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遂宁市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50 所）
序号 市州 区县 机构名称 地址

1 遂宁市 射洪市 爱心辅导 兴隆巷 22 号 2栋

2 遂宁市 射洪市 启智辅导 安宁巷 61 号门面

3 遂宁市 射洪市 尽心家教辅导 安宁巷 67 号门面

4 遂宁市 射洪市 家教辅导 武安河上街 25附 17 号

5 遂宁市 射洪市 腾飞 A+辅导 武安河上段 25附 8

6 遂宁市 射洪市 起航小学家教 武安河 68 号

7 遂宁市 射洪市 新华家教 新华上街 109#

8 遂宁市 射洪市 太和家教辅导中心（托管） 太桂路 64-68 二楼

9 遂宁市 射洪市 领飞小学家教 红专路 271 号

10 遂宁市 射洪市 新华家教 新华上街 109#

11 遂宁市 射洪市 新苗辅导中心 广场路 97 号

12 遂宁市 高新区
遂宁市船山区奥舵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物流港喜盈门 B5

栋

13 遂宁市 高新区 名扬旋风艺术培训中心
遂宁市船山区物流港义坞商业

广场 B1-4-1

14 遂宁市 高新区 爱文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遂宁市船山区物流港华翔农贸

市场三楼

15 遂宁市 高新区 遂宁煜灵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遂宁市船山区物流港华翔街 50

号

16 遂宁市 安居区
安居区百家好教育培训学校

有限责任公司
安居区中央商城 2楼

17 遂宁市 安居区 乐学培优学校 安居区安居两馆五中心

18 遂宁市 安居区 励仁堂教育 安居区幸福街 60 号

19 遂宁市 安居区 指乐琴行 安居区太平洋影城



20 遂宁市 安居区 启艺艺术培训中心 安居区锦华街大市场二楼

21 遂宁市 安居区 一生古筝 安居区印象幼儿园对面

22 遂宁市 安居区 希望之星作业吧 安居区经纬 106 号

23 遂宁市 船山区 疯狂英语 燕山街 121-11

24 遂宁市 船山区 妙学巧记 遂州中路 83 号

25 遂宁市 船山区 点拨教育 燕山街 113 号附 12 号

26 遂宁市 船山区 杨老师辅导中心 燕山街 92 号

27 遂宁市 船山区 蔷薇教育 银丰国际 6楼

28 遂宁市 船山区
遂宁艾华汇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银丰国际 6楼

29 遂宁市 船山区 小新星国际教育 正兴南街 28 号 3 楼

30 遂宁市 船山区 疯狂英语 永兴镇东兴街 77 号

31 遂宁市 船山区
加油吧教育咨询(天艺艺术学

校)
复桥镇农贸市场二楼

32 遂宁市 船山区 启航教育 桂花镇新市场

33 遂宁市 船山区 启凯教育 船山区高升街14号 1单元 4楼

34 遂宁市 船山区 遂宁市新维教育
船山区燕山街 113 号附 20 号 3

楼

35 遂宁市 船山区 满分教育
船山区燕山街 113 号附 20 号 2

楼

36 遂宁市 经开区 扶苗教育
富源办事处楠木小区 1栋二单

元 1楼 2号

37 遂宁市 经开区 宇艺教育培训
富源办事处天富小区 2栋 1单

元 1楼 2号

38 遂宁市 经开区 疯狂英语 嘉禾办事处北兴街 202 号

39 遂宁市 经开区 金种子 北固乡张家湾 14 栋 1楼

40 遂宁市 经开区 乐学堡 北固乡张家湾 13 栋

41 遂宁市 经开区 春蕾辅导 北固乡龙湾壹号 9栋 3单元



42 遂宁市 经开区 起点家庭作业辅导 九莲办事处颐康公寓

43 遂宁市 经开区 红梅辅导班
新桥镇新市场1栋1单元2楼1

号

44 遂宁市 经开区 敏敏辅导班 新桥镇飞虹路 116 号

45 遂宁市 经开区 凤台作业辅导班 新桥镇凤台办

46 遂宁市 经开区 天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船山体育馆

47 遂宁市 经开区
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卓众培

训学校有限公司

开发区南兴街嘉兴农贸市场 2

楼

48 遂宁市 经开区
遂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艺美美

术有限公司
涪江三桥头滨河公寓

49 遂宁市 大英县
大英次方根文化艺术培训学

校有限责任公司
大英县蓬莱镇大南街

50 遂宁市 大英县
大英睿童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大英县玉河路双转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