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安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160 所）

序号 市州 县区 机构名称 机构地址

1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雅州少林文武学校 汉源县文昌路 218 号

2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贝思特英语培训学校 新县城江汉大道二段

3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助子成才培训学校 汉源县富林大道三段

4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名扬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汉源县九襄镇东风路 4段 11 号

5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优+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汉源县九襄镇东风路三段 8号

6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智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汉源县九襄石灰巷 18 号

7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姣桥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汉源县九襄镇周家安置点

8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顶立教育培训学校 汉源县富林镇人民路 1附 5

9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爱乐艺术培训学校 汉源县富林镇源祥路一段 6-7 号

10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七彩鸟教育培训中心 汉源县文化大梯道 20 号、18 号

11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红太阳”快乐学书法

培训机构
汉源县富林镇源祥路一段 36 号

12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优加一教育培训学校九

襄教学点
汉源县九襄镇交通北路 33 号

13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睿博教育培训学校 汉源县滨湖大道 56 号 2楼

14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艺萌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汉源县九襄镇梨花大道 2段牌坊

新街 1栋

15 雅安市 汉源县
四川汉源思敏教育培训有限公

司
汉源县人民路 123 号

16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琴天音乐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汉源县九襄镇周家村 2组 47 号

17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司艺童画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汉源县富林镇江汉大道三段 24号

附 8号

18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炫舞舞蹈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汉源县富林镇江汉大道三段 24号

附 8号



19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霖度舞蹈艺术有限公司 汉源县霖度舞蹈艺术有限公司

20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橄榄树舞蹈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汉源县九襄镇东风路二段10至14

号二楼

21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乂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汉源县九襄镇木槿安置点 67 号

22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领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汉源县江汉大道二段 125 号

23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崇文培训学校 汉源县九襄镇木槿大道二段 28号

24 雅安市 汉源县 汉源县成长教育 汉源县九襄镇梨城南路 63 号

25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新目标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兴业

一路 7栋二层 1-12 号

26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优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兴业二路 1

栋 3楼 56 附 1 号

27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馨雅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荥兴

路东一段馨苑街 5-5-1 号

28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爱乐之声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繁荣

下街 37 号

29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理科壹号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同心

下街 120 号

30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欣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若水

东二路 34号二楼

31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芮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同心

下街 15 号

32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行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荥兴

路东四段东城新居 1-301 号

33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明思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荥兴

路东四段 13 号

34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艺蕾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小西街 38、

40 号

35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美音艺术培训中心有限

责任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精耕街 2号

附 10 号

36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睿力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金宇街 62-1

号

37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高度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兴业中路 7

号

38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天一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金河街 197

号



39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劲道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荥兴路东一

段繁荣街 118 号

40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一舞文化艺术培训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馨苑街 13号

2 楼

41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创一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杨柳

河街 18 号附 2号门市 1号

42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金榜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新南

大道 215 号

43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川体联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严道镇新民上街 35

号附 142

44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县乐学哈哈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镇荥兴

路东一段 32 号 4栋 2楼、3楼

45 雅安市 荥经县
荥经名扬小新星英语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严道街道荥

兴路东一段繁荣街中街 118 号附

23号 3 楼 1 号

46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华扬体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大南街 51号附 108

号

47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欧典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建设路35号10幢2

楼 2 号

48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蝶怡艺术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鲲鹏路 14号附 201

号、202 号

49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智易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商业街 34号

50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志尚天骄文化艺术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大南街 A3 3-12 号

51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创优文化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洪川北路 40 号附 4

号 1栋 2层

52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高升文化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文化巷 1号 2栋 3

楼

53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天天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建设路 35号 9 幢

54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蝶韵艺术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大南街 51号附 110

号

55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博学堂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建设路樱桃小区

56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优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向阳大道 54号 2楼

57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大晨曦英语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建设路 35号 10 幢



58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新思路文化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天全县城厢镇建设路 235 号

59 雅安市 天全县 天全县海曼舞蹈培训学校
天全县城厢镇鲲鹏路 69号附 48

号

60 雅安市 宝兴县 宝兴县焱树文化培训中心 宝兴县灵关镇赵家坝庙前路 39号

61 雅安市 宝兴县 宝兴县艺澜舞蹈培训中心 宝兴县穆坪镇穆坪北街 69 号

62 雅安市 宝兴县 宝兴县彩艺培训中心 宝兴县穆坪镇穆坪北街 15 号

63 雅安市 宝兴县 宝兴县神墨教育培训机构 宝兴县灵关镇毓秀新区小渔沟口

64 雅安市 宝兴县
宝兴县优佳教育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宝兴县穆坪镇天合锦城 2楼

65 雅安市 宝兴县
宝兴县舞之梦舞蹈艺术培训

中心
宝兴县灵关镇

66 雅安市 宝兴县 宝兴县艺之澜舞蹈培训中心 宝兴县灵关镇顺山路

67 雅安市 宝兴县 宝兴县鸿途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宝兴县灵关镇工艺街

68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名师高徒课外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茶都大道

257 号

69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启德乐知课外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新东街 9号、

246 号（茗都广场 26-29 号）

70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智勇文化培训学

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榆林西街 41

号

71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成理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陵园路 382

号

72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蒙山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茶马古城三

期 37 号 7幢 1单元 3层 31 号

73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天韵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广场坝河坪

巷 4号

74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风向标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新东街 9号

75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零距离课外教育

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茶都大道

537 号 2 层附 1号

76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新标准课外培训

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榆林路 17号

77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金榜课外培训学

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民益路 2号



78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艺之星艺术培训

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沿江中路

108 号

79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启尼英语培训学

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虎啸桥南路

7号 3-3、3-4 号

80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百家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茗都街 9号

81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博诚课外培训学

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茶都大道

448 号

82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优学邦课外培训

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茶都大道

351、353 号

83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神墨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滨河路 62号

84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桃李文化培训学

校

雅安市名山区红星镇红星街 116

号

85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爱音育才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民益路 39号

86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青优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沿江中路 1

号 1栋 1-2 层 4号

87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博菲特课外培训

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顶山镇虎啸桥路

192 号 2 幢 2 层 202 号

88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思教文化培训学

校

雅安市名山区红岩乡金龙村 1组

73号

89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德雅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新星村 60号

90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艺彩飞扬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永兴镇石条巷 32号

91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领航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新星村 33号

92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博雅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民生路 51号

93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启迪英语培训学

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东大街（名

都假日广场二楼）

94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国锐跆拳道培训

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沿江中路 1

号 1幢 1层 13 号

95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三行文化艺术培

训中心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平安路 46号

96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杨飞钢琴培训中

心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蒙茶北二街

13号



97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博学堂文化培训

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红星街 28号

98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星光文化培训学

校
雅安市名山区百丈镇红军街 99号

99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优能文化培训学

校

雅安市名山区前进乡街道迴龙村

街口 1号

100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旋风体育培训学

校
雅安市名山区车岭镇青年巷 18号

101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佳瑞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蒙山大道

（新鹏西康国际）A栋 3层

8.9.10.11 号

102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迪美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新东街

188-194 号

103 雅安市 名山区
雅安市名山区才杰尚学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蒙阳镇茶都大道 1

号 1栋 3层

104 雅安市 石棉县 石棉县蓝天艺术学校 石棉县新棉镇长征路 008 号

105 雅安市 石棉县 石棉县小哈佛文化教育中心 石棉县新棉镇东风路二段 211 号

106 雅安市 石棉县 石棉县育才培训学校 石棉县新棉镇新建二巷 110 号

107 雅安市 石棉县
石棉县考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石棉县岩子社区河北路二段 316

栋 1704 号

108 雅安市 石棉县 石棉县蒙娜美术培训中心 石棉县解放路三段 460 号

109 雅安市 石棉县
石棉县雅城优佳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石棉县人民路二段 11 号

110 雅安市 石棉县
石棉县助子成才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石棉县解放路三段 619 号

111 雅安市 芦山县 芦山县婕翼体育艺术学校 芦山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112 雅安市 芦山县 优佳教育 芦山县芦阳街道平安路 205 号

113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澳斯特文化培训学校 雨城区假日广场 2楼

114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 七色光艺术培训学校 雨城区二一路 33号

115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剑桥少儿英语培训学校 雨城区育才路 120 号三、四楼

116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金思维教育培训中心 雨城区温州商城 B幢 3楼 1号



117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巨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雨城区县前街 91号

118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飘渺之音艺术培训学校 雨城区大北街 51号 6 楼

119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若杰教育培训学校 雨城区大北街 51号 5 楼

120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爱音琴行培训中心 雨城区大北街 51号 2 楼

121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佳音英语培训学校 雨城区大北街 51号 3 楼

122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久诗钢琴艺术培训学校 雨城区大北街 51号 4 楼

123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唐唐现代艺术培训学校 雨城区新民街 40号

124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戴氏英语培训学校 雨城区少年宫路 80 号附 5-6 号

125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雨彩舞蹈培训学校 雨城区羌江南路 1号 1幢 3楼

126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金笔杆学堂培训学校
雨城区温州商城 B区 4幢 4楼 1

号

127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丹青艺术培训学校 雨城区华兴街 47号

128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东方育才辅导培训学校 雨城区城后路 166 号

129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扬飞钢琴艺术中心
雨城区少年宫路 29 号改挺进路

126 号

130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新思维培训学校 雨城区青衣江路 150 号

131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博诚超常培训学校
雨城区河北街一号协和广场雨城

区幢 4楼 14 号

132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红碟舞蹈培训学校 雨城区育才路 18号附 1号

133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敏睿教育艺术培训学校
雨城区熊猫大道 386 号正黄 13栋

2 楼 202 号

134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新目标文化教育培训学

校
雨城区西康路中段 29 号

135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博睿教育培训学校
雨城区熊猫大道中段西康商业广

场 2号楼 3楼

136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佳瑞教育培训学校 雨城区西康商业广场 3楼

137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名师汇教育培训学校
雨城区羌江南路羌江花园 1栋 3

楼

138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博诚培训学校 雨城区熊猫大道 388 号 S2 商业楼



301 号

139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英派教育培训学校
雨城区新民街 29号 1 栋 3单元 2

层 1号

140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成理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雨城区河横街 169 号“廊桥雅舍”

3层 153 号附 4号

141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优学名师文化培训学校 雨城区颐阙路第一金街

142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天天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雨城区和平南路 3号 2层 1号

143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童美艺术培训学校 雨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三楼

144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菲尔德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雨城区熊猫大道 386 号“正黄金

城首府”7栋 304

145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捷径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雨城区少年宫路94号“平安商城”

2楼 2号、3楼 4号

146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雅安电视台文化艺术教

育培训中心

雨城区先锋路 110 号 2楼-3 楼地

方

147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志尚天骄教育培训学校 雨城区大南街 11号

148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优优少儿培训机构 雨城区县前街 180 号

149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优立思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雨城区熊猫大道 388 号一栋

150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柠檬树艺术教育培训学

校
雨城区西康商业广场 2号 3楼

151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爱思索教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雨城区大北街 24号 2 楼

152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音乐之声艺术培训学校
雨城区熊猫大道中段西康商业广

场三楼

153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乐学教育培训学校
雨城区滨江大道.印象雨城 1幢 1

单元

154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乐学教育培训学校学府

花园教学点
雨城区学府花园七栋 2楼 6号

155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优佳教育培训学校
雨城区熊猫大道 385 号 7 栋 3楼

332 号铺

156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新思维培训学校沙湾分

校

雨城区熊猫大道 383 号西康商业

广场

157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聪慧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雨城区熊猫大道 385 号正黄 6-2

栋 3 楼 301-307,335-341 号



158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罗兰众乐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雨城区熊猫大道68号文化艺术中

心商业 B3-1

159 雅安市 雨城区
雅安市睿雅文化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雨城区青年路 90号正黄 13-4-16

号

160 雅安市 雨城区
雨城区优佳教育培训学校南三

路教学点
雨城区南三路 4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