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中市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72所）

序号 区县 机构名称 办学地址

1 巴州区 王军吉他艺术中心 巴州区将军达到四季苑内一楼

2 巴州区 爱德教育 巴州区肖家巷菜市二楼

3 巴州区 吉他世界 巴州区钟鼓楼街附 2号

4 巴州区 九妹筝艺 巴州区南池南路老干部局隔壁二楼

5 巴州区 飞奥跆拳道 巴师附小门口天桥 2楼

6 巴州区 馨艺画室 巴州区状元巷 33 号二楼 29号

7 巴州区 龙威跆拳道 巴州区将军大道中海名苑A栋 2层门市

8 巴州区 翔宇琴行 巴州区大正蓝本后门市

9 巴州区 贝美希艺术学校

巴州区小街子南国大厦 2楼

巴州区东华宾馆禹王宫巷二楼

10 巴州区 正东体育舞蹈学校 巴州区丽景天成 A区 6-2

11 巴州区 鸿洲跆拳道 巴州区蓝湾国际Ｄ栋１楼

12 巴州区 新华教育 巴州区南池水井街 100 号 2 楼

13 巴州区 羽艺教育 巴州区将军大道中海名苑A栋 2层门市

14 巴州区 爱尚书画 巴州区十一小幼儿园对面

15 巴州区 方毅钢琴 巴州区新市街一小对面

16 巴州区 柠檬教育 巴州区川剧团对面黎民小区

17 巴州区 景宏教育

川剧团右侧 4楼

巴州区麻柳湾滨河路 363

18 巴州区 聚能教育 巴州区名都大厦 A栋二楼



19 巴州区 新艺联文化艺术培训

巴州区财富广场 2号楼 7楼

巴州区巴州区财富广场 2号楼 11楼

20 巴州区 云朵舞蹈艺术中心 巴州区财富广场 2号楼 8楼

21 巴州区 昆甄钢琴艺苑 巴州区财富广场 2号楼 10楼

22 巴州区 白云舞校 巴州区财富广场 2号楼 11楼

23 巴州区 越沣艺术中心 巴州区财富广场 2号楼 11楼

24 巴州区 飞舞国际艺术学校 巴州区财富广场 2号楼 14楼

25 巴州区 灵子舞蹈 巴州区财富广场 2号楼 14楼

26 巴州区 天才密码 巴州区财富广场 2号楼 17楼

27 巴州区 活力英语 巴师附小门口天桥 2楼

28 巴州区 乐思教育 巴州区鸿运宾馆旁社保局后

29 巴州区 艺舞飞扬艺术学校
巴州区巴州区财富广场 2期金融大厦 9

楼

30 巴州区 润知教育 巴州区盛华堂 A座 8楼

31 巴州区 101 学酷 巴州区三号桥建兴苑 7楼 2号

32 巴州区 逸风书苑 巴州区街心花园文轩书店旁

33 巴州区 文宇艺术学校 巴州区逸都花园 A4栋 29-30 号

34 巴州区 聆心音乐 巴州区兴合小学后门下行 80 米

35 巴州区 桃林舞蹈 巴州区城西市场国际商贸

36 巴州区 小鹿教育 巴州区川剧团下行 20 米

37 巴州区 贝思特少儿美术教育 巴州区晏阳初大道附 112 号

38 巴州区 艾尔沃培训学校 巴州区江北猪八戒巷口

39 巴州区 清华少儿英语培训中心 巴州区通佛路

40 巴州区 昂阳教育培训学校 巴州区大东门东方鑫村二楼



41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林海美术培训学校 巴州区老江北街道

42 巴州区 小书童教育 新市街南门市场口 2楼

43 巴州区 神墨教育
文化馆 4楼、回风大道西湖名都小区 2

楼

44 巴州区 勇劲舞蹈 大堂坝文化馆 3楼

45 巴州区 爱贝斯互动英语 蓝湾国际小区滨河路 2楼

46 巴州区 斑马种蕃茄 蓝湾国际小区滨河路 2楼

48 巴州区 叁指教育 回风大道西湖名都小区 3楼

49 巴州区 艺坤琴行 回风中泉国际 3楼

50 巴州区 佳音艺术 回风世纪花园 1楼

51 巴州区 七彩舞蹈 回风宏瀚城小区 2楼

52 巴州区 艺之韵舞蹈 川剧团右侧 3楼

53 巴州区 阳光智慧教育 川剧团左侧 5楼

54 恩阳区 四川华文思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恩阳区下八庙镇

恩阳区茶坝镇街道

恩阳区明阳镇丝厂一楼

恩阳区观音井镇街道

55 恩阳区 巴中市新梦想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恩阳区玉山镇全星利民超市对面二楼

恩阳区渔溪镇青府街

恩阳区三河场镇朱家湾

恩阳区茶坝镇街道

恩阳区下八庙镇

恩阳区明阳镇小学对面

56 恩阳区 艺优艺术培训学校 恩阳区花丛镇街道



57 恩阳区 暑假班 恩阳区花丛镇街道

58 恩阳区 涤生教育 恩阳区柳林镇新凤街 112 号

59 恩阳区 菁华教育 恩阳区实验中学后校门

60 恩阳区 育才教育

恩阳区渔溪镇猪市梁

恩阳区渔溪镇青府街 70 号

61 恩阳区 兰彻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恩阳区义阳府第 10栋二、三层和 16栋

二层

62 南江县 长赤文韬教育 南江县长赤镇和谐家园

63 南江县 南江九人教育文化培训学校 南江县大塘坝农行对面 3楼

64 南江县 凹凸个性教育 南江宏帆广场四楼

65 南江县 艺智飞行屋美术 南江碧水蓝天小区

66 南江县 英才教育 南江西佛山商校内

67 南江县 塑才教育 南江城北路福苑小区旁

68 南江县 圣珈瑜伽 南江香醍别苑

69 南江县 李宁艺校 南江青云房产对面

70 南江县 南江音苑琴行 南江政务中心后苑

71 南江县 夫子学堂 南江政务中心后苑

72 南江县 智能音乐教室 南江云锦苑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