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宾市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59所）

序号 市州 区县 机构名称 地址

1 宜宾市 翠屏区 红黄蓝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红坝鼎业兴城 A区 8栋 1单元 1

楼

2 宜宾市 翠屏区 山香教育
安阜街道书香府第 5栋 1单元

202 号

3 宜宾市 翠屏区 文化培训（无名称） 民生市场二单元二楼

4 宜宾市 翠屏区 美迪英语 小北街 11 号

5 宜宾市 翠屏区 飞扬艺术培训中心 白花镇盛豪小区 2-2

6 宜宾市 翠屏区 子涵工作室
白花镇老米巷 7号（白花镇小校

门梯子下面）

7 宜宾市 翠屏区 哆唻咪工作室
白花镇柏杨小区 1栋 1号（好邻

居超市对面）

8 宜宾市 翠屏区 安索艺术白龙分校
孔滩镇白龙社区兴隆街 255 号二

楼

9 宜宾市 翠屏区 艺佳少儿培训中心
孔滩镇白龙社区校园街 141 号、

143 号、145 号

10 宜宾市 翠屏区 月芽儿歌
中山街 25—37 号二楼（三友大厦

二楼）

11 宜宾市 翠屏区 北极星练字中山街分校 中山街 5号院内底楼

12 宜宾市 翠屏区 艺卓少儿教育 小北街 62 号

13 宜宾市 屏山县 尚进学习吧
丹霞小区 5幢 1单元

（101、102）

14 宜宾市 屏山县 魔法培训班 D8-2 单元 102 号

15 宜宾市 屏山县 书法培训 A6-4-2-101

16 宜宾市 屏山县 艺朵舞蹈工作室 新城豪庭一期三号

17 宜宾市 屏山县 国锋练字 龙湖小区 2幢 3单元 2-2

18 宜宾市 屏山县 小马良美术 岷江大道西段步云小区 126 号



19 宜宾市 屏山县 王府井一七美术馆 王府井

20 宜宾市 屏山县 屏山县鼓乐先生 新城豪庭二期 2001

21 宜宾市 屏山县 艺象教育咨询部 金沙江大道 99 号

22 宜宾市 屏山县 国锋练字屏山校区 金凤路 037 号 1 楼

23 宜宾市 屏山县 六弦之间艺术琴行 学苑街 12 号

24 宜宾市 屏山县 屏山县工爵琴行
金沙江大道西段 61号

（25地块 1幢门面）

25 宜宾市 屏山县 小精灵培训中心 君山大道西段 507 号

26 宜宾市 屏山县 红鱼儿美术室 春华小区 2幢 3单元 204

27 宜宾市 屏山县 金江韵艺术工作室 大成小区 25幢 1 单元 102

28 宜宾市 屏山县 妞妞舞蹈工作室 百合小区 7幢

29 宜宾市 屏山县 兴趣书法工作室 福星小区 16幢 3 单元 2-1

30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博望文化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筠连县巡司镇红星村二组

31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启程文化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
筠连县筠连镇筠州北路 36号

32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贝倍优英语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

筠连县筠连镇县府街 33 号一栋

二单元 101 号

33 宜宾市 筠连县
筠连县学成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
筠连县筠连镇涌泉街 4号

34 宜宾市 珙县 金翅膀启趣托管 巡场镇中坝村八社

35 宜宾市 珙县 郁姐亲子坊托管辅导中心 巡场镇中坝村八社

36 宜宾市 珙县 立学教育 巡场镇中坝村八社

37 宜宾市 珙县 文博教育 巡场镇中坝村八社

38 宜宾市 珙县 东森教育托管中心 营盘村（巡中校门附近）

39 宜宾市 珙县 珙县潜龙轩书画艺术工作室
巡场镇滨河西街北二段 65号 2

幢一单元 201

40 宜宾市 南溪区 宜宾市南溪区神墨学堂
南溪街道文星街综合楼二单元二

楼 1号



41 宜宾市 南溪区 武佳舞教育 南溪区砖石城安置小区

42 宜宾市 南溪区 柯一空间教育 南溪区印象南滨附近

43 宜宾市 叙州区 文星教育 南岸鼎业兴城B区9栋2单元303

44 宜宾市 叙州区 圆梦教育信息咨询服务中心 南岸南广路 22 号

45 宜宾市 叙州区 戎城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南岸鼎业兴城 2单元 101

46 宜宾市 叙州区 蓝茜教育
南岸商贸路 101 号 9 栋 3单元四

楼 6号

47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出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蜀南大道西段 28 号 3 楼

48 宜宾市 叙州区
宜宾市佳吉教育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叙府路西段 35 号 3 楼

49 宜宾市 叙州区 博才教育 柏溪街道育才路小学后门旁

50 宜宾市 叙州区 袁老师数学思维训练 柏溪街道保龄街 2幢 3单元 3-2

51 宜宾市 叙州区 杜甫教育
柏溪街道城中央毕加索 8栋 502

号

52 宜宾市 叙州区 舟之舟课外辅导 柏溪街道锦丝路 42号

53 宜宾市 叙州区 新思源教育培训 柏溪街道城中央奥园小区 27 号

54 宜宾市 叙州区 博朗教育 柏溪街道建设路口

55 宜宾市 叙州区 新起点教育培训 双龙镇友谊路 162 号 202 室

56 宜宾市 叙州区 学优教育
南岸街道莱茵河畔罗曼大道 84

号

57 宜宾市 江安县 江安县鸿峰教育培训学校 江安镇竹都大道东段

58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培优教育培训机构 长宁县体育中心旁边

59 宜宾市 长宁县 长宁县鼎兴教育培训机构 长宁县纸厂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