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坝州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48 所） 
序号 市州 区县 机构名称 地址 备注 

1 阿坝州 汶川县 
汶川耕新教育文化有

限责任公司 
汶川县映秀镇二台山 

 

2 阿坝州 汶川县 
汶川县天地映秀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 
汶川县映秀镇   

3 阿坝州 茂县 茂县玉婷艺术培训中心 茂县凤仪镇千禧楼二楼   

4 阿坝州 茂县 茂县尔玛道场 茂县滨河路   

5 阿坝州 茂县 茂县雪狼武馆 
茂县滨河路东侧（滨江小

区）8幢 E区 218号 
  

6 阿坝州 茂县 茂县晨舞飞扬 茂县羌寨新城二楼   

7 阿坝州 茂县 茂县教子有方培训学校 
茂县凤仪镇城南小区百花

街 61号 
  

8 阿坝州 茂县 
茂县贝斯特文化艺体教

育培训中心 

茂县凤仪镇凤仪大道原学

校教学楼 
  

9 阿坝州 茂县 茂县遥澜英语学校 
茂县凤仪镇羌寨新城

3-1-4-1 
  

10 阿坝州 茂县 茂县叶子舞蹈培训中心 茂县城北小区   

11 阿坝州 茂县 
茂县朝夕教育培训学校

（包括城北校区） 

茂县凤仪镇羌寨新城；茂县

凤仪镇羌兴大道 
  

12 阿坝州 茂县 茂县心之心培训 茂县水巷子内   

13 阿坝州 茂县 
茂县艺轩美术书法工作

室 
茂县水巷子内   

14 阿坝州 茂县 茂县佳贝教育 茂县民贸公司楼上   

15 阿坝州 茂县 茂县川公教育 茂县青小旁   

16 阿坝州 黑水县 
黑水县小精灵艺术启蒙

工作室 

黑水县芦花镇南街电梯公

寓 
  

17 阿坝州 黑水县 
黑水县智仁教育培训中

心 

黑水县芦花镇正街 144号 2

楼 
  

18 阿坝州 小金县 
小金县起跑线文化艺术

中心 

小金县林业局棚改商贸区

二楼 
  

19 阿坝州 小金县 七彩未来教育 
小金县美兴镇江西路江西

街 44 号  

20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拓维教育服务

有限公司 

九寨沟县新区永丰花园A区

2幢 
  

21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九舞教育服务

有限公司 

九寨沟县新区永丰花园A区

3幢  



22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尔雅教育服务

有限公司 

九寨沟县永丰花园B区菜园

路 173号  

23 阿坝州 九寨沟县 
阿坝州助上教育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分公司 
九寨沟县黄埔大酒店 

 

24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飞扬教育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九寨沟县新区菜园路 

 

25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卓乐艺术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九寨沟县新区菜园路 

 

26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博瑞教育服务

有限公司 
九寨沟县永乐镇鑫园小区 

 

27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如一教育服务

有限公司 

九寨沟县新区永丰花园B区

6幢 3楼 21-29号  

28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伯乐教育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九寨沟县永乐镇交通路 15

号鑫园小区底楼 1-4号  

29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振华教育服务

有限公司 
九寨沟县新区九力大厦 

 

30 阿坝州 九寨沟县 
九寨沟县四辅教育服务

有限公司 
九寨沟县永乐镇防洪路6号 

 

31 阿坝州 金川县 
金川新佳途教育培训学

校 

金川县勒乌镇水打坝泰安

楼 26号 
  

32 阿坝州 金川县 金川县学海培训中心 金川县勒乌镇文化路6号楼   

33 阿坝州 金川县 金川县博文教育 金川县勒乌镇水打坝   

34 阿坝州 金川县 
金川县蓝月亮艺术培训

中心 
金川县勒乌镇老政府   

35 阿坝州 金川县 金川县金亿领航教育 
金川县勒乌镇安顺村一组

13号 
  

36 阿坝州 松潘县 
松潘县阳光英语培训学

校 
松潘县进安乡金坑坝社区   

37 阿坝州 松潘县 松潘县象藏艺术学校 松潘县山巴乡麻依村   

38 阿坝州 松潘县 松潘博学堂培训中心 
松潘县进安镇城北新区路

10号 8栋 1单元 2楼 2号  

39 阿坝州 马尔康市 剑桥英语培训班 
马尔康市高原影城 6楼 6号

-7号 
  

40 阿坝州 马尔康市 高芬教育培训机构 马尔康市州老政协   

41 阿坝州 马尔康市 
阿坝州逻而悟教育培训

机构 
马尔康市马江街 19号   

42 阿坝州 马尔康市 博弈教育培训 马尔康俄尔牙雅村三组8号   

43 阿坝州 马尔康市 
阿坝州为学教育培训学

校 
马尔康市马江街 4-67-1   

44 阿坝州 马尔康市 
马尔康向日葵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马尔康市美谷街 198号（马

林局内） 
  

45 阿坝州 马尔康市 未来英才教育 马尔康市美谷街 198号 1栋   



3-2、2-2 

46 阿坝州 马尔康市 
阿坝州华图教育培训学

校 

马尔康市马江街 06号政法

大楼二楼 
  

47 阿坝州 马尔康市 阿坝州中公教育培训 
马尔康名人豪庭酒店附属 2

号铺面 
  

48 阿坝州 马尔康市 助上教育 马尔康市林业宾馆 5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