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阳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 240 所） 
序

号 
市州 区县 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剑桥教育培训学

校 
雁江区政府西路 129 号  

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随风现代音乐学

校  
雁江区商业街 44号  

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新起点辅导学校 雁江区商业街 44号 3楼  

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东方教育培训学

校  
雁江区上西街 176号  

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神墨教育培训中

心 

雁江区和平路 132号营业

用房 4栋 2楼 
 

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奥蕾文化艺术学

校 
雁江区天缘大楼 C栋 5楼  

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知行教育学校 雁江区和平路 133号  

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数元教育培训中

心 

雁江区和平路 59号营业

房第一栋 3号 
 

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蓝天文化艺术培

训中心 

资阳市雁江区 A区 2 栋 2

层 A2(F)2-13、14、15、

16号 

 

1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种艺艺术培训学

校 

雁江区皇龙新城 A区

9-201 
 

1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少年儿童成长中

心 

雁江区世纪城三区芙蓉

苑 1-1栋 
 

1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沱江文化艺术培

训中心 

万达广场 B座 2025-2026

号 
 

1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智腾华夏文化艺

体培训学校 

雁江区达高国际商业广

场 6-1-2-2 
 

1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阳蕾舞蹈学校 

雁江区娇子大道与二环

路交叉口荣德大厦 1（F）

2-3号 

 

1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艺成文化艺术教

育学校 
雁江区晶鑫街 156号  

1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昂立贝爱教育学

校 
雁江区晶鑫街六栋 3 号  

1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小荷尖尖艺术成

长中心 
领地坐标 5栋 1-6门市  



1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奥馨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

与二环路交叉口（荣德大

厦）1栋 1（F）4-1 号 

 

1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天材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雁江区建设南路 187#35

栋 4楼 
 

2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戴氏多分堂培训

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雁江区西门桥街 35 号二

楼 
 

2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名之师 

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雁江区文化路 14号 1栋 1

号楼 
 

2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灵韵乐动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皇龙新城小区 A座

6号楼 2层 
 

2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守砚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河心地晶鑫街二

巷 60号 
 

2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奥斯 

乐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 

雁江区和平路 59号商业

用房第 4栋 2楼 
 

2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朗英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雁江区建设西路 121号摩

根时代 4栋(2)1-3-1、2

号 

 

2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春华秋实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公园路 433－435

号 
 

2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心怡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雁江区建设南路 112 号  

2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九一舞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雁江区娇子大道1幢1（F）

2-6 
 

2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学而知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车城大道 2段天缘

大厦 A座 6层 
 

3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桃李园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雁江区天景花园（雁城路

三段）A1幢 4号 
 

3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宇阳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和平路 59号 5-1  

3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博优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狮子路车城小区

二期一区 1号楼后 13 号

门市 

 

3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东武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雁江区外西街 48号 3楼  

3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小桔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雁江区和平路 59号营业

用房第 3栋 3层 
 

3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嵩海武术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雁江区和平路 59号六栋

四层 
 



3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沐蕾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凤园路 4号

世纪美景原墅 1-1 
 

3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红舞鞋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达高国际商业广

场 6-2（F）3-1 
 

3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天天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雁江区中城街 19号楼 3

层 
 

3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海燕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建设南路二段时

代阳光Ａ区 2楼 5-5、5-6

号 

 

4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金贝贝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沱江新城滨江大

道金山名苑会所1栋1（F）

2-1号 

 

4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未来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雁江区政府西路南侧 D-2

栋 
 

4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夏加儿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路 59

号三栋一层 
 

4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鑫奥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雁江区世纪城三区芙蓉

苑 1-1号栋 3层 4号 
 

4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文苑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健康路鸿福花园 1号楼 3

楼 
 

4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优理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西路 121号摩根时代

2号楼 2（F）2-18到 2-30

号 

 

4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金旋律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车城二期三栋后 7-9号门

市 
 

4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小雨滴美术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建设北路二段达高国际

商业广场 5幢（F）3-7号 
 

4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巧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建设西路 121号摩根时代

5号楼 2层 1A号 
 

4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新路径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外西街 83号  

5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学嗨阶梯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溪花园 C区铜南路

116-122号 
 

5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蒲公英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和平北路 135号 6栋 3楼  

5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靖森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雁江区建设西路 86 号  

5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景天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和平北路 135号老区委内  

5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汤姆英语培训学 三贤文化商业广场 A 区  



校有限公司  （F）1-8.1-9（修改为：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三段三贤文化公园商业

广场 A幢 A(F)1-9号） 

5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点金精英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建设北路 88 号 1

栋 2层 
 

5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初艺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三贤文化公园商业广场 A

幢（F）2-4 
 

5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飞舞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万达广场(A区 T2)

号楼（2-14）号 
 

5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澳斯特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雁江区和平路 59号  

5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新启航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达高国际商业广场 5（F）

3-2F号 
 

6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尚国艺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建设北路

二段达高国际商业广场

6-2（F）3-2 

  

6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奇点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政府西路

43号二楼 
  

6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一鸣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建设北路

二段达高国际商业广场 4

幢 4（F）4-2、4-3 号 

  

6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绘艺美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建设南路

112号步步高商场 3 层

3004-3005号 

  

6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书山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中城街 16

号楼 2层 
  

6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知之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路 59

号 3栋 1层 
  

6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鸿凌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大千路空

间爱琴海商业步行街底

商 5号、6号铺 

  

6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雁名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2

段 26号天缘购物休闲广

场 A座 5层（房间编号：

TK-4） 

  

6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米迪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时代阳光 A

区 1-2-3号 
  

6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旭远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建设北路

达高国际商业广场 6-2
  



（F）3-3、3-4商铺 

7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树贤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郑家巷南

方小区银杏园 15号楼 
  

7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唐人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小区

一期二区一号楼附一单

元二层 

  

7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童趣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沱桥路东

福小区 1号楼 1（F）1-3-5

号 

  

7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童趣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西门教学

点 

资阳市雁江区教育园区

“花果山·春天半岛”

一区 3（F）1-11、1-12

号 

  

7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云帆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商业街 36

号 
  

7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新初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小区 2

期 1区 3号楼前 15、17

号门市 

  

7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名睿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大千大道 121号空

间.爱琴海 9F（2）-1 
  

7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弘武堂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大千大道

(资阳市体育馆)11号西

大门梯步下方门市 

  

7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启程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水景苑 2期

3、4、5、6号 
  

7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佳音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中城街 16

号 
  

8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德艺双馨文化艺

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世纪城三

区芙蓉苑 1-1栋 2层 4号 
  

8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精武武术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车

城 6大道二段 179号三楼 
  

8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晨宇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娇

子大道二环路口 T3（F）

2-11-14号 

  

8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新思堂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三段三贤文化商业广场 A

区 A(F)3-4号 

  

8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艾米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皇龙路优

品上城 A区 2幢 2层 A2
  



（F）2-5及 2-6号 

8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泰乐迪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雁

城路 1200 号新天地广场

商住楼 3楼 

  

8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圆梦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

一段 39号 
  

8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五字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 1

段 106号 
  

8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蔚风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小北街 29#

楼 
  

8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星之海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万达广场

室 外 步 行 街 区 底 商

（T-7-3-25/26） 

  

9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小荷尖尖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河堰嘴小

区川江综合楼二楼 
  

9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天睿全脑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

二段 311号 
  

9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学之舟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后西街情

缘家园 1幢 1（F）2-2号 
  

9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爱贝斯英语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建设北路

二段达高国际商业广场

3F-53号 

  

9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奎星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建设北路

二段达高国际商业广场 5

幢 2层 

  

9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三沣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世纪城三

区芙蓉苑 1号楼 3楼 
  

9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普众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外西街 74

号 
  

9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晨希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

好莱坞商业广场三楼 
  

9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理科前线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上西街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政府西路

43号 3楼 
  

9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尚国艺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皇龙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优品上城 A

区 1 栋 2 层 A2

（F)2-4/2-5/2-7/2-8号 

  

10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蓝天文化艺术培

训中心万达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

与二环路交叉口荣德大

厦 1（F)2-3号 

  



10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蓝天文化艺术培

训中心小广场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小区

三期一栋三单元 16-18号 
  

10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鑫奥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万达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娇子大道

万 达 广 场 一 期 T2# 楼

T2(F）2-7/2-8号 

  

10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东武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和平路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和平北路

老区委旁右侧 3楼 
  

10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东方教育培训学

校七小校区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七小中桥

巷人行天桥旁 
  

10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东方教育培训学

校梅西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建设南路

摩根时代广场二楼 
  

10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东方教育培训学

校三贤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三贤公园

西雅图酒店二楼 
  

10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金成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凤园路 166

号四海国际社区会所内 
  

108 资阳市 雁江区 雁江区金典文化培训学校 雁江区文博园 A-4（F）3-2   

10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思嘉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育才路 2号

附 1号九曲印象商业地车

（F）-28，29号 

  

11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九方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松涛镇甘家坪村

寿安路华西嘉苑 7号楼二

楼 3号 

  

11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燕园培训学校 雁江区城南大道 2号   

11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梦之舞艺术学校 松涛镇御府路 38号   

11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旋风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中交·锦

湾滨江商业 26（F）

3-1,3-2号 

  

11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史多瑞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城东新区

锦湾大街二段中交锦湾

4-26号楼 4-26（F）2-3K、

4-27(F)2-1A、2-1B、2-1C

号 

  

11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墨轩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宝台镇中

铁滨江国际地 1（F）-1-8、

9、10、11号商铺 

  

11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优加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沱东新区

鼎晟泓府 2 期 16 号商铺

2-3 

  



11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弘博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中交锦湾

27栋 3楼 3号 
  

11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名扬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西南电商

城 A栋 A区 3楼 12 号 
  

11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景天艺术培训徐晓有限公

司沱东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西南电商

城太平洋影城大厅旁 
  

12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东武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西南电商城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西南电商

城 A区 2楼 
  

12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金贝贝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沱东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沱东新区

鼎晟泓府一期 11栋 2楼 
  

12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巧思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保和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保和镇人

民街 12-30号 
  

12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博达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老君镇民

生村 5组（陈万路）40号 
  

12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润艺文化

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中和镇铜

锣村 3组 
  

12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水滴石穿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丹山镇交

叉路 2号楼 
  

12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星之海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丹山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丹山镇大

佛村 1社 9号 
  

12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巧思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丹山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丹山镇大

佛村 1社 9号 
  

128 资阳市 雁江区 
雁江区天材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堪嘉教学点） 
堪嘉镇飞虹路 90号   

12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昊天艺体教育培

训学校 

资阳市雁江区小院镇建

南街 1号 
  

13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灵镜体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小院镇白

象村十五组 
  

13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濛溪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小院镇步

行街 83号 
  

13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新启航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小院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小院镇白

象村 13社临街铺面二楼 
  

13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学知源教育学校   东峰镇东峰街四段   

134 资阳市 雁江区 
雁江区创优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伍隍镇寿民街 22号   

135 资阳市 雁江区 
雁江区天材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伍隍教学点） 
伍隍镇寿民街 72号   

136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好学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伍隍镇寿

民街 66号 
  



137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艺林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伍隍镇伍

长路 1

（F)1-10/1-11/1-12 

  

138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星之海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伍隍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伍长路

64-69号 
  

139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星之海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石岭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石岭镇石

五路 17-18号 
  

140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艺姿澜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雁江区清水镇清水村 1组   

141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五色光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清水镇新真街 20号   

142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泽溪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迎接镇牛

藤村一组 3号楼 
  

143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巧思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祥符教学点 

资阳市雁江区祥符镇白

马街综合农贸市场 1号楼 
  

144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天骄体艺教育培

训学校  
丰裕镇育才路   

145 资阳市 雁江区 
资阳市雁江区弘扬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资阳市雁江区丰裕镇顺

渝北路 90号 
  

146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兴科计算机学校 
安岳县石桥铺镇工业园

区荣华路 2号 
  

147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钦华少林武术学校 
安岳县龙台镇青龙街 36

号 
  

148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中良中小学生综合实践中

心 
安岳县工业园荣华路 2号   

149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两板桥镇新起点辅导中

心 

安岳县两板桥镇筒河村 1

组 
  

150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英攀提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解放街 436

号 1幢 1单元 402号 
  

151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零起点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奎星街 145

号 
  

152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圣鸿苑文化艺术培训有

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东大街绿

健豪庭 65号 
  

153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新苗文化艺术培训有限

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普州大道

661号 
  

154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汇爱文化艺术培训有限

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蓝灵时代

新城 16幢 
  

155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未来精英文化艺术培训

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解放街 458

号 1-1-301号 
  



156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金钥匙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东大街 209

号 22幢 1单元 204 号 
  

157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识途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奎星街 57

号 
  

158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博文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顺城街 53

号 1幢 4单元 1-4楼（总

校）。岳阳镇解放街 460

号 1幢 3单元 304号（分

校） 

  

159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星艺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铁西街演

艺中心附 4号 
  

160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赤羽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岳阳镇建设街 152号（柠

都广场）（总校）、安岳

县岳阳镇柠福街 13 幢 3

单元 3楼（分校） 

  

161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起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建设街 39

号 
  

162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红果果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安岳县岳阳镇锦绣路 137

号 
  

163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海文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安岳县岳阳镇柠福街 1号

1栋 1单元 3层 1、2号 
  

164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蕃茄甜艺术培训有限公

司 

安岳县奥鑫锦城 21 栋 2

楼 
  

165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星辉艺术文化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上府街 156

号 2楼 
  

166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石羊镇启智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石羊镇科教路 108

号 
  

167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星起点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兴隆镇老林村 13

组 
  

168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宏志金钥匙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石羊水井名城 18

号楼 
  

169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童忆天籁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顺城街桂

花巷 6号二幢一层 101号

（总校）、岳阳镇东大街

230号附 301号（分校） 

  

170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童忆天籁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龙台一分公司 
安岳县龙台镇花沟村 2组   

171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璀璨星辉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龙台镇东大街 279

号 
  



172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同耀星辉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姚市镇桂花街 201

号 
  

173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金柠檬文化艺术培训有

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柠源街 17

幢 1单元 1号 
  

174 资阳市 安岳县 
四川滋培学苑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安岳县岳阳镇东大街 43

号 1幢 1单元

302/303/304号 

  

175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麦乐威英语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奥鑫锦城 B

区 22幢 103号 
  

176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习得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解放街 259

号 
  

177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鑫起航教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安岳县龙台镇国道路 182

号 
  

178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星光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安岳县龙台镇龙腾街 154

号 
  

179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明哲新世纪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正北街 116

号一幢 
  

180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鑫动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奎星路 238

号附 501号 
  

181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艺多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柠都大道

绿景逸苑 3楼 3-2号 
  

182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助力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解放路 48

号 1栋 2单元 201-202 
  

183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蒲公英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学沟湾紫

竹馨城紫竹大厦 26 号 
  

184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龙台镇文曲星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龙台镇玉龙街 146

号 
  

185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护建镇护力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护建乡街村 125号   

186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李家镇唯舞琴韵艺术培

训有限公司 
安岳县李家镇石柱新村   

187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粉城金钥匙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周礼镇邮政后街

37号 
  

188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六月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兴隆镇小东村 3组   

189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星之光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周礼镇交通北路

153号 
  

190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永顺镇舞知韵文化艺术

培训有限公司 

安岳县永顺镇兴顺街 43

号 
  



191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李家镇天艺艺术教育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李家镇石柱村 3组   

192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中迪童忆天籁文化艺术

培训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柠都大道

西段 339号附 3楼 13 号 
  

193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龙台镇东和童忆天籁文

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安岳县龙台镇东大街 195

号二楼 
  

194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品尚培优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龙台镇龙腾街 95

号 2楼 
  

195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宝森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安岳县文化镇燕桥村   

196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博文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东大街分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东大街 211

号附 301号 
  

197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一代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学沟湾紫

竹馨城 21幢 2楼 
  

198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靓馨舞蹈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石桥铺镇桅坝村 6

组 
  

199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迷你舞蹈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上府街 156

号 
  

200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易满分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安岳县岳阳镇顺城街桂

花井巷 47-48号 
  

201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春雨轩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解放街 278

号 
  

202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嘉思腾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安岳县石桥铺镇中迪广

场商业街 52号附 4 楼 
  

203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永清镇向日葵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永清镇李家街附 2

号 
  

204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昂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东大街 209

号 2幢附 13号 
  

205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艺树心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柠都大道荣新柠

都新城财富中心商业 2号

楼 2层 5.6号 

  

206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陆加壹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安岳县石桥铺镇工业大

道汇金名城学海路 1号附

2楼 3号 

  

207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瑞克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柠都大道地中海

商业 B区 2楼 5号 6 号 
  

208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德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龙台镇商业街 10

栋 2楼 
  

209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蓓蕾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护龙镇金盆村 6组   



210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童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石桥铺镇学海路

65号（柠都大道上安香山

小区 1号楼 1-2号） 

  

211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托肯英语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安岳县石桥铺镇柠都大

道西段 438号 E-3-15 号 
  

212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文化镇创新思维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安岳县文化镇交通路北

街 495号 
  

213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华懋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安岳县护龙镇护胜街 176

号 
  

214 资阳市 安岳县 
安岳县麦田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安岳县岳阳镇龙门堤巷 6

号 A幢 1-3号 
  

215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墨墨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空城鸿腾街 41

号附 19-21号 
  

216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思创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文庙街尚

锦秀庭 1栋 2楼 
  

217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赤道人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商贸街 7号

以及二楼 
  

218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承嗣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金三街 55

号仙鹤观接待中心 2 幢 3

楼 

  

219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尚美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至县天池镇鸿腾街14号1

栋附 210-212、222-226

号 

  

220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康之美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红星街 2号   

221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康辰美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文庙街 159

号世纪欣城 3号楼 3 层 1

号 

  

222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戴氏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帅乡大道

南城豪庭 2楼 11、12、13

号 

  

223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孙武武道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建设东路

113号丛林春天 12栋 3楼

附 1号 

  

224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金豆豆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乐安路７

１号三楼 
  

225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恒心武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千业路北

一巷 35号 
  

226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吉萌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空城步行街

43,45,47,49号 
  



227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育德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建材东路

香槟城小区 26号 2 楼 
  

228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乐翰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池南路 48

号 
  

229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翰墨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名景路 178

号（1-2-1，1-2-2号）和

188号（1-2-4，1-2-5号） 

  

230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翰墨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文庙沟教学点 

乐至县天池镇文庙街 159

号世纪欣城 3号楼 3 层 2

号 

  

231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布谷鸟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乐至县名景路 144号 1栋

1单元 2楼 3号、116 号 1

栋 1单元 2楼 1-3、4、5

号 

  

232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奥沙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瓦窑路 10

号三楼附 307-318号 
  

233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北鱼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商贸街 124

号 
  

234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浅墨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鸿腾街 41

号附 9-14号 
  

235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阿凡达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帅乡大道

249号附 2号 
  

236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达拉米教育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帅乡大道

249号附 1号 
 

237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艺乐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川鄂西路

鴻腾天空城 672号三楼 
 

238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德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西街西一

巷 37、39号 
 

239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英格尔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川乐街 30

号附 2-2号 
 

240 资阳市 乐至县 
乐至县天池镇龙升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乐至县天池镇乐安路 69

号（尚东都汇 1#楼第三层

H1-D-1、1-1-1-18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