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宾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451 所）

序号 市州 区县 机构名称 地址

1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贝佳课外培训中心 筠连县筠连镇国际社区 1号楼 4楼

2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意境培训中心 筠连县筠连镇仁和街 60 号

3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丽兴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筠连县筠连镇步行街一段 21号

4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越越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筠连县筠连镇滨河东路三段 21 号

5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磐石艺术培训学校 筠连县筠连镇涌泉街 4号

6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凤祥培训学校 筠连县巡司镇四方街 93 号

7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新思维潜能开发学校
筠连县筠连镇城北 B区段北环路 151

号 7 栋 1 单元 301 号

8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星瀚培训中心 筠连县筠连镇筠州南路二建司二楼

9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梦飞扬艺术培训学校
筠连县巡司镇一环路四方街 62 号附

1-3 号

10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天罗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筠连县汇鑫广场三栋 301、302 号

11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聚贤堂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筠连县筠连镇学士路 134

12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优英课外教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筠连县筠州南路 89号

13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优品课外教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筠连县筠州南路 209 号

14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红鞋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筠连县筠州中路“2B”段 2B-8-2-3

15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神墨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筠连县观音阁四合院内

16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鹏程艺体中心 筠连县筠州国际社区一栋三楼 301 号

17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睿思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筠连县筠州北路 37号（绿源超市正对

面）

18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启航教育培训学校 筠连县筠连镇民主路二段 022 号

19 宜宾市 筠连县 北极星教育培训学校 筠连县筠州北路 20号



20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贝乐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筠连县筠州国际社区 11 幢二楼 2、3

号

21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艺佳培训中心 筠连县定水路江景苑 B区一单元 302

22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舞林烽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筠连县胜利街小学旁 150 米二楼。

23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巡司镇珊琴舞蹈工作室 筠连县巡司镇顺和路 093 号

24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子千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筠连县大雪山镇高峰村鱼井组民主街

中学路 61 号

25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米奇艺术培训中心
筠连县筠州中路步行街三段“2B”段二

楼

26 宜宾市 筠连县 兰亭书韵工作室
筠连县筠连镇龙潭巷 28 号龙潭英翠园

一栋一单元一楼 1号

27 宜宾市 筠连县 中公教育筠连分校
筠连县筠连镇滨河东路三段 21 号隔壁

惠民街 13 号

28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星起点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筠连县镇舟镇金钟村 1组

29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追梦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筠连县沐爱镇兴隆街 24 号

30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春芽贝贝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筠连县筠连镇滨河西路 25号龙庭广场

居然之家筠连店四楼

3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云艺培训学校 专署街 50 号

3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戴氏培训学校 中山街 20 号 2 楼

3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求实电脑英语培训

学校
西街 115 号

3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神墨培训学校 中山街 15 号 4 楼

3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世纪培训学校 民生街民生小区 3楼

3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奥林培训学校 慈善路 23 号博见楼 4楼

3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百年悦和文化教育

培训学校
都长街 44 号 5 楼

3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红铅笔美术培训学

校
兴隆街 72 号

3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阳光电脑培训学校 商业街 12 号 3 楼 8号

4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微笑成长培训学校 文星街 53 号四楼



4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尚书坊教育培训学

校
青皮树街 72号

4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佳霖计算机科技培

训学校
中山街 85 号

4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建评培训学校 人民广场 58号

4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乐艺培训学校 天池路 155 号 5 幢 204 号

4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南本教育培训学校 上走马街 28号三楼

4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创新培训学校 人民路 28 号（青少年宫）

4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弓弦日语培训学校 西郊街道新村 30 号

4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新概念英语培训学

校
女学街 79 号

4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天柱文化培训学校 文星街 53 号 3 楼 2号

5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现代培训学校 南街 54号附 1号

5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仁和教育培训学校 仁和街 79 号

5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英迈培训学校 中山街 25—37 号二楼（三友大厦二楼）

5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蓝贝贝婴幼亲子园 光复街 52 号

5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学优培训学校 仁和街 79 号 4 楼

5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东升培训学校 外南街 19 号 2 楼

5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鸿雁培训学校 西街 152 号

5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名师堂培训学校 大南街 100 号 2 楼、3楼

5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文道新思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街 2号 2楼

5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精进培训学校 柴市街唐家院 28 号

6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新时代英语培训学

校
马掌街 110 号

6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正林培训学校 人民路 158 号 7 单元 3楼 1号、2号

6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美迪考尚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中山街 6号 2楼



6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文星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青皮树街 87号

6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品格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人民路 106 号

6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高翼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信义街 68 号

6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腾远培训学校 将军街 5号三层

6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名扬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水井街 11 号 3 楼

6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金誉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新村 28号

6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渊源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外南街 45、57 号

7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师特雅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北大街 165 号 3 楼

7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博才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中山街 85 号 2 楼

7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易鑫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翠柏大道 152 号 4 楼

7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极客数学帮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民主路 58 号 3 楼

7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国圆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仁和街 95 号三楼 302 号至 311 号

7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会成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文星街 53 三楼 4号

7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天性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翠柏大道 537 号 1 幢 2 楼 1号

7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地平线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翠柏大道东段路 150 号 3 楼

7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尚博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人民路 90 号二楼

7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龙腾培训学校 抗建路 35 号 3 楼

8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状元堂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科贸街 69 号 3 幢 1单元 3楼 16 号

8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慧源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北正街 169 号 1、2楼

8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智汇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西郊路 74 号 2 层

8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无限培训学校有限 水井街 27 号、29 号 2 楼



公司

8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乐之艺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西街 200 号二楼

8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明珊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抗建路 19 号 1 楼

8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维恩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中盛路 49 号 13 幢 2楼 1 号

8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媛舞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仁和街 97 号

8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豆豆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合江街 56 号 2 楼

8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立艺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人民路 140 号 B 幢 2楼

9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翰墨坊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学盛街 48 号

9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优学堂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人民路 96 号 5 层

9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博升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中山街 35 号 3 楼

9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恩泽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大南街 26 号 2 层

9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金莎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中山街 25-37 号 3 楼

9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惠泽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都长街 13 号二楼

9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誉道馆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天柏组团科贸路西侧 C4-2-06 地块翠

柏商贸城 5幢 1单元 3层 14、15、16、

17 号

9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星熠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东街 88号 4楼

9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墨砚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抗建路 55 号三楼

9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出彩培训学校 科贸路 3号楼 3楼 1-6 号

10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天鹏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合江街 49 号一、二层

10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爱心聋儿语训学校 月耳池街月耳池巷 68号

10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普识培训学校 育才路 6号附 8号



10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赏识培训学校 红丰西路 31号

10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新星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兴盛路 134 号 1 单元 302

10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西米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敬业路 122 号 3 楼

10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启智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红丰西路 8号 1号楼三层

10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艺典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旧州大道中段 10 号 2 楼

10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三创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盛达街 119 号 9 幢 3层

10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启美博睿培训学校
金环东路以南E-08-07风情港湾1栋 2

层 32 号

11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厚德培训学校 红丰东路 2号

11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启祥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金鹰街 74 号 8 幢

11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子乐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红坝大道 104 号 18 栋 2 楼

11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敏而好学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新街 44号二层

11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熙隆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旧州路 3号附 14 号

11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艺优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兴盛路 132 号 4 幢 2楼 4号

11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起胜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旧州大道 10号 2 层

11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新纪元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红坝路 104 号门面 2栋 2层 4号

11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秦秦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红丰西路 8号 1楼三层 1号

11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超逸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岷江北路 127 号 105 仓库

12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恒毅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岷江新区学院路493号 HAI未来广场A

街区 1层 2单元一层 3-4、15-21 号

12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清宜培训学校 菜坝镇光华村一组 52号

12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贝育阳光素质体验

教育学校
邱场乡新国村钟家湾

12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艺涵培训学校 李端镇翠南路 403 号



12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柒柒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菜坝镇裕华街旁菜坝组团 20－4－Ａ

块地宜飞苑 2号楼 3至 8号

12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艺朵繁星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菜坝镇爱民街 36 号 2 楼

12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雨弋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邱场镇邱场村高石梯社

12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春阳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明威镇新街 20号附 10 号

12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三元素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李庄镇景山路 85 号

12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星途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白花镇宜白街 104 号

13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源艺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宗场镇白云小区正中心小学对面 2层

13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博彧培训学校 宋家镇红旗村十社绕场路 433 号

13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天展培训学校 构庄路 9号附 3号

13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海顿培训学校 学堂路 26 号 22 栋 3楼 27 号

13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美艺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黄桷坪路220号滨城尚都A区医药超市

3层 1号

13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飞之鹰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学堂路 26 号 22 幢 2楼

136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明智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黄桷坪路 220 号Ｂ区 3幢 1层 8－11

号

137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葆婴天使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学堂路 26 号 22 幢 3层

138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文苑阁培训学校
水井湾路 22号紫金城 C地块 15 幢 1

层 1单元 1-4 号

139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贴心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僰侯路 177 号Ａ栋 2楼 8号

140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新锐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僰侯路 177 号Ａ栋 2楼 4号

141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小月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僰侯路 177 号Ａ幢 2楼 1202 号

142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舞彩飞扬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长江北路西段附二段23号 22幢 1楼 7

号

143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爱贝斯英语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新楼路287号学府华庭2幢-2至 1层4

号

144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尖子生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学堂路 26 号 22 栋 3楼



145 宜宾市 翠屏区
宜宾市翠屏区茂春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僰侯路一段 177 号 A栋 2 楼

146 宜宾市 屏山县 屏山县艺阳文艺培训中心 屏山县屏山镇汇龙路 155 号

147 宜宾市 屏山县 屏山县索玛艺术培训中心 屏山县屏山镇 A31-5 地块 3栋 M08 号

148 宜宾市 屏山县
屏山县橘子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屏山县屏山镇新城豪庭二期二楼

29-31 号

149 宜宾市 屏山县
宜宾市屏山县蓓蕾璀璨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屏山县屏山镇新城豪庭二期三楼

M1-05、30-49-51 号

150 宜宾市 屏山县
屏山县世昕雅乐艺术培训有限公

司

屏山县屏山镇新城豪庭二期三楼 14—

19、41、46 号

151 宜宾市 屏山县
屏山县德武武术培训有限责任公

司

屏山县屏山镇金沙江大道西段 301 号

五指山大酒店二楼

152 宜宾市 屏山县 屏山县睿聪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屏山县屏山镇民生东路 193 号 1 栋 1

单元 3楼 11、12、59 号

153 宜宾市 屏山县 屏山县红兔教育培训中心
屏山县屏山镇新城豪庭三期三楼 21—

—31 号

154 宜宾市 屏山县
屏山县未知教育培训有限责任公

司
屏山县屏山镇新城豪庭一期三楼 2号

155 宜宾市 屏山县
水富鼎辉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屏山

分公司
屏山县屏山镇新城豪庭一期三楼 M7号

156 宜宾市 高县 高县励人坊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高县庆符镇南屏街 270 号

157 宜宾市 高县 高县志恒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高县庆符镇北城农贸市场四楼

158 宜宾市 高县
高县太旸花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高县庆符镇龙湾国际一期3栋 2楼 5-9

号

159 宜宾市 高县 高县飞鹰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庆符镇财富中心 3栋 2单元

160 宜宾市 高县 高县艺杰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高县庆符镇恒远兴城 2栋 6楼

161 宜宾市 高县 高县一一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高县沙河镇天元路 647 号一栋二楼

162 宜宾市 高县 高县乐动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高县沙河镇天元路 1435 号三楼

163 宜宾市 高县
高县启航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高县沙河镇天元路 651 号

164 宜宾市 高县 高县神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高县庆符镇高州国际花园 20栋二层

（2-4、2-5）

165 宜宾市 珙县 珙县小天鹅培训学校 珙县巡场镇巡检街 112 号



166 宜宾市 珙县 珙县巡场轻舞飞扬艺术培训学校 珙县巡场镇新桥街 4号

167 宜宾市 珙县 珙县飞鹰英语教育培训学校 珙县巡场镇河西营盘巷 47号

168 宜宾市 珙县 珙县爱尚舞蹈培训学校 珙县巡场茨梨市场南巷 10号

169 宜宾市 珙县 珙县天天向上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珙县巡场镇兴达街 2号

170 宜宾市 珙县 珙县澳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珙县巡场镇汇苑南北巷 00-B 幢 2楼

171 宜宾市 珙县 珙县神墨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珙县巡场镇安民街川南综合市场1幢1

楼 8号

172 宜宾市 珙县 珙县御龙武术学校
珙县巡场镇铁路桥西路 1号（体育中

心）

173 宜宾市 珙县
珙县舞尚舞蹈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
珙县珙州商贸城有限公司四楼 4-05 号

174 宜宾市 珙县
珙县小橘豆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珙县巡场镇新桥街 3楼 01号、02号

175 宜宾市 珙县 珙县追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珙县孝儿镇建设路 233 号

176 宜宾市 珙县
珙县书香院课外辅导学校有限责

任公司
珙县巡场镇商业街 309 号

177 宜宾市 珙县
珙县之育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珙县巡场镇珙州国际百盛广场 4

178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圆梦教育培训中心
南溪街道景文路 95号 1 栋 1单元 2楼

2号

179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思达培训学校 南溪区下正街供销社 3楼

180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天艺艺术培训学校 南溪街道文化广场南山社区三楼

181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天艺教育培训学校 南溪古街 A段 4号楼 2楼

182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博美艺术学校 南溪街道南山路 1栋 1单元 3楼 1号

183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博美佳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南溪街道景文路 69号 7 栋 1单元 3楼

184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灵通文化艺术学校 南溪古街 B区 B11-2-1

185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灵通艺术学校 南溪区文化馆三楼

186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君韵雨艺术学校 南溪长江国际

187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敏学堂培训学校 南溪街道上镇街 88号



188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博文教育培训学校 南溪街道下正街 151 号

189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唯美文化艺术培训 南溪刘家镇盛世花园一期 7号楼二楼

190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思雅艺术培训中心
南溪刘家镇盛世家园二期 13号楼

1.2.3 号

191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静志堂书法培训学

校
南溪区南溪一中宿舍内

192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严华文化艺术培训 南溪街道长江国际 2栋 1单元 202

193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志成教育培训学校 南溪街道文化路中段 368 号

194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媛艺培训学校 南溪区大观镇观顺街 277 号

195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巨人教育 南溪街道龙源路西段 314 号

196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戴氏高考中考培训 南溪街道龙源路西段 290 号

197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首创教育学校 南溪区文体中心

198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尚舞文化艺术学校
南溪街道玉阶路 19号滨江五期安置小

区 2号楼

199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奥德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南溪街道锦西路 542 号

200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红舞鞋艺术培训有

限公司

南溪区古街上善水城C段 C12幢 1层 6

号.7 号

201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艺墨轩书画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南溪罗龙街道商贸城 2楼 3栋 1-9 至

1-11

202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乐高.创睿教育培

训有限公司

南溪街道福临大道 88号钻石城 A座二

楼 2号

203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天道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南溪区锦西路 548 号金盛农贸市场（商

务楼 A2栋）5——1号

204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高通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南溪区钻石城 B区第四层

205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圆梦教育培训学校
南溪罗龙街道机耕村一社丽雅时代

G215

206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思达文化教育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南溪街道仁和天地（棚改五期）9栋 2

号.3 号

207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毕胜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南溪区碧水河畔 1—2—1104

208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小茉莉艺术培训 南溪区弼臣路 6号洪州广场三楼



209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晨羲教育培训有限

公司

南溪街道文化路东段156号1层（2.3.4

号门市）

210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尼克艺术培训学校 大观镇水岸尚城一期 3-1 至 3-4

211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舞灵绘艺术培训有

限公司

南溪区罗龙宜东商贸城 2楼 5栋 1—

30.31.32.33

212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中国道元联盟 南溪街道正信路二段 14 号

213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国峰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南溪街道龙源路西段 388 号二楼 5号

214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舞邦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南溪罗龙街道商贸城 2楼 2栋 1-2 至

1-4

215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德武体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南溪罗龙街道宜东商贸城2楼 9栋 1-2

216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樱桐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南溪街道滨江路东段临街 2层（外 1—

9号）

217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智恒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南溪街道财源人和天地 3栋 3号

218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优伽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南溪罗龙街道宜东商贸城2号楼 2层 4

号

219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海燕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南溪罗龙街道商贸城 2号楼 1层 12 至

14 号

220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宸坤武术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南溪街道滨江路三段 4号中盛上善水

城 B12 栋 2 层 2 号

221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硕瀚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南溪街道北滨路三段 4号中盛上善水

城 B8栋 2 层 1号

222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童星汇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南溪街道滨江首府 2号楼第三层 3-1

号

223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智达文化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大观镇水岸尚城二期

224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艺雅启蒙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南溪街道金盛农贸市场 D栋 2楼

225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慕朵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南溪街道正信路罗龙镇机耕一社丽雅

时代 E2-3

226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圆梦源教育培训有

限公司
南溪街道隆荣时代广场 3-2-3

227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舞之恋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留宾乡富南街 22.24.26 号

228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灵姿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留宾乡农贸市场 7—9号

229 宜宾市 兴文县 小忠画室 古宋镇兴文县二中教师宿舍楼



230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石花海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古宋镇民爆公司二楼

231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石花海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恒阳校区
古宋镇恒阳国际商城 A区三楼

232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石花海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纺花溪校区
古宋镇纺花溪

233 宜宾市 兴文县 誉峰艺术培训中心 古宋镇天泉商城

234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远志学大教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古宋镇博望街 2栋 1-2 号

235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英才培训学校 古宋镇新华书店对门

236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弘博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

司
古宋镇玉带城 5栋 1-2-2

237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金钥匙培训中心 古宋镇中山街西段 106 号

238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金钥匙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古宋镇香山西路 547 号

239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蓓蕾艺术培训中心 古宋镇城西雅苑三幢楼内二号

240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蓓蕾艺术培训中心光明坝

店

古宋镇光明春天 B区 9号楼一层 1-5

号

241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海雁艺术培训学校 古宋镇中山东路天泉商城 7幢

242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天匙教育培训学校 古宋镇聚祥花园四号小区

243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睿之星画室 古宋镇 2号小区 3号楼 502 室

244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九鼎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兴文县古宋镇香山西路香山苑2栋2-2

245 宜宾市 兴文县 九鼎文化艺术培训学校粤华校区 古宋镇粤华星光天地商区 2栋 3楼

246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领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
古宋镇光敏新城苗城印象 5号楼

247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巧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古宋镇中山东路天泉商城 6栋 2楼

248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启明星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古宋镇建国大道双林小区 A栋 2楼

249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加美教育培训学校 古宋镇光明新城中央䕘地 6号楼

250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启辰文化艺术培训有限责

任公司
古宋镇滨河路犀江盛景底楼

251 宜宾市 兴文县 宜宾晨曦童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兴文县古宋镇博都广场 A区 2号楼 4



单元

252 宜宾市 兴文县
宜宾兴文县玉成教育培训有限公

司
古宋镇香山东路 425 号

253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辰彩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

公司
太平镇红星新城 13号楼 1楼

254 宜宾市 兴文县 川嘉翰林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古宋镇香山丽景 A区

255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隶数数学堂文化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古宋镇光明新城恒阳中央大都会 A2第

二层 73-76 号

256 宜宾市 兴文县
兴文县尚学教育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古宋镇光明新城恒阳中央大都会 A2区

3 层 53 号

25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灵溪培训学校 航天路中段 4号 3幢 3层 59-2 号

25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极客数学帮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航天路中段宜都莱

茵河畔玉龙湾罗曼大道 2层、3层

25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典墨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莱茵河畔香榭里大

道 44号

26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欣宸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莱茵春天 3楼 315

号

26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壹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莱茵春天商业中心

4层 219 号

26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浩扬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航天路中段 4号莱

茵春天商业中心第 3F层第 301-3 号，

301-8 号，301-9 号。

26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爱诚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南岸西湖湾香榭里大道 2-3 层 50-1 号

26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新视拓课外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航天路中段香榭里大道 36-2 号 2层

26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艾美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

航天路中段宜都莱茵河畔小区香榭里

大道 59-1 号

26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花花田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航天路中段香榭里大道 36-2 号 2层

26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安博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航天路中段 15号附 4号

26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思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香榭里大道 2幢 3楼

26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夏加儿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航天路中段 4号 3楼

27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美琪培训学校
航天路四号莱茵河畔香谢里大道 68—

2 号



27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凯立昂教育培训学

校
莱茵春天三楼

27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贝哆哆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香榭里大道 40－3 号

27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学大教育培训学校
航天路中段 4号莱茵河畔香榭里大道

40-2

27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学知堂培训学校 航天路中段 4号 3幢 3层 51-2 号

27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微笑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蜀南大道中段 30 号 3 栋 104 号

27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知尚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商贸路东段 1号 2栋 2楼

27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金吉果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三江路东段 15号 C栋

27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誉米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三江路东段龙湾壹

号 F-01-06

27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蒙特梭利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莱茵河畔香榭里大

道 50-2

28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春之声舞蹈培训学

校
宜都花园会所 1—2楼

28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太阳花培训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蜀南大道西段 12号

附 18号

28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书文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商贸路 101 号 9 栋 1单元 2楼 1号

28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众创教育培训学校 蜀南大道东段 21 号蜀南花园 3幢 1层

28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起点画室美术培训

学校
广场东路 22号宜都花园 8幢 3楼

28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艺图培训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蜀南大道 171 号 2

单元 2楼

28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上成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叙府路西段 33号

28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安索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叙府路 39 号

28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黑池雅媛培训学校

学校有限公司
蜀南大道西段 14 号 2 楼

28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国栋天骄教育培训

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金沙江大道108号 3

幢 1 层

290 宜宾市 叙州区
长宁县翰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宜

宾市叙州区分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财富中心七栋三楼

29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彤玲教育培训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桥湾路丽雅龙城



有限责任公司 705 一楼商铺

29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红积木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唐人财富中心

步行街 1楼 1-6、7号

29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艺海云天教育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金沙江大道

118 号 6-1-2-8#

29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舞梦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财富中心商场

二楼 3-3

29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博才特长教育培训

学校
唐人财富中心 4幢 1单元 8-1 号

29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优学堂培训学校 鲁能生活广场 A3 栋 1 层 4号

29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哈喽贝比培训学校 鑫空间 5幢 210—211 号

29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翠外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外江路 4号附 2号

29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靖易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望江路 4号 5号楼 3楼

30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伯帆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崇文路 6号附 12 号

30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新起点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金沙江南路财

富金街 56 号(2A07-2A10 单元)

30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天创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山水庭院小区 27栋

2 层三号

30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尚博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南岸西区唐人财富中心二楼 3-5 号

30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晨文早期教育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 C街区 11幢 1层

1-10 号邓鹏宇

30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大山培训学校 郑家坡街 7号 4栋 2楼

30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英比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赵场街道吉祥名都小区

（1号楼 1-17 至 1-29 和 2号楼 2-1A

至 2-1C

30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艺途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吉祥名都小区

1幢

30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和苏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金沙江南路 3

号东方时代广场三楼 L3025 号

30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御扬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金沙江南路 3

号东方时代广场三楼 L3023B

31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秋艺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金沙江南路 3

号东方时代广场三楼 L3011B



31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美道堂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山水原著溢香谷 4

栋一楼 11-12 号

31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安媛艺术培训有限

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书房街12号 10幢 2

层 2 号

31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蒲公英艺术培训学

校
郑家坡街 7号 4幢 23 号

31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花语树培训学校 郑家坡街 7号 1栋 222 号

31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天骄培训学校
金沙江大道 2号海韵名都小区商业 2

幢

31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艾尚英语培训学校 东方时代广场三楼

31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七只蝌蚪培训学校
山水原著溢香谷 3号商业 2楼 03、04

号

31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卓识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丽雅龙城1号岗3-3

号门面

31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常青藤培训学校
南广路 331 号 1 幢（凤凰小区工建房一

幢 101 号）

32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淳缦文化艺术培训

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长江道东段江源半岛 7

栋 2层 1-2-3 号；8栋 2层 1-2 号

32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维乐迪英语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万达商业广场

L2072-2073

32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小橡树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
南广路 174 号 1 幢 3层

32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卓尔培训学校 长江大道 12号 4 层附 61 号

32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华蜀英才文化培训

学校
南广路 212 号

32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启宏培训学校 长江南路西段 42 号

32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鼎典培训学校 长江大道中段 30 号 1 幢 2-2 号

32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飞翔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长江南路西段 42 号

32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神墨教育培训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翠柏大道 43号

(县交警队旁)

32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圆梦教育培训

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翠柏商贸城 6

号楼 5层

33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美丽舞蹈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城北新区城中

央 38幢 1 层 2号

33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博时教育培训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康宁路青年公

社小区 35 幢 4 楼 1.2.4.号



33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飞鹰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金沙江北路（柏

溪花园）1幢 1单元 1层 1号

33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学优培训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花园街 9号

33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匠学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育才小区一栋二

层

33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优学堂教育培训有

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长江路 92 号

33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尚艺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柏溪花园第一期

第 4幢一层 1—9号

33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艺林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城中央步行街 B

北区 21号

33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点彩教育培训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江霞路金沙首座

A区 2号楼 3层 34-1

33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艳阳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街心花园

C-2-1-2;C-3-1-1

34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一号画室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城北新区城中央

（培根小镇）40 幢 1 层 1号

34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黑白键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天池社区金江路

34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非彩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育才路育才小区

A幢 1层 11 号

34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青年中心培训

学校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长江路万兴花园

B1 区

34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奥龙武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万兴现代城幸福

家园

34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源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城中央 41幢第一层

1-26 号

34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艺翔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临江巷 6号

34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赢禾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柏溪花园二期花

园街 72号

34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会岚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锦丝路保龄街 46 号

34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美琪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凯悦金沙商业项目

14 栋 3 层

35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宜青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滨江路（金沙首

座）2幢 3层 35 号

35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梦雅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凯悦金沙 14栋 2

楼



35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佳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长江路 202 号 A

栋

35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艾米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科贸北路万兴花

园 B区六号楼

35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典然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江霞路金沙首座

B区 2栋 1单元 3层

35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五加二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柏溪南兴大道阳光花园(金沙苑)7 幢

2 层 3号

35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蕨溪镇艾艺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蕨溪镇永利街文星小区

一期

35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曼艺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蕨溪镇桂花东街新城花

园一幢一层

35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后飞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蕨溪镇牌坊石西街 7号

35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赢禾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蕨溪分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蕨溪镇牌坊街 212 号

36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浩海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泥溪镇滨江新城

36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春和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商州镇商州村 7组

362 宜宾市 叙州区
叙州区艺尚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凉桥路白塘田农

贸市场内 2楼

36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小蘑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南部豪庭A区7-6

36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英尚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凉桥路

36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龙盘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凉桥路

36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乐阳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南华街 4幢 1-7

36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采冠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新大街 3号 2楼

36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圆梦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南华街 121 号

36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早星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嘉益广场二楼

1-2-3；1-2-4

370 宜宾市 叙州区
水富市鼎辉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宜

宾市叙州区分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嘉益广场 2楼 2

栋 2、3、4号

37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正心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通江街嘉益广场

2栋 2层 3号



37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好读书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高场伊力小区 10 单元

2-3 号

37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雏鹰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双龙镇友谊路 127 号 2

楼

37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星语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双龙镇友谊路 209 号

37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万花筒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泥南镇南街 1幢 2层 1

号

37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万花筒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火箭分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泥南镇火箭社区江北组

37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万花筒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坪桥分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泥南镇施加社区新兴组

37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奥思教育培训学校 叙州区柏溪镇县府路 8号

37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新起点教育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金沙江南路财

富金街 56 号(2A07-2A10 单元)

38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天创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山水庭院小区 27栋

2 层三号

38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尚博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南岸西区唐人财富中心二楼 3-5 号

38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晨文早期教育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 C街区 11幢 1层

1-10 号邓鹏宇

38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茵美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春天购物中心步行街

317-318 号

38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梵夏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金沙江大道南侧（南

岸西区 B-04B 地块）宜宾燕君综合市场

（东方时代广场）3层 301 号

38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神墨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金沙江大道 76号综

合楼 3层 5号，4层 18 号

38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星宸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城中央凯悦金

沙商业项目 21栋 3层 7-26 号

38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腾越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振兴路（金沙

里）1幢 1层 2号、2层 2号、2层 18

号

38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安安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泥溪镇电站街 71、73、

75、77 号及二楼

38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云瑾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泥溪镇下正街 1幢 2层

39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宏文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赵场街道南部新区（北

区）BQ11-06、BQ11-07 博雅楼

39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灵溪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城中央凯悦金

沙商业项目 5栋 3层 3-8 号



39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星启点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金沙江大道

C-02 地 1 幢 1-4 层 1 号

39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贝艺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育才路南段

406 号滨江花园 1-1-18、1-2-（2）号

39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精准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育才路东侧（育

才小区）A幢 2层 2号

39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蜀艺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七星路东段 8号（七

星小区）1层

39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博知文化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金沙江大道宜都崇

文综合楼 2层 1号

39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云思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金沙江大道 C-02 地

1 幢 1-4 层 1号

39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优胜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东区翡翠园5幢1-4

层

399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童研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南兴大道四段

南兴佳苑 5号门面及二楼 2-6 号

400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匠舞堂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凯悦金沙商业

项目 15栋 2层 1、2、9、10 号

401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可乐谷文化艺术培

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城北新区一曼

大道拉菲好望山 9幢 2层 8-1 号

402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学伴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宾市叙州区柏溪街道滨江路（金沙首

座）2幢 3层 35 号

403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书门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宜宾市南岸龙湾一号 7栋 19层

404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恒心培训学校有限

责任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南岸西区郑家坡街 7号

溢香谷小区 2号楼 1层 04 号

405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尚彩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宜宾市叙州区柏溪镇城北新区康宁路

叙州区文化中心八楼

406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金江文化艺术培训

有限公司

叙州区柏溪镇城北新区康宁路叙州区

文化中心（七楼）

40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叙州区阳光宝贝儿童潜能

开发教育中心
柏溪镇三角路北段 131 号

408 宜宾市 江安县 江安县灵通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江安镇夕佳大道

409 宜宾市 江安县 江安县天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江安镇学府路西贸市场 2楼

410 宜宾市 江安县
江安县高远文化艺术教育培训学

校
江安镇南屏大道南屏首座 4楼

411 宜宾市 江安县 江安县戴氏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江安镇南屏大道东韵华府 2楼

412 宜宾市 江安县 江安县天匙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江安镇竹海商城 3楼



413 宜宾市 江安县
江安县李李舞苑培训学校有限责

任公司
江安镇民生苑 2楼

414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博思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县滨江国际 17栋

415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陈丽音乐工作室 长宁县育江西路一段

416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英才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长宁县街心花园

417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木子画舫 长宁县安宁路一段

418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青阳艺术培训中心 长宁镇竹都大道三段

419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舞动空间艺术学校 长宁镇城西路

420 宜宾市 长宁县 翰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长宁县长宁镇建设路

421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百科培训学校 长宁县长宁镇建设路

422 宜宾市 长宁县 红黄蓝艺术培训学校 长宁镇竹都大道二段

423 宜宾市 长宁县 理想电脑培训学校 长宁县长宁镇安宁路

424 宜宾市 长宁县 英豪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县长宁镇安宁路

425 宜宾市 长宁县 妍汐文化艺术学校 长宁镇步行街

426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郎韵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县财富广场

427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鑫宇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县梅硐镇回龙社区

428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心韵文化艺术学校 长宁镇青年路一段 1-3-1

429 宜宾市 长宁县 屈波体育培训学校 长宁镇竹都大道 3段 175 号

430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多米美术培训学校 长宁县金枝丫路金枝小区

431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星空画室 长宁县金枝丫金枝小区

432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春蕾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县梅硐镇

433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天天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镇安宁路一段

434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煌嘉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镇君子购物广场

435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春秋学堂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县金枝丫路金枝小区



436 宜宾市 长宁县 英豪艺术培训学校 长宁镇金枝丫支街

437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育嘉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县安宁路一段培风巷老公安局院

子

438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名师堂培训学校 长宁镇竹都大道

439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德优培训学校 长宁县竹海镇

440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舞创艺术培训中心 长宁县泽鸿路财富广场

441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云艺舞蹈培训学校 长宁县泽鸿路财富广场

442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飞鹰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县向阳街

443 宜宾市 长宁县 戴氏教育培训学校 竹海影院三楼

444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神墨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县宏泰财富广场 9栋

445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竹海博艺教育培训学校 竹海镇新桥村陈家湾

446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三人行培训学校 长宁县宏泰财富广场

447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圆梦教育培训学校 长宁镇竹都大道

448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竹海学苑 长宁县竹海镇中和街

449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国峰练字培训有限公司
长宁竹都大道三段鑫盛时代庭院园 6

栋

450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未来书画培训学校 长宁县宏泰财富广场 11 栋

451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心熠艺术中心 长宁县金枝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