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安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296 所）

序号 市州 区县 机构名称 办学地址

1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自强培训学校新南

门分校

广安市广安区新南街 59 号 7单元

201 号

2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绿驿少儿英语培训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龙腾路 9号

3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博远一对一教育培

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金安大道 263 号 1

栋 202

4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区红黄蓝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二校
广安区金安大道 46 号 302

5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金钥匙英语培训中

心

广安市广安区兴安中街 204 号 2

楼

6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王氏素质教育培训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龙腾路 8号二楼

7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远方教育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金安大道三段 63 号

8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博思教育培训中心 广安市广安区广宁路 247 号

9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蓝天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龙马商业广场二号

塔楼 4楼

10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飞翔健美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滨江路滨华商住楼

二楼

11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清华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洪州大道龙马广场

3号楼

12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第二外国语培训学

校

广安市广安区金安大道一段 169

号新华文轩二楼

13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水塘堡艺术培训学

校
广安市广安区水塘堡步行街二楼

14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自强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东方街 202 号

15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爱舞教育培训学校 广安区金源二街 20 号

16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戴氏学力通教育有

限公司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龙飞路 20 号第一层

201、202

17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爱乐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龙腾路 120-146 号



18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广福文化艺术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广宁路广福法庭综

合楼

19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红状元教育培训学

校

广安市广安区建南路 5号洪洲大

市场 7栋

20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红黄蓝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银顶街 102 号

21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致远教育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龙马商业广场开发

超市 4楼

22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自强培训学校龙马

分校
广安市广安区龙飞路 8号

23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风帆艺术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紫金街 49 号二楼

24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启航英语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城北正街 2号

25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鑫星舞蹈艺术培训学校 广安渠江北路 3号 201 室

26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步步高文化艺术学校
广安万新五街万盛市场二楼

225-228

27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清华教育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莲花中路二号

28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金钥匙英语培训学

校富源校区
广安市广安区富源街 42 号二楼

29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鑫星舞蹈艺术培训学校城南

分校
广安区滨河路一段106号 1幢 201

30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萌迪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洪州大道东段 5号

31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自强学校中天国际分校
广安区金安大道一段169号4号楼

301-304，2 号楼 301

32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景山精英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钟子路 1号

33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维特状元堂培训学

校

广安市广安区滨河路一段 88号

518

34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萌迪银杏华庭文化

艺术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宏志大道 579 号 4

楼

35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三人行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公园街 2号杏林楼

36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点石成金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金安大道180号附1

号 2楼

37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棒棒堂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金安大道一段 46 号

2 楼



38 广安市 广安区 四川广安非凡星途文化艺术学校 广安区滨河路一段 108 号 329 室

39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新思路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区龙腾路 4号 1幢-1 层 03#、

04#、05#

40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启程艺体学校 广安区龙腾路 4号 6幢 1-4 号

41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东方星艺术培训学

校
广安区金安大道 46 号 202 室

42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中星文化艺术苑 广安区富源下街 24-30 号

43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美拉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广安区金安大道二段 124 号

44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舞动奇迹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
广安区中天国 3A 号楼 2楼 2-10

45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新世纪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广安区新南街 7号 1幢 203 室

46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剑桥英语培训学校

滨河路校区
广安区滨河路二段 52号

47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剑桥英语培训学校

金安大道校区

广安区金安大道一段 46 号 301、

302 号

48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点石成金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凌云东路分校分公司

广安市广安区凌云东路 152 号 3

楼

49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博知堂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广安市广安区凌云东路 152 号 4

楼

50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新视界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广安市广安区金安大道 46 号 302

号

51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炫舞日月舞蹈艺术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水塘堡街 20 号 2 楼

52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学而行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洪洲大道西段 7号

201 室

53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通音艺术培训中心
广安市广安区滨河路一段 108 号

（国际商业中心）2楼 228 号

54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爱美思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广安市广安区金安大道二段 108

号 1-1 号 2 楼

55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乐思奇英语培训中心有限责

任公司

广安市广安区建安中路 181 号 2

楼

56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青艺艺术培训中心
广安市广安区龙腾路 4号 4栋 3

楼

57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艺舞飞扬艺术培训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上街 17号



58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未来教育科技培训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河偃路 311 号 3 楼

59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三奕星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广安市广安区凌云东路 319 号 17

栋 3 楼

60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梵音艺术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环溪二路 593-607

号

61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红舞艺体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民安中街 73 号 7 幢

201 号

62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博远飞扬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广安市广安区广宁北路 247 号 1

幢 202-206 号

63 广安市 广安区
广安市广安区博远精锐文化艺术

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劳动街 36 号 2幢 2

楼

64 广安市 前锋区 布克教育培训机构

广安市前锋区颐园天城国际二期

1幢 2层 11、12、13、14、15 号

商铺

65 广安市 前锋区 神墨教育培训机构
前锋区颐园天城国际2期 3幢 2-1

至 2-6 号

66 广安市 前锋区 魔方教育培训机构
前锋镇颐园天城国际临商栋1层5

号、6号

67 广安市 前锋区 启航教育培训机构
前锋区广前大道 398 号 3 幢 206

号商铺

68 广安市 前锋区 明星舞蹈艺术培训中心 广前大道 66 号公园王府

69 广安市 前锋区 芳华艺术培训中心
广安市前锋区大佛寺街道天悦广

场 A栋 2楼 214-218 号

70 广安市 前锋区 塑才培育中心 广安市前锋区中兴街 6号

71 广安市 前锋区 肖阳教育培训学校 广安市前锋区中兴街 105、107 号

72 广安市 前锋区 英才教育培训机构
前锋区代市镇渠江大道 10 号 4 单

元 201 室

73 广安市 前锋区 起航教育培训机构
前锋区代市镇渠江大道 18 号附

18、19 号

74 广安市 前锋区 自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广安市前锋区代市镇融兴巷 53 号

1 栋 2单元 201、202 室

75 广安市 前锋区 博进教育培训学校
广安市前锋区观塘镇观代路 18—

19 号

76 广安市 前锋区 星光艺术培训学校
广安市前锋区代市镇永兴街 201

号



77 广安市 前锋区 贝斯特艺术培训学校 前锋区永前大道 286 号

78 广安市 华蓥市 北师迪威教育文化培训中心 明光路信都大道宏运综合楼

79 广安市 华蓥市 广安市爱乐艺术学校华蓥分校 滨河东路 138 号三楼

80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剑桥英语培训学校 滨河东路 138 号三楼

81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育文化艺术培训室 红星一路

82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金字塔培训学校 华蓥市丽都街 20 号

83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自强培训学校 双河街道滨河东路 106 号

84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新思路教育培训中心 华蓥市凤凰城商业楼 C栋 3楼

85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笔趣写字馆 华蓥市红星一路爱民巷

86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山羊书社培训部 双河街道办事处明光路 197 号

87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博睿培训学校 华蓥市清溪西路 119 号

88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向勇刚艺术学校 新华大道豪情金街 18栋 2 层

89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神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金辉广场 4栋 2层 6号

90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新理念教育培训学校 红星五路 310 号 2 楼御景花园旁

91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童话少儿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
蓥城首座 B栋二楼

92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腾飞教育培训学校 明光路 114 号

93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舞动奇迹艺术学校 蓥光路 285 号

94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学力通教育培训学校 华蓥市双河老街 87 号二楼三楼

95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晨艺音乐教室 华蓥市花园坝 37、38、39 号

96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飞音琴行艺术培训学校 华蓥市滨河东路 46 号

97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星华武术俱乐部 华蓥市蓥城首座 B栋 3楼 3号

98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优家托管培训学校 华蓥市新华大道一段 8号

99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博远一对一教育 清溪路新华书店二楼



100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金八力培训学校
华蓥市双河街道办事处明光路社

区明光路 1号

101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博雅培训学校 华蓥市溪口镇老街 103 号

102 广安市 华蓥市 华蓥市星秀 TV 少儿艺术培训学校红星路 37 号附 1号

103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新概念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中南街

104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神墨珠心算培训学

校
岳池县九龙镇财富中心

105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佳明舞蹈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中南街重庆花园 A

栋 2楼

106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七月艺术培训学校 岳池县建设巷二栋 1单元

107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启才轩英语培训学

校
岳池县九龙镇园田路下段 576 号

108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青苹果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九龙大街 256 号

109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炎黄少儿科学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银城中路 248 号

110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剑桥英语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建设路 49 号

111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华音艺术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东大街 150 号

112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翰林教育英语培训学校
岳池县建设路财富中心旺巷 107

号

113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新升语言学校 岳池县建设路 49 号附 3—9号

114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全优全能培训学校
九龙镇丝绸路过河桥北侧盛世铭

都 B栋 3—3号门市

115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星世纪教育（旗舰校

区）
岳池县新东 173 号

116 广安市 岳池县 晋级英语培训学校 岳池县丝绸路 330 号

117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西华艺术培训学校 滨江国际 2楼

118 广安市 岳池县 优能教育培训学校 财富中心三楼

119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智信教育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安拱路延伸段与银

城南路交汇处

120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李兵舞蹈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园田社区



121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自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九龙镇凤鸣街 45 号

122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东方舞艺舞蹈培训

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建设巷 8号

123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启航艺术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财富中心

124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寒仕培训学校 岳池县大东街 17 号

125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金太阳培训学校 岳池县天平巷 20 号

126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天成教育英语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大西街环城东路交

叉口

127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映山红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园田路中段 379 号

二楼

128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星世纪教育（南街校

区）
岳池县环城路 486 号

129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星世纪教育（党校校

区）
岳池县体育路先锋巷奥帝鑫城

130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星世纪培训学校 岳池县滨河路东方丽都 3楼

131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星童秀艺术教育 岳池县大西街万千购物广场三楼

132 广安市 岳池县 锦程英语培训学校 九龙镇安拱路来凤街 24 号

133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高考金榜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大街 628 号

134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剑桥英语培训学校

（德利园校区）
岳池县九龙镇凤山小学后门

135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沈氏教育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大西街

136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青舞飞扬艺术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九龙大街 199 号

137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九龙镇补琳惠舞蹈艺术培

训学校

九龙镇园田路与新东街岔路 121

栋 12

138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思哲教育英语培训学校 岳池县九龙镇天登街

139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国子教育培训学校 九龙镇环城巷

140 广安市 岳池县 博文培训 苟角镇材料市场对面

141 广安市 岳池县 麦田教育 顾县镇长田路 1号

142 广安市 岳池县 育苗全科辅导班 石垭镇下街 6号



143 广安市 岳池县 古岳艺校中和校区 中和镇正南街 1号

144 广安市 岳池县 麦田教育（罗渡校区） 罗渡镇马路街

145 广安市 岳池县 岳池县古岳艺术学校伏龙校区 岳池县伏龙乡老街 59号

146 广安市 岳池县 博达教育 建设巷

147 广安市 岳池县 艺臣教育 瑞鼎星都会

148 广安市 岳池县 嘉陵艺术学校 成果路东城首座二楼第一幼儿园

149 广安市 岳池县 巴仕培训学校 九龙大街（文星小学旁））

150 广安市 岳池县 星舞星韵艺术学校 岳池县体育馆北门二楼

151 广安市 岳池县 蝶舞飞扬 建设巷 10 号 2楼

152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沿口镇青舞飞扬艺术中心
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南路 42 号（盛

达广场）5幢 2楼

153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常青藤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人民北路 39 号

154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创新教育培训中心
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南路 42 号（盛

达广场）3幢 2楼

155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剑桥英语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福强路 3号

156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映山红文化艺术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利民街 62 号

157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零点艺术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弘武大道 79 号

158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阳光文化艺术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盛大假日广场2幢2

楼 1号

159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沿口镇成才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崇文大道 177、179

160 广安市 武胜县 广安武胜自强培训学校 武胜县建设南路 1号

161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学宜思文化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金雁街 186 号

162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博奥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长乐街

163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博奥艺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凯旋城 3幢 2楼

164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暄舞思少儿艺术中心 武胜县沿口镇人民北路 14 号



165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沿口镇蓝天鹅培训辅导学

校
武胜县沿口镇团结路 262 号

166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戴氏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南路 43 号

167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沿口镇宏艺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新民街 1栋 1-2 号

168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优宝少儿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嘉陵路 56 号一幢 2

楼

169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超前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雅岭路 119 号

170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博才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东街 167 号

171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艺步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武胜县沿口镇上东街 42 号

172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智适应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南路千福丽景

2-2

173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励志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上东街城市首座 38

栋 1 层

174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暄舞思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沿口镇融恒时代广场1栋2

区 L2 层 65-76 号

175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佳美翼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

武胜县沿口镇祥和街 43、45、47、

49、51 号门市

176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昂阳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武胜县沿口镇建设南路 119 号 1

栋 2 楼

177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飞龙镇立志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飞龙镇北路 202 号

178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飞龙镇昂立培训学校 武胜县飞龙镇北路 202 号

179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 武胜县白坪乡白坪村三组 55号

180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星飞扬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武胜县飞龙镇吉祥街 93 号

181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三溪蒙正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三溪镇三溪村 5组 4号

182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街子镇文化艺术教育培训

学校
武胜县街子镇老街 23号

183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烈面琴韵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
武胜县烈面场镇（烈中旁）

184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烈面镇阳光育人文化培训

学校
武胜县烈面镇文化路 134 号

185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烈面镇博睿圆梦培训学校
武胜县烈面镇文化路滨江丽景花

园 1栋 1楼 2号



186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烈面新起点培训学校
武胜县烈面镇通江路 71、73、75

号门市

187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学易行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武胜县烈面镇新建街 37 号

188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赛马镇博雅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武胜县赛马镇农贸街 17 号

189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万善镇清华教育培训中心 武胜县万善镇万渝路 346 号

190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万善镇启航教育培训中心 武胜县万善万渝路

191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万隆镇起航英语培训学校 武胜县万隆镇武渝路 89 号

192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金牛镇新起点培训学校 武胜县金牛镇南路

193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兴隆爱科行教育培训学校
武胜县万隆镇跃进街（武渝璐幼儿

园对面）

194 广安市 武胜县
武胜县大拇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武胜县乐善镇东街 1-6 号

195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红舞鞋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邻水县柑子镇清水河畔 9-10 单元

二楼

196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慧轩艺术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向阳巷 1号

197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剑桥英语培训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瑞彩路 6号（奥嘉广

场）

198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博斯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鼎屏镇瑞彩路 5号

199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亨享艺术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中街 50号

200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金状元艺术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人民路北段 38号二

楼

201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弘文学校 邻水县奥嘉古邻广场

202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新理念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鼎屏镇灌沟路 246-201

203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尚书坊文化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邻水县尚水熙源聚福园1栋7单元

2楼 1号

204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知知少儿英语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邻水县鼎屏镇古邻大道北段

735-201-8 号

205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宇博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博师教育）

邻水县鼎屏镇人民北段8号 E栋 1

层 1号

206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起点育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龙腾御景新城 2栋



207 广安市 邻水县 晨希艺术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奥嘉古邻广场 L栋

21、22 单元二层

208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自强培训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五四路 4号

209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奥嘉传奇舞蹈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古邻大道 39 号 A 栋

3楼

210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龙腾新世纪跆拳道培训学

校

邻水县鼎屏镇古邻大道北段

753-2-1

211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飞炫跆拳道培训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民生巷 17 号 3、4

单元 2层 2号

212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英之杰跆拳道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邻水县锦云大厦

213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原声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奥嘉广场

214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艺韵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邻州广场

215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新星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

司
邻水县邻州广场

216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彩虹鱼美术工艺品有限公

司
邻水县邻州广场

217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博韵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邻州广场

218 广安市 邻水县 传奇舞蹈北城 邻水县北城六中旁

219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爱上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
邻水县北城六中旁

220 广安市 邻水县 神墨教育建新桥分培训点 邻水县滨南二巷 49 号

221 广安市 邻水县 神墨教育三完小分培训点 邻水县三小广场对面

222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智享两岸早教中心
邻水县鼎屏镇古邻大道北段

735-201-7

223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启智培训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建设路南段 69号

224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创一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上甲 31克拉 A2-6

225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翰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古邻大道南段22号 1层 28

号、32号、33号，正大华府原古

摄影

226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塑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凤凰花园小区 B-204（二

楼）B-304（三楼）



227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塑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胜

利街分点

邻水县胜利街 1巷 34号（南门电

影院）

228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童蕴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恒源原菌香园

229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智之趣文化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邻水县宏帆，广邻大道 20 号 301

230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奥晋兴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古邻大道 179 号 2 楼

231 广安市 邻水县 博远文化培训 邻水县恒源广场

232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鸿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烟草公司对面

233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恒源传奇舞蹈学校
邻水县鼎屏镇古邻大道恒源东区

20 栋 2层

234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金色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鼎屏镇指路碑路 8号

235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天成艺术教育学校 邻水县天成名都广场

236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星启彩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邻水县宏帆三期三楼

237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星启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邻水县乌龟碑十字路口

238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缤纷童画艺术有限公司 邻水县宏帆二楼

239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童画缤纷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邻水县恒源广场

240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奇传舞蹈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宏帆）
邻水县宏帆二楼

241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星韵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

司
邻水县学府雅园路口

242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神墨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烟草公司对面

243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艺海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恒源广场

244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飞炫跆拳道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邻水县宏帆

245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翼飞扬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邻水县宏帆路口

246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名远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鼎屏镇育才巷 47,49,51 号



247 广安市 邻水县 刘英杰跆拳道恒源校区 邻水县恒源广场

248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馨智艺文化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邻水县坛同汉渝路 371 号

249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与时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坛同分点

邻水县坛同镇金秀新成 B区四、五

单元二楼

250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鸿志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九龙镇文昌街 80 号

251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与时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九龙分点
邻水县九龙镇世纪街 268 号二楼

252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博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邻水县九龙镇文昌街 209 号

253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向日葵文化艺术培训有限

公司
邻水县黎家乡斗篷石村 4组 59 号

254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九龙镇彩红屋少儿培训中

心
邻水县九龙镇新兴东街 38 号

255 广安市 邻水县 九龙飞翼艺术培训中心 邻水县九龙镇新兴街 31 号

256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九龙镇远行跆拳道馆 邻水县九龙镇世纪街 267 号二楼

257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与时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袁市分点

邻水县袁市镇天平丘袁东街 67 号

2 楼及 3楼（老两河路口）

258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爱盟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袁市镇天平丘街 87 号

259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源鸿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丰禾镇育才路 18-24 号

260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童蕴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丰禾分点

邻水县丰禾镇和平大道南段 12 号

1 号恒福雅苑 B栋 C栋

261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学博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丰禾镇兴丰街 74-90 号

262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苗苗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丰禾镇利民街 73 号二楼

263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与时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丰禾分点
邻水县丰禾镇正西街 7号二楼

264 广安市 邻水县 安迪教育 邻水县丰禾镇民兴路 106-118 号

265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星启点文化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丰禾）
邻水县丰禾镇金星街 102 号

266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丰禾镇毅博体育 邻水县丰禾镇新民路 16 号



267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乐学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丰禾镇新民路 31-39 号

268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毅动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丰禾镇金星街 10 号二楼

269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与时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石永镇新农街 A面 1-3、5

270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星焦点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邻水县石永镇农贸市场A幢 2层 1

号

271 广安市 邻水县
邻水县胜蓝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邻水县石滓镇河西街 182-184 号

272 广安市 协兴园区 广安市广安区牛津文化艺术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朝阳街广安

天下 4栋 1楼

273 广安市 协兴园区 协兴园区思悦全优教育学校
协兴镇鸿锦大道235号广安天下6

幢

274 广安市 协兴园区 广安市广安区育英文化艺术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朝阳街广安

天下

275 广安市 协兴园区
广安市广安区暄舞艺术体育培训

学校
广安市金安大道上段 256 号

276 广安市 协兴园区 广安市广安区向勇刚艺术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建安北路正泰天一

广场

277 广安市 枣山园区
广安市广安区豪翰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广武南路 188 号请

轻工博览城 13栋 3、4楼

278 广安市 枣山园区
广安市广安区枣山萌迪艺术培训

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枣山万贯法国风情

街—期 5栋 204 一 206 号

279 广安市 枣山园区 广安艺考艺术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广武南路 188 号请

轻工博览城 5栋 3、10 栋 3楼

280 广安市 枣山园区
广安市广安区希望之星艺术培训

学校

广安市枣山迎宾大道朝门街万品

凯旋门 2栋 203—204

281 广安市 枣山园区
广安恒慧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广安市枣山迎宾大道 299 号广高

新城商业 D座 2-3 楼

282 广安市 枣山园区 广安尚汇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广安市枣山万贯法国风情街 13 栋

202-203

283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小新星英语学校 广安区红旗街 103 号 1 幢

284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剑桥英语培训学校 广安市城南广宁路 244 号

285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艺佳文化艺术学校 广安区学街 41号

286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春之声艺术学校 广安区洪州大道龙马商业广场



287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博美艺术学校 广安区城南民安街 73号

288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树人文化培训学校 广安市城南公园街 82号

289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思源文化艺术学校 广安区金源四街 38 号

290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成才高教自考助学辅导站 广安区云顶巷 4号

291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神墨教育培训学校 广安市城南广宁路 308 号

292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成都戴氏精英教育培训学

校
广安市广安区金安大道一段 46 号

293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北京金榜起点培训学校 正在申请变更办学地址

294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智信教育培训学校 广安区平安大道 94 号

295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盛华教育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广宁南路

296 广安市 市本级 广安市尚才教育培训学校 广安市广安区广武东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