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贡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218 所）

序号 区县 机构名称 办学地址

1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言成文化艺术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自贡市自流井区解放路温州商城 1栋 4

层 4B6-4B9 号

2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明日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自贡市自流井区新街商业步行街 B3-13

号横轴

3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学优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新街解放路居委会温州商城 1

号楼 5D2 号

4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高芬英语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自流井区五星街新民街居委会东方广场

4栋 3层 32-35 轴

5 自流井区 自贡市东兴科技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中信红楼二楼

6 自流井区 自贡市职工学校 自流井区郭街光大街居委会 41 号

7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培优金榜点拨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市自流井区五星街新民街东方广场

7栋 1层 9-16 轴

8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神墨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自贡市自流井区新街解放路居委会温州

商城 1号楼 5层 F3 号

9 自流井区 自贡市中山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公园路 129 号

10 自流井区 自贡市成协学校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公园路 148 号

11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博迪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自贡市自流井区解放路温州商城 1号楼

5层 E2 号

12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新干线外语培训学校 温州商城步行街

13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佳音英语自井分校 温州商城步行街

14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阳光飞扬英语学校 东方广场

15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劲博英语培训学校 假日新世纪广场

16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状元堂文化培训学校 东方广场 9栋 A段

17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点石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
新街解放路 1号

18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新目标培训学校 温州商城

19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 YY艺术培训学校 雄飞锦绣花园 3楼



20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晨翔培训学校 檀木林大街 84号

21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神话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解放路温州商城 2号楼二层

22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精诚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东兴寺街红星谝 18 号

23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大中和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五星街新民街居委会 889 号 3 楼

24 自流井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厚德培训学校 新街雄飞锦绣花园 4楼

25 自流井区 自贡市文馨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新街后山坡温州商城四

号楼 A栋 2楼

26 自流井区 大安区英才外语培训学校 凤凰乡马吃水山水名苑

27 自流井区 大安区蓓都培训学校 凤凰乡山水名苑小区

28 自流井区
大安区趣学堂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
凤凰乡盐都大道富利大厦 4楼

29 自流井区
大安区艺腾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

司

大安区凤凰乡济公居委会 3组富利大厦

B401 号 3 楼

30 自流井区
自贡市大安区歌尧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自贡市大安区凤凰乡济公居委会盐都花

园 16 栋—2层 1B2 号

31 贡井区
四川科迪城青少年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贡井分公司

贡井区筱溪街向阳社区 18 组花园路 30

号

32 贡井区 自贡市星萌艺术培训中心 贡井区五宝镇朝市街建材市场 7栋

33 贡井区 贡井区镭霆教育培训学校 长征大道西城尚峰 6栋 2楼

34 贡井区 自贡市贡井区理想课堂培训学校 成佳成双路

35 贡井区 贡井晨铭艺体中心 平桥熙街

36 贡井区 自贡市熙雅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坭塘塆 101 号（平桥熙街南、北段商业

街）2-05 铺号

37 贡井区 自贡市贡井区伊美舞蹈培训学校 左岸上城 3楼

38 贡井区 贡井区爱贝儿培训学校 贡井区洞桥居委会 3组附 3号

39 贡井区 自贡市贡井区爱尚教育培训学校 左岸上城商业步行街 8号楼三楼

40 贡井区 自贡市贡井区棋文领育有限公司 左岸上城商业步行街 8号楼三楼

41 贡井区
自贡市贡井区启航起跑线艺术培训学

校
龙潭镇繁田街亲临小区底楼



42 贡井区 自贡市贡井区瀚童艺术培训学校 贡井区龙潭镇幸福 6组

43 贡井区 自贡市贡井区嘉悦音乐艺术培训学校 贡井区左岸上城商业街三楼

44 贡井区 自贡市贡井区学而知课外培训学校
自贡市贡井区成佳镇天府街 80.82.84

号

45 贡井区 自贡市贡井区红状元文化培训学校 自贡市贡井区成佳镇大同街 133 号三楼

46 大安区 大安区金博士培训学校 新店镇新店铺环街

47 大安区
大安区飞翔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

司
大山铺镇黄荆巷 8组 8号

48 大安区 大安区欣晨文艺培训学校
大安区北环路 88号东大家居城 6号楼 2

楼 089-100 号

49 大安区
自贡市大安区金色阳光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自贡市大安区牛佛镇育才路北侧金牛广

场 6栋 1楼 110-122 号商铺

50 大安区
自贡市大安区状元坊培训学校有限责

任公司

自贡市大安区牛佛镇后街 78号，2楼和

3楼。

51 大安区 自贡市大安区美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大安区牛佛镇张家坝社区大山街 504 号

6-1 幢 2 层 2-03 号

52 大安区
自贡市大安区学弈思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自贡市大安区回龙镇红艳村 6组

53 大安区
自贡市大安区圆梦堂培训学校有限责

任公司
自贡市大安区三多寨镇同春村 5组

54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成业服装学校 沿滩区沿滩镇和平路 75 号

55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闻亮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新城区龙湖壹号商业

区 3-3 号

56 沿滩区 自贡曼音朗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沿滩区沿滩新城板南大道 122 号龙湖金

帝广场 1栋 3-1 铺

57 沿滩区 自贡盛和科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沿滩区沿滩新城时代大道 4号创兴城 33

栋 2-03/2-04 房间

58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乐贝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王井镇王井苑 1-9 号

59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金博培训有限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区新城时代大道创兴

城 33 栋 3 楼

60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益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板南大道 386 号

61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洪拓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仙市镇箭口村农民集中区

第 5号第 1层第 2号

62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象牙塔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新城板南大道街 122

号龙湖金帝广场 1幢第 2层 2-2 铺号



63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瓦市镇杰达婉月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沿滩区瓦市镇杰达农贸市场 11栋 2楼 2

号

64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未来起跑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镇兴元路54号附6号

65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赏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新城板仓社区板南大

道 390 号

66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大云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沿滩区沿滩镇楼荫塘路 42 号附 72号、

楼荫塘路 42 号附 73号。

67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伯一乐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自贡市沿滩区黄市镇民主路 67 号、69

号、71号

68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艺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沿滩区沿滩新城板南大道街 122 号龙湖

金帝广场 1栋（地上部分）2-1 铺号

69 沿滩区
自贡沿滩区美时启航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沿滩区沿滩新城园湖路 202 号

70 沿滩区
自贡沿滩区尚善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自贡市沿滩区时代大道 1号恒大绿洲三

期商 3-01 商铺

71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贝斯特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沿滩区沿滩新城板南大道 122 号龙湖金

地广场 1栋 3-1 铺号

72 沿滩区 自贡市沿滩区启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镇沿城大厦三号楼房

73 荣县
荣县爱英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爱英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金碧城步行街

1-2-7 至 11 号

74 荣县
荣县名雅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名雅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一段御景苑路 70、

72 号

75 荣县
荣县爱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爱音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金碧城步行街

7-2-11 号

76 荣县
荣县荣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荣城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旭水大道南三段星河大

道·锦绣苑 256--301 号

77 荣县
荣县爱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爱多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金碧城步行街

163-2 号

78 荣县
荣县文渊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文渊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旭水大道南三段星河大

道·学府苑 290-201 号

79 荣县
荣县领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领航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水湾半岛商业街 126-301 号

至 307 号

80 荣县
荣县星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星博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桂林街 224 号（三楼）

81 荣县

荣县自由王国逸轩美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荣县自由王国逸轩美术培训学

校）

荣县旭阳镇旭水大道南三段星河大

道·锦绣苑 236-201 号

82 荣县
荣县艺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艺蓝

培训学校）

荣县长山镇名苑街 144-16、18、20、22

号



83 荣县
荣县牛博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牛

博视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金碧城步行街

7-2-10 号

84 荣县
荣县品冠跆拳心体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荣县品冠跆拳心体育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金碧城步行街

117-3、99-3-2 号

85 荣县
荣县心尚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心

尚园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朝阳路一段星河大道·锦绣

苑 134-201 号

86 荣县
荣县启美博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

启美博睿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一段 288-5-1-11

至 19 号

87 荣县
荣县小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小艳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梧桐水街 50 号 7栋 1单元 2

楼 1号

88 荣县
荣县雅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雅美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旭水大道南三段星河大

道·锦绣苑 206-202 号

89 荣县
荣县金思维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金

思维培训学校）
荣县星河公园 4-2 幢商业 2层 1号

90 荣县
荣县春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春华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三段 18号星洒首

座 1栋 2-1 号

91 荣县
荣县凯力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

凯力舞蹈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三段 18号星洒首

座 1栋 2-1 号

92 荣县
荣县程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程钟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水岸南苑

84-1-201、85 号

93 荣县
荣县义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义学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旭水大道南南段.锦绣苑

244、256-202 号

94 荣县
荣县建明吾同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

建明吾同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金碧城步行街

47-4、65-4-1 号

95 荣县
荣县青于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

县青于蓝教育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河街 460-2-201、460-2-202

号

96 荣县
荣县致远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荣县致远

培训学校
荣县旭阳镇西街 109-2 号

97 荣县 荣县赋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长山镇平安街 107-24、26、28 号

98 荣县 荣县百加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旭阳镇金碧大道一段 212-201 号

99 荣县 荣县精武体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旭阳镇水湾半岛商业街 149-301 号

至 305 号

100 荣县 荣县乐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金碧城步行街

65-3、47-3 号

101 荣县 荣县起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长山镇平安街 8、10、12、14 号

102 荣县 荣县艺澜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旭阳镇光明 133-1-1-2 号

103 荣县 荣县荣州书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荣州大道二段金碧城步行街 83-3、

99-3-1 号



104 荣县 荣县里德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旭阳镇望景楼社区天宇财富中央 5

号商业 2层 1号

105 荣县 荣县逸树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旭阳镇望景楼社区天宇财富中央 5

号商业 2层 1号

106 荣县 荣县派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长山镇名苑街 183、185、187、189

号

107 荣县 荣县星冉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旭阳镇水湾半岛商业街 63-301、

302、303、304 号

108 荣县 荣县霓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旭阳镇桂林街 208 号、226-2-1 号

109 荣县
荣县小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新城教学

点

荣县旭阳镇荣州大道二段金碧城步行街

99-3-1、83-3 号

110 荣县 荣县致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旭阳镇西街 601 号（二层）

111 荣县 荣县扬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荣县旭阳镇体育场路星河澳运绿洲综合

商业楼 2-1 号

112 富顺县 富顺县双双舞蹈艺术培训学校 富世镇银杏北路 261 号

113 富顺县 富顺县富世镇自由王国美术培训中心 富顺县富世镇望云北路 360#

114 富顺县 富顺县勇攀高峰艺术培训学校 富世镇翰林明珠 B1 栋四楼

115 富顺县 富顺县富世镇新华艺术培训中心 富世镇解放街 318#

116 富顺县 富顺县富世镇酷爱教育培训中心 翰林福邸小区 11 号楼 2层 3号

117 富顺县 富顺县富世镇新奇艺培训中心 富世镇釜江大道中段 32#

118 富顺县 富顺县富世镇学知教育培训中心 富世镇翰林府邸 9栋 1单元 505

119 富顺县 富顺县致远教育文化培训中心 富世镇报社楼 2号楼

120 富顺县 富顺县华韵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富世镇釜江大道西段 53 号 2楼 1号

121 富顺县 富顺县富世镇神墨教育培训中心 翰林府邸 A区三楼

122 富顺县 富顺县博圆美术培训学校 富世镇凯旋城 8栋 1单元

123 富顺县 富顺县新声代艺术培训学校 富世镇翰林府邸国美电器 4楼

124 富顺县 富顺县小新星教育培训学校 西城国际步行街 8栋 3层 1号

125 富顺县 富顺县全鋭教育培训学校 西城国际 2期 7号楼 7-2-1



126 富顺县 富顺县三三艺术培训中心 富州大道西段 29 号 9幢 1--1 号

127 富顺县
富顺县一皇一家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西城国际 12 栋四层 2号

128 富顺县 富顺县红苹果舞蹈培训学校 富州大道西段 218 号

129 富顺县 富顺县优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富州大道西段 29 号

130 富顺县 富顺县艾睿少儿英语培训中心 富州大道中段 161 号

131 富顺县 富顺县云盈艺术培训学校 富州大道中段 250 号

132 富顺县 富顺县博师教育培训学校 白果湾街 50 号

133 富顺县 富顺县博雅教育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富世镇祥云街 1号

134 富顺县 富顺县博瑞培训学校 白果路 7号

135 富顺县 富顺县三木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釜江大道中段

136 富顺县 富顺县梦飞扬舞蹈培训学校 西城峰景 3栋 1--3

137 富顺县 富顺县红舞鞋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富顺县东湖镇城东车站三号楼二层

138 富顺县 富顺县德馨文化教育培训学校
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中段 365 号附

501 号

139 富顺县 富顺县凯蒂艺术培训学校 富顺县西城壹号 6栋 3-2

140 富顺县 富顺县左右左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富顺县富世镇钟秀街中段 698 号附 7号

141 富顺县 富顺县阿凡题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富顺县吉详路 231 号半岛首座二栋 1-1

商业

142 富顺县
富顺县自由王国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富顺县西城名都 14 栋三层 1-2 号

143 富顺县
富顺县启美博睿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富顺县富世镇釜江大道中段 809 号

144 富顺县
富顺县戴氏多分堂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翰林明珠 186 号

145 富顺县 富顺启梦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富顺县富州大道西段颐和广场 2-6

146 富顺县 富顺县萤火虫科技培训学校 富顺县体育馆旁

147 富顺县
富顺县鑫创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西段 22号 1栋 1

单元 2楼 11.12 号



148 富顺县 富顺壹加伍艺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富世镇富州大道中段 868 号西城领御 13

栋 3 层 4号

149 富顺县 富顺县玮轩教育文化培训学校
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西段 22号 1栋 1

单元 4楼 4号

150 富顺县 富顺县果仁儿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中段 860 号 1 栋

1 单元 2楼 1号

151 富顺县 富顺县智适应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西 118 号 13 栋 2

层 2-5

152 富顺县 富顺县艺朝艺夕培训学校
富顺县富世镇钟秀路 251 号 1 栋 1层 1

号

153 富顺县 富顺县小海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富顺县富世镇钟秀街中段 696 号 1栋 1

单元 2楼 1号

154 富顺县 富顺县迈向星英语培训学校 富顺县富世镇西苑街 245 号附 3号

155 富顺县 富顺县劲一博英语培训学校
富顺县富世镇二环路西段 1030 号 1栋 1

单元 3层 3号

156 富顺县
富顺县雅之韵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富顺县富世镇钟秀街中段 758 号 3楼 1

号

157 富顺县 富顺县美姿艺术培训学校 富顺县富世镇柏杨路 95 号

158 富顺县 富顺县蓝懿双双舞蹈艺术培训学校 富顺县富世镇钟秀路东段 653 号

159 富顺县 富顺县卓师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东段 213 号 2 楼

2 号

160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科迪城青少年培训学校 泰丰商业会展中心 4楼

161 高新区 高新区大风车早教中心 自贡市自流井区丹桂大街英祥商厦 2楼

162 高新区 高新区亦学堂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重庆商业步行街 3栋 2层 1号

163 高新区 自贡高新区学之海培训学校 丹桂大街川南干警培训综合楼

164 高新区 高新区金彩青少年活动培训学校 自贡南湖国际社区布鲁克广场

165 高新区 高新区爱丁堡培训学校 自贡市图书馆内

166 高新区 高新区精英公学培训学校 自贡市南湖路东方威尼斯 45栋

167 高新区 自贡缨美模特培训学校
自贡市丹桂南大街 2666 号欧镇商业

A区 5#楼 3 层 3-1 至 3-10 商铺

168 高新区 自贡韦伯艺术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龙汇路远达都市风景商

业街

3—2—1号



169 高新区 自贡市优启点教育培训学校

自贡市汇东新区南北干道一名大厦综合

楼

第二层

170 高新区 自贡壹加艺艺术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南湖路东方威尼斯 45

栋-1/3 层（-1）/3-6 号

171 高新区 自贡市南湖梦之音艺术培训学校
自贡市南湖体育中心体育馆 A区底层内

A7——17 号

172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酷爱教育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兴川南街 676 号南湖国

际•紫荆城邦 2栋 1—10—19 号商铺

173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瑞文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龙汇街新汇社区居委会

4组英祥•新美居家三期 8栋 3层商业

301—4号

174 高新区 自贡市萧华艺术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紫薇路南湖俊景一号楼

一层 1—14 号商铺

175 高新区 自贡市可珂英语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紫薇路南湖俊景一号楼

一层 1—15 号商铺

176 高新区 自贡市转折点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紫薇路南湖俊景一号楼一层 1

—17 号商铺

177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嘉祥九思教育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紫薇路南湖俊景 2栋 3

层 301 铺

178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瑞亚艺术培训学校

自贡市丹桂南大街 2666 号燊海森林•马

可波罗小镇商业 A区盐卤浴接待大厅左

翼 2层 2—6至 2—8商铺

179 高新区 自贡梦想汇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兴川南街 676 号南湖国

际•紫荆城邦 12栋 1—16、17、18、19

商铺

180 高新区 自贡状元堂培训学校 自贡市丹桂大街 445 号附 93号

181 高新区 自贡高新区新干线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丹桂街蓝鹰海岸 4楼

182 高新区 自贡好言舞蹈培训学校
丹桂大家南延线西侧华商国际城一期 4

号楼 2层 4-2-04-0

183 高新区 高新区昱博艺术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兴川南街 676 号南湖国际、紫

荆城邦 2栋 1-06 商铺号

184 高新区 自贡伊一人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兴川南街紫荆城邦 13 号楼

01-08 号商铺

185 高新区 自贡市光华财经进修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蓝鹰海岸综合楼 8-5 号

186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英博外语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兴川南街紫荆城邦 1栋 2-11、

2-12、2-13、2-14、2-15、2-16、2-17、

2-18 商铺



187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点石成金培训学校 丹桂大街蓝鹰海岸大楼 3楼 20 号

188 高新区 自贡高新区花园培训学校
自贡高新区丹桂大街 D29 栋裙楼第二层

1、2间

189 高新区 自贡市煌家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南湖路东方威尼斯 46

栋（-1）/3-2 号

190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伯帆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汇川路南湖印象 2栋 2层 1号

191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成实外智慧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兴川南街 676 号南湖国

际·紫荆城邦 13 栋 2-09-19 商铺

192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玉成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丹桂街南桂苑远达尚东国

际 2号楼 201—1

193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东辰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春华路居委会 15 组 35

栋 2 层 203 号

194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自由王国美术培训
自流井区兴川南街 676 号南湖国际·紫

荆城邦 2栋 2层 01—09 商铺

195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艺之林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南湖路华商国际城 1期 4栋 3

楼商 3—24 号（3—8区）商铺

196 高新区 自贡高新区爱文艺术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兴川南街 676 号南湖国

际·紫荆城邦 1栋 2层 1—10 商铺

197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智适应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通达南街 18号南湖国际社区 4

期 2栋 A区 2—02 商铺号

198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山姆大叔少儿英语培训

学校

自流井区汇川路蓝鹰美庐 1栋 1层商 05

—06 号

199 高新区 自贡新思维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通达南街南湖国际社区二期 6

栋 2—03 商铺。

200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阳光飞扬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兴川南街 676 号南湖国

际·紫荆城邦 12 栋 1—20 至 27 商铺

201 高新区 高新区聚名师培训学校 自贡市公交大厦三楼

202 高新区 自贡市点金精英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丹桂街 445 号附 87号

203 高新区 自贡学诚课外辅导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龙汇路蓝鹰花园 3—2

栋 3——2——9号

204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海禾教育培训学校
自贡市沿滩区东环路 19 号南岸科技新

区孵化园 1期 1号二楼、三楼

205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金榜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汇川路明珠小区 A1号房 2—1

号

206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星乙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自贡市高新区星乙艺术培训学

校）

自流井区兴川南街 676 号南湖国际.紫

荆城邦 13 栋 2-21 号商铺



207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鼎盛数学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自贡市高新区鼎盛数学培训学

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南湖生态城泰丰国贸中

心 B－3－11－1 商铺

208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科迪星青少年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自贡市高新区科迪星青少年

培训学校）

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东大道北侧泰

丰商业会展中心四层 403 号

209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明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自贡市高新区明睿培训学校）

自贡市泰丰国贸中心C栋3层 16－23商

铺

210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易百分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自贡市高新区易百分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兴川南街 676 号南湖国际.紫

荆城邦 13 栋 3—15 至 24 号商铺

211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广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自贡市高新区广成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紫薇路 17 号、自流井区紫薇路

17 号附 1号

212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华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自贡市高新区华博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南湖路东方威尼斯 45

栋 1 层—1号

213 高新区 高新区学之海培训学校（教学点） 自贡市汇东新区通达街 241 号

214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麦薇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自贡市高新区麦薇艺术培训学

校)

泰丰国贸中心裙楼F栋2层132B——138

号铺

215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马克夏加儿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自贡市高新区马克夏加儿培训

学校)

自流井区南湖路 666 号华商.国际城（一

期）5栋商 2—08 号（2—5区）

216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黑白书画培训学校
自贡市自流井区白果居委会 12 组汇西

广场 24栋 2 层 C202 室

217 高新区
自贡市高新区博雅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自贡市高新区博雅培训学校)

自流井区兴川南街 676 号南湖国际·紫

荆城邦 7栋 2—01—16 商铺号

218 高新区 四川自贡兴华高等职业专修学校
四川轻化工大学汇北校区教学楼 205 办

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