培训学校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上丰路 120

号附 2号

157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金鹅街道出众培训

学校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街道

新华街一段 42 号

158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金鹅街道墨韵书法

美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云

峰路 6、8号

159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金鹅街道文绘美术

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青

年路 26 号

160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金鹅街道欧雅艺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大南街胡

家巷 138 号

161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金鹅街道童彩美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上

丰路 53 号

162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金鹅街道童昕艺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街道

云峰路 106 号

163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金鹅街道筝韵艺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金鹅镇云

峰路 120、122 号门面

164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金鹅金点文化教育

培训学校
隆昌市隆桥路 168 号

165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金鹅阳光飞扬少儿

英语培训学校

四川省内江市金鹅街道隆泸大

道 213 号



166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黄家镇七彩阳光舞

蹈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黄家镇建

设巷 51 号附 35号

167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黄家镇新梦想艺术

培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黄家镇民

主街 215 号

168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黄鹃武术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隆昌市金鹅镇隆桥路 174 号（总

工会 4楼）

169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龙市镇童星艺术培

训中心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龙市镇劳

动街门面

170 内江市 隆昌市
隆昌市响市镇艺佳艺术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四川省内江市隆昌市响市镇新

华苑

171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东方英语教育培训

学校
水南镇东干道劲风苑综合楼

172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魔耳英语教育培训

学校

水南镇城南开发区东干道1号楼

2楼

173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领卓教育培训学校 水南镇邮政花园

174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名师精品堂培训学

校

城南学府街船城美墅 1号楼 16

号

175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英才培训学校 重龙镇新正街

176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鸿雁阳光英语培训

学校
重龙镇西外街 3号

177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天天向上教育培训

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花圃街 127 号

178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三彩美术教育培训

学校
水南镇花草街 4-7 号

179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郁树船香培训学校 资中县重龙镇谷田坝村九组

180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小太阳培训学校 资中县重龙镇西街三家巷 1号

181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神墨教育培训学校 资中县重龙镇翠花街综合楼

182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千里驹培训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雪峰街 18号

183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新世纪艺术培训学

校
资中县重龙镇后西街 233 号

184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舞动奇迹艺术培训

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郁春路 5号

185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星光培训学校
资中县城南东干道苌弘丽景大

门外



186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球溪镇华章教育培

训学校
资中县球溪镇大佛沟村

187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憨厚教育培训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金山一品

188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诚功教育培训学校
资中县城南开发区商贸街一期

2-8 号

189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陈家镇武术培训学

校
资中县陈家镇石庙子村九社

190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刘彤画室教育培训

学校

资中县中华园小区 1单元 1层

1-1-35 号门面

191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勤学堂教育培训学

校
资中县重龙镇西街三家巷 1号

192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晓霞教育培训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东顺街8号76幢2

号

193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新星艺术培训学校
资中县城南苌弘路资中县公交

公司二楼

194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王云舞蹈艺术培训

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东干道西 233 号

195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王云舞蹈艺术培训

学校凤凰城分校
资中县水南镇凤凰城 17栋 7 号

196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球溪镇思轩教育培

训学校

资中县球溪镇新市街 11号瑞风

花园一楼

197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舞韵艺术培训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桥南路 142 号

198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公民镇鑫鑫艺术培

训学校
资中县公民镇回龙桥村五社

199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点金教育培训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中铁城市中心

9-318，9-319

200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东方英语教育培训

学校鼓楼坝教学点

资中县重龙镇西街 B区工程3号

楼二楼

201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郁树船香培训学校

重龙下大东街教学点（东城

街 36-38）

资中县下大东街集资楼 2号楼

5-7 号门面

202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郁树船香培训学校

重龙下大东街教学点（东城

街 44-48）

资中县下大东街集资楼 2号楼

11-12 号门面

203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郁树船香培训学校

重龙下大东街教学点（东城

街 44-49）

资中县下大东街集资楼 2号楼

11-13 号门面



204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五艺艺体培训学校 资中县重龙镇文星街 14号

205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五艺艺体培训学校

球溪教学点

资中县球溪镇马鞍山村民兴花

园 1号楼 1-2 号门面

206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笔坛美术培训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兴旺街 88号

207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我形我塑艺体培训

学校

资中县水南街中铁城市中心9栋

1单元 4-14 号

208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我形我塑艺体培训

学校城北教学点

资中县重龙镇西街 B区 2单元 3

号楼 2楼

209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魔耳英语教育培训

学校前西街教学点
资中县重龙镇前西街 8号楼

210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魔耳英语教育培训

学校凤凰城教学点

资中县水南镇和鸣大道139号凤

凰城 19 号楼 1-1-4 号商铺

211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爱培舞之灵艺术培

训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城南财富国际

55-56 号门面

212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爱培舞之灵艺术培

训学校鱼溪教学点
资中县鱼溪镇成渝街商铺

213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槿兮文化艺术早教

中心

资中县城南资州大道凤翔中路

17号天茂汽贸三楼

214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七彩艺术培训学校 资中县重龙镇北街 A区 3号楼

215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琪之书会阅读培训

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和鸣大道139号凤

凰城 20 号楼 1-2-5 号

216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艺画坊教育培训学

校

资中县城南滨河花园 4号楼 4单

元门面

217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彤画美术培训学校
资中县重龙镇小东街c幢保健巷

3号

218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刘彤画室教育培训

学校丽景苑教学点

资中县水南镇郁春路 212 号至

230 号

219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艺画坊教育培训学

校滨河花园教学点
资中县武陵大道滨河花园 17 号

220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船城美术培训学校
资中县重龙镇西街 C区 2号楼

3-4 楼

221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寓乐教育培训学校
资中县重龙镇滨江西路236号金

山晶座小区三号楼

222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绿荫培训学校
资中县骝马镇同心村玉带街 50

号

223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金李井雅馨培训学

校
资中县金李井镇人寿村 6组



224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铁佛八斗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
资中县铁佛镇石中村十组

225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艺兴教育培训学校
资中县水南镇春岚北路中铁城

市中心二期 23-1-2-12

226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龙结金艺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
资中县龙结镇粮站

227 内江市 资中县
资中县小树苗画室培训学

校

资中县武陵大道滨河花园 9幢 1

单元 201 号

228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蓓蕾文化艺术培训

中心
严陵镇公园路 52号

229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凤凰外语学校 严陵镇中心街 46号附 2号

230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智多星英语培训学

校
严陵镇城市花园 A幢三楼

231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联兴电脑学校
严陵镇城北商业步行街家带店 9

号

232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绿才文化产业教学

辅导站
严陵镇南大街 143 号

233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馨颖舞蹈艺术学校 严陵镇中心街 46号附 5号

234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美联艺术培训学校 严陵镇南街 191 号附 1号

235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戴氏高考中考学校 严陵镇西街 216 号

236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捷思乔登美语培训

学校
严陵镇中心街 80号 11 幢

237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开来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严陵镇建业欧景城 C组团 1幢 2

单元 3层

238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每点教育培训学校 严陵镇南大街 52号附 2号

239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小柠檬文化艺术培

训中心
严陵镇广场街 312 号

240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童忆天籁艺术培训

中心

严陵镇锦城路 4幢 3单元 3层 2

号

241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童星书画培训部 严陵镇南大街 49号附 2号

242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天府棋文文化艺术

培训中心

严陵镇花城路建业欧景城 309—

335 号

243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德慧文化艺术培训

中心
严陵镇大桥街 37号



244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启美博睿教育培训

学校

严陵镇广场街交通局商住楼三

层

245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皇加骄子文化艺术

中心

严陵镇云岭路 152 号荣威云岭 7

幢

246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馨颖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严陵镇锦城路 211 号 2幢 201、

202、207 号

247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知行文化培训中心
严陵镇锦城路 211 号 2幢附 208

号

248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精品堂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严陵镇园丁街 53号附 1号

249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欧亚艺术培训中心 严陵镇广场街 273 号

250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杰众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严陵镇外西街 284 号

251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昂阳文化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严陵镇西山商业街41号附2号2

楼

252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新店镇素美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新店镇七星椒街100号七星苑小

区 2幢

253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她他舞蹈艺术中心
连界镇滨湖路 45号 1 栋附 202

号

254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启智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小河镇交通街 513、515、517、

519 号

255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舞艺文化培训中心 威远县镇西镇正荣村一组

256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我形我塑艺术培训

学校

严陵镇花城路建业欧景城 297、

299、301 号

257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舞悦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严陵镇景河路260号达沐河天域

6号楼 212－216 号

258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镇西镇德胜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镇西镇正荣街 141 号幸福家园 4

号楼二层 2—4号

259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启乐文化艺术培训

中心

严陵镇人民路208—244号1幢1

—2号

260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耐思教育培训学校
界牌镇政府街 2、4、6、8、10

号

261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龙门教育培训学校 连界镇建设街 886 号

262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杰众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龙会分校
龙会镇兴隆街 122—128 号

263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灵语文化培训中心
镇西镇老君路 165、167、169、

171 号



264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哆唻咪英语培训中

心

严陵镇荣威外滩1号楼3层324、

325 号

265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英特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严陵镇滨河路罗家坝段 891 号 1

层 2 号

266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开来文化艺术培训

中心
严陵镇荷花街 265 号附 15 号

267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博文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严陵镇顺城街西外段 58号

268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洋铭星桥培训学校
威远县严陵镇二环路西南段 702

号

269 内江市 威远县
威远县魔耳英语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威远县严陵镇大桥街 39号清溪

鹭岛 A栋 3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