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中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131 所）
序号 区县 机构名称 办学地址

1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大雅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巴州区南湾国际 D区 15 栋二楼

2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新源培训学校 巴州区南坝将军大道 155 号

3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奥林匹克学校 巴州区后坝街方正大厦

4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点拨培训学校 巴州区大东内街 27号

5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天天优学教育培训学校 巴州区白马井街

6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仁华奥林匹克学校 巴州区城北街文体中心二楼

7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北斗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巴州区后河桥东方鑫村

8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英才培训学校 巴州区回风苗圃小区

9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鸿博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巴州区将军大道 182 号

10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万向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巴州区南坝老观桥

11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慧雅培训学校 巴州区江北大道东段 376 号

12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晏阳初艺术培训学校 巴州区东城街 189 号 3 楼

13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洋柠教育培训机构 巴州区白云台财苑街 106 号

14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光阴慢国学堂 巴州区吊桥街 8号

15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小音符培训学校 巴州区南池东路状元小区

16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童之梦教育培训学校 巴州区蓝湾国际 A区

17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戢祖森艺术培训学校 巴州区江北望王路中段兴圣雅苑内 3楼

18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新坐标艺术培训学校 巴州区巴州大道 88号

19 巴州区 巴中仁华奥林匹克学校 巴州区中城北街文体中心二楼

20 巴州区 巴州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巴州区中城北街 82号



21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巴蜀雅韵教育培训学校
巴州区江北大道中段 609 号望王大厦 1-1-3

号

22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树人舞蹈培训学校 巴州区鼎山镇长胜街 246 号 2 楼

23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成都戴氏教育精品堂培训学校 巴州区江北大道 221 号（江北广场西入口）

24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耐思教育培训学校 巴州区南泉寺街川剧团 1栋 5楼

25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童画教育培训学校 巴州区东城街 189 号

26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教子有方教育培训学校 巴州大道紫金时代

27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一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巴州区晏阳初大道东方鑫村 D组团 2幢 2楼

28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九加一点金教育培训学校 巴州区置信逸都花园 A区

29 巴州区 巴中美联外国语培训中心 巴中市巴州区江北大道望王大厦二楼

30 巴州区 巴州区戴氏教育 巴中市江北大道中段 543 号

31 巴州区 巴州区飞翔艺术学校 巴州区中城街南国大厦

32 巴州区 巴州区江河艺术培训学校 西华街 65 号附 2金都西锦 2楼

33 巴州区 巴州区新华职业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八角楼街 162 号

34 巴州区 巴州区飞跃少儿文化培训学校 巴州区白马井回民巷 28 号

35 巴州区 巴州区腾飞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北龛小区丰泽园 A区 1号楼

36 巴州区 巴州区小博士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新市街 126 号富力锦城 A幢

37 巴州区 巴州区清江镇艺海艺术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清江镇正街

38 巴州区 巴州区启明星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南坝丝厂职工俱乐部

39 巴州区 巴州区桃李传媒艺术学校 老城 3号桥建兴苑

40 巴州区 巴州区新白云文博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红军路 139 号

41 巴州区 巴州区朝阳艺术培训中心 巴州区街心花园二小对面 8楼

42 巴州区 巴州区神墨教育培训学校 江北大道东段 67 号

43 巴州区 巴州区金榜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八角楼街 135 号



44 巴州区 巴州区艺海艺术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富力锦城 A幢 6楼

45 巴州区 巴州区麻柳湾学之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江北滨河路祥瑞苑 B幢

46 巴州区 巴州区白云台学之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白云台文苑街城投大厦

47 巴州区 巴州区学之教育五号桥校区 巴中市巴州区南池东路新时代小区

48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星光舞蹈艺术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江北大道永泰花园东街

49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琳琳舞蹈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蓝湾国际 B区 6幢

50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心起舞艺术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观音井小区西 1号楼

51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回风奥林匹克学校 巴州区回风大道金海苑小区 D栋 3栋

52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凹凸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江北大道中段 375 号 5 楼

53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江北奥林匹克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江北大道兴州街 7号 2楼

54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艾尔顺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滨河玉盘 B栋 5楼

55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安亲音乐培训学校 巴州区新市街富力锦城 A幢 22-27 号

56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启诚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九州商业城 4楼

57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甜蜜舞蹈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南湾国际 5栋 3楼

58 巴州区 巴州区盛世鸿洲跆拳道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江北大道中段 92 号

59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可乐书画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南星巷 1号

60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杰瑞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新市街南池山庄 D栋

61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力英体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滨河南路

62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弘文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老江北澜桥嘉州

63 巴州区 巴州区未来星优博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清江镇海生街 6号 2楼

64 巴州区 巴州区新坐标艺术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回风大道兴汇大厦二楼

65 巴州区 巴州区鲲鹏文化传媒艺术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盛华堂 A栋 15楼

66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恒基教育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南门街 33 号



67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剑桥英语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新市街 150 号

68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晨曦英语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状元街

69 巴州区 巴州区晨曦起跑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将军大道 75号 301 室

70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新思维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南池东路绿明馨居

71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立森素质教育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水宁寺镇金银坎村

72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育英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江北顺心苑小区

73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婕艺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新市街富力锦城 2楼

74 巴州区 巴州区新东方博雅教育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滨河玉盘 B区 G幢 3楼

75 巴州区 巴州区四叶草艺体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龙泉名都 A1幢 3 楼

76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瀚艺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龙泉社区观澜域 19幢 2 楼

77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致远美术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财富广场写字楼 7楼

78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达意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滨河玉盘 E栋 3楼

79 巴州区 巴中市巴州区树人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巴州区鼎山镇长胜街 246 号 2 楼

80 经开区 巴中市经开区纯熙文化教育培训学校 巴中市经开区通州大道 1号

81 恩阳区 巴中市恩阳区浪花艺术培训中心 恩阳区义阳大道 196 号

82 恩阳区 巴中市精晟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恩阳区登科路南家洞综合楼

83 恩阳区 巴中市恩阳区艺鹏培训学校 恩阳区义阳大道 195 号

84 恩阳区 巴中市恩阳区新蕾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恩阳区恩阳镇新场街

85 恩阳区
恩阳古镇舞蹈培训中心 （浪花艺术培训学

校）
恩阳区义阳街 100 号

86 恩阳区 恩阳区树人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恩阳区川旅世纪外滩小区

87 恩阳区 巴中市精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恩阳区登科街南家洞

88 恩阳区 恩阳区文宇培训中心 恩阳区文锦帝都小区

89 恩阳区 巴中市天成文化艺术中心 恩阳区渔溪镇田湾街 166 号



90 恩阳区 精锐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恩阳区柳林小学对面

91 通江县 通江县树德培训学校 通江县诺江镇通江花园 D栋 101 号

92 通江县 通江诺之舟教育培训学校 诺江镇观音阁街蜀景首席 C栋 2单元 4楼

93 通江县 通江县新东方电脑学校 诺江镇红军北路人和家园 4栋 3楼

94 通江县 通江同创世纪艺术培训学校 通江县诺江镇诺江中路时代广场 5楼

95 通江县 通江县青蓝教育培训学校 通江县诺江镇诺江中路 455 号

96 通江县 通江谊华教育培训学校 诺江镇诺江中路 852 号 9 栋 1 单元 5楼

97 通江县 通江县艺语堂培训学校 诺江镇观音阁街蜀景首席 D栋 4楼

98 南江县 南江众信教育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南江镇南门口社区下河街

99 南江县 南江县川越课外培训学校 南江镇石人山小区

100 南江县 戴氏教育南江分校 南江镇仿古街八号楼

101 南江县 倍多芬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南江县群工局侧

102 南江县 南江县剑桥培训学校 南江县龙城国际

103 南江县 南江县剑桥培训学校 西门沟电影院

104 南江县 紫升教育文化培训中心 南江镇光雾山大道朝阳段仿古街

105 南江县 南江县南江镇博毅跆拳道馆 南江县光雾山大道城苗段

106 南江县 南江县爱琴海文化艺术学校 南江镇红光冰河路龙城国际

107 南江县 南江县星起点艺术教育培训中心 南江县碧水蓝天二期天悦湾商铺

108 南江县 仁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南江镇上河街

109 南江县 南江县三圆教育 南江镇石人山小区

110 南江县 南江致学教育培训学校 南江县南江镇光雾山达到城庙段

111 南江县 南江县品艺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光雾山大道朝阳段和平饭店附楼

112 南江县 川越课外培训学校 南江县长赤镇玉赤大道养生华庭



113 南江县 金钥匙艺术培训中心 南江县长赤镇玉赤大道养生华庭

114 南江县 南江县阳光教育文化培训中心 南江县长赤镇玉赤大道养生华庭

115 南江县 南江县星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南江县正直镇千金磅商业区

116 南江县 金豆豆文化教育培训中心 正直镇滨河路滨河国际村

117 南江县 南江县瑞翼天扬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南江县米仓山大道南磷段 117 号

118 南江县 南江县卡门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南江县碧水蓝天（天悦湾）1号楼 2楼

119 南江县 南江博飞教育文化培训中心 南江县长赤镇团结路 219 号

120 南江县 南江尚音尚美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南江县红塔大道35号香醍别苑A栋商业楼三

楼

121 南江县 南江魔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光雾山大道朝阳段光雾山商城综合楼 1楼

122 南江县 南江星之光艺术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南江县南江镇三古街一号楼三楼

123 南江县 南江县上风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南江县光雾山大道朝阳段光雾山商城综合楼

124 平昌县 平昌县神墨教育培训中心 平昌县新华街西段 142 号 1栋 1 单元 3楼

125 平昌县 平昌县奥星教育培训中心 平昌县森林公园伴山风景 A8栋 3楼

126 平昌县 平昌县建明英语培训学校 江口镇春光苑步行街 B栋 3楼

127 平昌县 平昌县耐思教育培训学校 江口镇新平街东段物资局农行大厦四楼 1号

128 平昌县 平昌县美澳教育培训中心 平昌县新平街东段城市广场一号观邸三楼

129 平昌县 平昌县昂阳教育平昌校区 平昌县江口镇新华街干堰塘明珠楼 2楼

130 平昌县 平昌县韦轮艺轩美术培训中心 平昌县江口镇三江大道 B-2-B 号

131 平昌县 平昌县天音培训中心 平昌县江口镇新华街西段 16号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