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城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行为，治理校外文化教育培训乱象，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根据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
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教基厅〔2018〕3号）、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吉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
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吉教联〔2018〕14号）以及白城市教育局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
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工作方案〉的通知》（白教联发〔2018〕5 号）要求，现将全市取得办学许可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同
时，也提醒广大家长、学生如有教育培训需求，一定要选择正规培训机构，仔细查看办学资质，远离无证非法办学，避免权益受损。监督举报电话：0436-
3222932。

机构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校长(负责人)姓名培训内容

白城华艺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2UQ01N 纯阳路12幢2单元C403室 李敬华 艺考声乐培训

白城博硕摇篮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K3C2C 长庆南街2楼5层 周丽娜 高中英语、语文

白城市中天成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6K6D5F 文化西路51号 牟荣康 中文、政治

白城市中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3T8D69 海明西路24号楼32-1号 张瑶 高中化学、高中数学

白城市丹红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Q2T5B 一中学士苑内艺术中心 尹丹闳 高中艺术培训

白城市乐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L243Q 长庆北街27号楼2单元1楼东 崔海舟 高中英语

白城市九章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39PR4R 瑞光南街59号1单元1楼东 高秀琴 高中化学、数学英语

白城市事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5Q8TXY 海明西路26号1单元1层东4户 赵丹 物理、数学、英语

白城市京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AHQ8A 白城市教育局 张士俊 高中英语

白城市京科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EDD1P 瑞光南街2好楼25-13号 李春雷、刘峰高中物理、高中数学、高中化学

白城市优图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45CK9F 金辉南街160-18号 刘翔一 高中语文、英语

白城市佐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LQ913 洮安西路8-3 丛艳颖 高中语文、高中英语

白城市佳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2G3Y5B 幸福南大街39号楼27-4 张洪秒 高中英语 高中数学

白城市信达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9N43B 长庆北街17号楼2单元101 李显庭 高中语文、数学、英语

白城市八四二一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JYN6M 瑞光南街26-10 邱宇 高中数学

白城市凹凸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FBW8E 海明西路41-3号 迟仲 高中数学、高中生物

白城市函彤计算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2NWF3Y 中兴西大路87号1号门市 李春光 计算机培训

白城市前鹿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HBCXD 学士苑22-2号楼六单元一层西户 刘保良 高中语文、高中英语、高中数学

白城市华图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139LIG 民生东路40-1号楼附1号北2户 赵利敏 初高中以下（计算机、语文、数学、英语）及成人教育

白城市博仕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2AG80Q 经济开发区光明北街16-1号楼 马刚 成人教育考试培训

白城市博思特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FFL3D 公园西路4号楼4-3门市、4-4门市 胡博 高中语文、数学、物理

白城市博远育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HMM7W 瑞光南街21号 韩立地 高中物理、 高中数学、高中化学

白城市同文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80P9H0B 海明西路21-3号 王志龙 高中英语

白城市启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K754T 辽北路16号楼24-2门市 殷丽 高中数学、高中语文、高中英语

白城市嘉程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0M142G 瑞光南街57号楼裙房北1户 骆娟娟 高中英语

白城市嘉童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THB2U 保盛路14号楼6号 马刚 初高中语言培训



白城市圆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2JQD8Q 瑞光南街56号楼北侧东2户 侯丽丽 高中数学、化学、英语

白城市大桥外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JHQ82 瑞光南街24号楼26-8号 于学红 高中外语

白城市天天美体舞蹈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GM407 海明西路21-6 赵春梅 舞蹈艺术培训

白城市天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GCY3X 公园西路4号楼4-7号 周涛 高中物理、高中化学、高中数学

白城市天立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30ED5C 瑞光南街86号2单元1楼 孙雷 高中数学、高中物理

白城市天阳学府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ANMM02 庆学西路2号楼1单元2-3层东 段立先 高中英语

白城市学大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70FB9XU 长庆北街47号 李春雷 高中英语、数学、物理

白城市学子莘莘教育辅导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45A88M 瑞光南街23-5 王丽巍 高中语文

白城市宇萌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R0G99 新华西大路22楼4 范冲 高中数学 高中化学 高中英语

白城市小名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B16D0L 通宝胡同5号楼4单元1楼东 王晓昕 播音主持

白城市小宇钢琴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806NN75 文化东路70楼-6 刘小宇 高中艺术培训

白城市尚学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2GCKXJ 海明西路1-10 侯艳静 高中美术

白城市尚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75B569 海明西路36号楼6号 李晓慧 成人教育

白城市建昕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22NKLF 瑞光南街60号楼-3门市 张振杰 高中数学、高中物理、高中化学

白城市引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2WQR8D 瑞光南街65-1 赵胐 高中英语、高中数学、高中物理

白城市忠艺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111ROC 文化西路1胡同8号楼4单元1层中户 郑兴 高中美术

白城市慧朴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5U184W 吉鹤商都D座跃层D2号门市 张鑫艳 高中英语、语文

白城市才智中高考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32NCXH 瑞光南街58-1号 赵蕾 数学、物理、化学

白城市拓维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9D2E5M 瑞光南街53-1号楼2单元一层东 李鹏权 高中英语

白城市捷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E9340 新华西大路20号楼46-4 张兴超 高中数学、化学、英语

白城市文硕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82LC4F 公园西路4号楼1单元1层东门101号 李嘉旋 高中外语、数学、化学

白城市易诶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TCEOX 瑞光南街12号1-3号 徐樱嘉 高中外语、数学、语文

白城市星冉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2220800MA15AM104W 通宝胡同5号楼4单元101号 王志民 高中英语、语文、数学

白城市星冉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5Q4Q 金盾小区1号楼1单元102号 王志民 高中英语、高中语文、高中数学

白城市春雷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L5M4W 辽北路14号楼22-2 李春雷 高中艺考

白城市智睿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EJA66 保平胡同3号楼2单元1层 马丽媛 高中生物

白城市智程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7XQW9H 新华西大路44-2号 王宝刚 高中英语、高中化学

白城市朗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86G6W 佳和园1#楼84-3#门市 赵静 高中英语

白城市朗读哲语言艺术培训学校 91220800MA1715522E 白城市海明西路21-7号 吴倩 中文、高考艺考

白城市汇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DJB7L 瑞光南街56号楼北侧东三户 宣琳 物理、数学、英语

白城市汉学钧儒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QG75W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区庆学东路12号楼 王明 高中语文、高中英语

白城市爱书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1D8B72 文化西路1胡同4号楼4单元1层东户 李玲玲 高中语文

白城市爱学习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59CW3T 保平胡同8号楼2单元一层西 张新宇 高中物理、语文、数学

白城市版块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QND8Q 瑞光南街69-8号楼1号 曹沛新 高中数学、高中化学、高中物理

白城市琳琳舞蹈艺术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MPM3H 纯阳路12号 曲冰 艺考舞蹈培训



白城市知识典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6Y8E35F 新华西大路52-4号 郭铁英 高中生物、数学、化学

白城市精华课后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4EGN3P 瑞光南街21-7 金庆林 高中物理

白城市舞动鹤翔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51F519 长庆南街87号楼1单元2层东户 梁婷婷 舞蹈

白城市舞林之星舞蹈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N7A3J 文化东路21-3号 刘威 舞蹈培训

白城市艺彩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CU1A 庆学西路22-1号楼1单元102室、202室 于越 高中美术

白城市襄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JPYXW 长庆南街58-1号楼1楼1单元东 侯丽丽 高中物理、语文

白城市贰零贰零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0MA15BUYJ7K 瑞光南街15-35 郭昶 高中物理、高中数学、高中化学

白城市赛思黄波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KU69W 洮安西路25号 赵凌云 高中外语、高中语文

白城市起点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PQN7Q 明仁北街10号楼-11号 吴键 高中美术、书法、高中艺考

白城市辛巴星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2220800MA15BC4283 洮安东路8-2号4单元101 蒋艳琦 艺考培训

白城市远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00MA152P3NXO 四季华城48号2单元101 王文萍 高中数学

白城市飞跃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BJXT2M 文化广场B段18号 高晶阳 高中艺术培训

白城市鹤鹤有有鸣艺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L387D 海明西路2号楼-4 崔昕 高中艺考

白城市齐佳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00Y26P 新华西大路22号楼50-9门市 齐超 高中英语、数学、化学

白城欧美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0Y5E927R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15-4 刘佳欢 高中英语

大安市一加一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82MA15BEG11T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锦华街金鼎秀苑1号楼2号楼中间112门市曹靖伟 语文、数学

大安市一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WME7C 吉林省大安市锦绣佳园二期三号楼二层 张春柳 英语、语文、数学、国学、思维训练培训

大安市三维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GM8G 大安市锦华街锦江花园小区9号楼202铺 刘占海 语文、数学、英语

大安市世纪国刚秋月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K897 大安市长虹小区九号楼东数第四门市 王然 口才、书法、英语

大安市两个黄鹂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NR49T 大安市玉泉路旺达美郡小区12号楼102门市 姜洪晶 少儿手脑识字与阅读、书法、舞蹈

大安市乔乔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DJ40 大安市烧锅镇乡中学南侧50米 柳安培 语文、数学、英语

大安市优尚教育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M10F 金鼎高层4号楼 于微 英语、语文、数学和素质能力提升

大安市伟光大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X320B 大安市长虹街金北花园小区7号楼107-108铺 刘春慧 英语、语文、数学培训

大安市千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WLB6G 吉林省大安市安盛地产道西北一门市 董双 语文、数学培训

大安市博知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DGXB 大安市长虹小区14号楼东数第五门市 马庆 书法

大安市启航教育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8AR9M 大安市安广镇天一伟业花园小区3号楼东数第10门市 李一 英语、语文、数学

大安市墨蒂斯钢琴培训有限公司（墨蒂斯钢琴） 91220882MA170THJ8E 吉林省大安市妇女创业一条街门市西侧2楼202门 孟显飞 钢琴等乐器培训

大安市奇点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WB7XG 吉林省大安市临江街嘉禾1号楼门市108门市 张英秀 数学、语文、物理

大安市奇色光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MA170WLR72 吉林省大安市金鼎秀苑16栋门市东1门 许传旭 英语培训

大安市奇迹教育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EY3Y 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光明街二小学北100米 鲁奇迹 小学语文、数学

大安市宏图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FJ7L 大安市滨江雅苑东数第七门市 黄士军 数学、英语

大安市宏泽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5ALWF11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客运站西门南侧2门市 谭晶 心算、思维训练、趣味文学、语言启蒙

大安市小夫子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L814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虹街长虹小区10号楼西数103门市 刘寅擘 国学经典、茶艺、武术、礼仪

大安市忆优中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忆优中泽培训）91220882MA170WBTX4 吉林省大安市金鼎秀苑（东二）商用房105铺 曲昊 书法、速读速记能力培养

大安市慧龙拉丁舞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慧龙拉丁舞）91220882MA170WJX3E 吉林省大安市金鼎秀苑厢房门市南5门（妇女创业一条街） 王蕊 舞蹈



大安市明慧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K2XY 吉林省大安市大成花园小区东门南数第12门市 王俐斌 数学

大安市明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L7H2X 大安市锦华街金岛花园25号裙楼103门市 纪明波 英语、数学

大安市星月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8EU9E 吉林省大安市舍力镇富饶家园一号楼东数第13门市 管冰 舞蹈

大安市星瑶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6XKMB9C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锦华街金鼎厢房门市三楼307室 潘辰 艺术、舞蹈、口才、形体

大安市李木子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KF2Q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新世纪广场对面金鼎三楼门市南数第3门市郑宇 音乐教育培训

大安市李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李琦教育） 91220882MA170X726L 吉林省大安市烧锅镇乡富民村烧锅镇屯 李琦 数学、语文培训

大安市桃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KT7K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锦华街龙腾小区前栋门市东数6门 陶桂芹 英语

大安市棒棒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8DN57 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二小学教师住宅楼对面南数第一门 尹立娜 英语、语文

大安市海跃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B141R 大安市龙腾小区东门北数第一门市 于秀丽 英语、数学、语文、演讲与口才、书法、国学培训

大安市点睛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NRB6Q 大安市玉泉路旺达美郡小区12号楼101门市 何曲英 艺术、口才培训，潜能开发培训

大安市爱萌滔客口才培训有限公司 9.12209E+17 吉林省大安市锦华街4-4-344-103（大安市锦华街机关幼儿园东侧数第三家1至2层）王晓琦 口才

大安市王令美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LQ9D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虹小区15号楼204门市 王令 美术、书法

大安市王子音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JC1W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康平街锦华小区南数第三门市 田玉芝 钢琴等器乐培训

大安市百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EN3N 大安市安广镇长白路温州服装城南数第一门市 许天祺 数学、语文、美术

大安市砺英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G24G 大安市金鼎秀苑9号楼门市南数第1门 李丽英 数学、语文、英语、物理

大安市立仁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9QY0M 大安市锦华街富宁小区西侧第1门市 庄文娇 语文、英语

大安市红美美术教育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82MA170LJK7N 大安市锦华派出所后侧嘉禾名苑北门十门市 张红梅 儿童画、素描、速写、色彩、设计、

大安市美律舞蹈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JQX0 大安市安广镇隆富三期三号楼西数第二门市一二层楼 杨冬飞 中国舞、街舞、少儿舞

大安市艺凡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824QM3W 吉林省大安市锦华街龙腾小区北侧门市西数第5门市 郭莹 舞蹈

大安市菁华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E21U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育才东路临江花园小区10号楼主楼西数第二户刘欢 高中数学、英语

大安市蒙老师辅导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HM4R 大安市南湖家园小区5号楼114号门市 蒙艳梅 语文、数学、英语

大安市辰光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WCE3W 吉林省大安市长虹小区九号楼东11门 袁广宏 数学、英语

大安市酷尔教育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1220882MA170LKMXJ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虹小区10号楼门市西数一门 万红玉 语文、数学、英语培训

大安市金响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金响教育） 91220882MA170TGR7W 大安市德顺路中央公馆门市西数第六门 白烨 口才、乐高机器人、国学培训

大安市金手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8R9X8 大安市嘉禾明苑北门东侧门市第9、10、11号门市 肖荣丽 数学、英语

大安市铭德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LX69 大安市嘉禾小区东门市102商 于冬雪 数学、语文、物理、化学、生物

大安市铭轩教育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GT5C 大安市鸿祥花园小区9号楼102门市 程楷杰 英语、语文

大安市锦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KY8T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滨江雅苑第一栋104、105号门市 杜鹃 英语、语文

大安市雨林美术书法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WKD6W 大安市锦华街锦华小区西二栋厢房门市北三门 王雪 美术、书法培训

大安市雪儿舞蹈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8AT5A 大安市三好高层9号楼第9门市 王冬雪 民族舞、现代舞、芭蕾舞、街舞、少儿舞

大安市骄阳教育教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L93B 吉林省大安市长虹东路长虹小区12号楼9—11门市 刘艳娇 语文、数学

大安市鲍勃音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JY1F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临江街幸福花园北门106号门市 冯艳东 器乐培训

大安市鸣人艺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K93M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临江街旺达美郡小区11号楼102号门市 李思 幼儿、中小学语言能力培训

吉林省镇赉县何老师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AYYQX9 吉林省镇赉县林业局综合楼 何丽艳 中小学英语

铭德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7ED4W 镇赉县新兴南街东永安东路南A07段1号2门市 刘志峰 美术培训



镇赉县一百分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1DB49F 镇赉县 吴静 英语

镇赉县丁博士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L9G5L 镇赉县红玺园小区商服17号楼7门市 丁于莉 英语

镇赉县丑小丫艺术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ACCA9L 吉林省镇赉县庆生街东团结路北4区3段384—1号 徐艳芹 舞蹈培训

镇赉县世纪京科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4ENM15 镇赉县书香蓝郡小区 李春雷 数学

镇赉县乐学堂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YAJ5R 镇赉县鑫龙丰小区1号楼11门市 王艳芳 数学

镇赉县乐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136T2N 吉林省镇赉县华程南街团结东路南1区43段12-2号 陈鸽 数学

镇赉县优选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28EP1Y 镇赉县 杨艳丽 英语

镇赉县佳优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UWM9R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 张波 数学辅导

镇赉县光华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CM585 镇赉县站前街西团结路北 许秋 英语辅导

镇赉县全优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C15XC 张琬岩 中小学英语，作文

镇赉县创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4M8LXX 镇赉县房产综合楼 张辉 书法

镇赉县加油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U3G5A 镇赉县翰林学府3号楼 范国柱 初高中数学培训

镇赉县卓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84956U 大屯镇 丁雪 英语

镇赉县卓越教育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6D1G0X 镇赉县科苑小区 王艳萍 语文

镇赉县卓越超群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BN8L98 吉林省镇赉县新兴南街东育才东路北（人和居6号楼6门市）王艳鹤 英语培训

镇赉县博慧英语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4RXF3C 镇赉县五棵树镇 王娜 语文

镇赉县博睿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02Q492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南湖街西民康西路南商服11号门 刘欢 英语培训

镇赉县博美国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PRU5G 镇赉县南湖街东育才路南 李佳美 美术

镇赉县博远语言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162Y97 镇赉县镇赉镇家属楼 郭越超 语言

镇赉县博雅作文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2IMAI5A2MA53 镇赉县庆余街东团结路南 孙亚立 作文

镇赉县合合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05PR9P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庆余南街西育才西路南 郭忠清 播音主持培训

镇赉县启典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5JJXP 镇赉县翰林学府25号楼 赵春武 数学

镇赉县启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4PQ6XQ 镇赉县二中大门南 李天龙 语文

镇赉县启迪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1.22082E+14 冯正国 物理

镇赉县圣艺乐器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FX64W 镇赉县书香蓝郡小区 任浩 乐器

镇赉县壹加壹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X2NL7C 吉林省镇赉县团结东路北华城北街东商服11号门 李雪松 英语辅导

镇赉县大苹果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2HA1A 镇赉县鑫龙丰小区 季元 口才

镇赉县大青苹果教育培训学校 91220821MA16XXHM27 刘仁平 数学

镇赉县天天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1FLPOB 镇赉县民康花园小区2号楼一单元8门市 李金龙 语文

镇赉县学好数学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A16Q1Q 吉林省镇赉县南湖街西育才路南2区13段5-16号 李威 中学数学教育

镇赉县学林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 16WQ923D 镇赉县翰林学府小区商服 刘相辉 物理

镇赉县宇萌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BTT5K 镇赉县阳光花园c区 张久和 数学

镇赉县宏扬英语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DET8Y 吉林省镇赉县华程北街东团结东路北3区11段19-8 王海洋 英语

镇赉县宏骅物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0YR42C 镇赉县 李宏山 物理

镇赉县小博士课后辅导学校有限公 91220821MA1703HQ4N 吉林省镇赉县庆生街东凌云路北（林业局综合楼1层9号门）才贺 英语



镇赉县小叮当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B9J9Y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刘文为 美术

镇赉县小天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1J6F30 镇赉县 刘海艳 英语

镇赉县小天鹅艺术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QE5XD 镇赉县创富书香苑小区商服 顾鹤菲 舞蹈

镇赉县小布丁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8U90M 镇赉县书香蓝郡19号楼A-4号门市 林雪 英语培训

镇赉县小画家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WMF6H 吉林省镇赉县新兴街东凌云路南（农行1号楼商服1号门） 彭珊珊 美术

镇赉县小请华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DA114 镇赉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楼商服10门市 陈国虎 英语

镇赉县帝舞季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D1240 镇赉县正阳街西嫩江路南2区9段 昝望 舞蹈培训

镇赉县心起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GAW2M 镇赉县庆生南街西嫩江西路南 刘宇航 语文

镇赉县恩泽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JRK0R 吉林省镇赉县工农南街东嫩江东路南 陈淑丹 英语培训

镇赉县慕石书画文化艺术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120Q96 镇赉县 张忠强 书法

镇赉县斯玛特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5DQK7H 镇赉县人和居小区 李玲玉 英语

镇赉县新英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R1D5Q 镇赉县环保大厦商服 侯庆玲 英语

镇赉县新赤城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19KB37 吉林省镇赉县南湖街东嫩江路南2区9段169号5单元102室 李艳惠 物理培训

镇赉县明德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8HRB5P 镇赉县坦途镇 李扬 数学

镇赉县昕梦想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7TWD0L 镇赉县翰林学府西门55号 孙海波 中小学各学科

镇赉县晨泽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17A3U 镇赉县庆余街西凌云路南2区5段 牛晶 英语辅导

镇赉县智点教育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 15BNG 409 吉林白城市镇赉县 陈立民 数学培训

镇赉县智轩课外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8XUY6G 吉林省镇赉县庆余南街东育才路南2区13段7-2号 孙天奇 数学辅导

镇赉县曙光优英语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1CG65W 镇赉县庆余南街西凌云西路南 乌丹 英语

镇赉县未来瑆英语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PXM20 工商部门 宫文影 英语

镇赉县朱锦外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P410F 吉林省镇赉县正阳南街东民康东路南民康花园（10.11综合楼）杨玉峰 中小学英语

镇赉县李老师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8WY66 镇赉县人和居一号楼商服23门市 李迎春 英语辅导

镇赉县杨老师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UG673 吉林省镇赉县华程南街东嫩江东路北1区18段3-3号 杨春红 英语培训

镇赉县步步高晶睿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EY09L 镇赉县团结小区2号楼10门市 王南楠 英语

镇赉县求实求真教育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JC27R 镇赉县南湖街西 张磊 英语

镇赉县满分作文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7EB87 镇赉县延年小区商服7门市 乔丽程 作文辅导

镇赉县点石成金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NR89J 吉林省镇赉县工农街东嫩江东路南1区35段44-9号 周非 化学培训

镇赉县王老师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02CE1F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正阳北街西团结路北3区9段425-11号 王佳娣 英语辅导

镇赉县理想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54W0Q 镇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李广全 化学培训

镇赉县琴韵行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2X9J9X 镇赉县钣金厂院内 樊秀春 钢琴

镇赉县甘老师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RXD36 吉林省镇赉县庆余南街西团结路南2区3段140号3单元101室 甘婧 英语

镇赉县睿博学苑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h9222 吉林省镇赉县华程南街东永安东路南 班小雨 数学

镇赉县立英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863W4R 镇赉县民康花园6号楼2门市 谭丽英 英语

镇赉县筑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T5T0Y 镇赉县翰林学府小区商服 王丹丹 数学

镇赉县绘艺画苑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7GJ09 镇赉县救助站楼下商服 于晓芳 美术



镇赉县翰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0EQN75 镇赉县延年小区7号商服 张昊 英语

镇赉县育才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B1882E 镇赉县庆余街东永安路南 栾丽 英语

镇赉县艺兴书画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A4B5XX 吉林省镇赉县庆余南街西扶余路北2区14段 郑海艳 美术辅导

镇赉县艺林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P4221 吉林省镇赉县井队家属楼商服1区6段170号 高岩 美术辅导

镇赉县艺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WXU76K 镇赉县庆生街东凌云路北 毕冬雪 美术

镇赉县艾思美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E6R1D 镇赉县飞翔广场B区8号门市 肖丽君 美术

镇赉县贝思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A24J4P 吉林省镇赉县庆余南街东民康西路南2区16段305-5号 战立菊 英语

镇赉县赤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PBK4G 吉林省镇赉县华程街西嫩江东路北1区6段170号 李冶 数学培训

镇赉县超越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92K35 镇赉县庆余南街东民康西路南 宋天超 数学辅导

镇赉县辉煌人生教育培训学校 91220821MA1747KC18 镇赉县鑫兴小区综合楼 陈守芬 语文

镇赉县金榜数学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QYQ2 镇赉县创富书香苑东门 张伟堂 数学辅导

镇赉县金牌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QET6U 镇赉县镇赉镇家属楼 张玲 英语

镇赉县鑫桥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8TFG9K 吉林省镇赉县大屯镇 顾敏 中小学英语辅导

镇赉县锐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578GU 镇赉县红玺园小区 魏雪姣 英语

镇赉县镇赉镇中宫格居民服务中心 91220821MA154YAA37 镇赉县南湖街西民康西路南 赵英 书法

镇赉县阳光教育课外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PGA0W 镇赉县科苑B区6号楼商服12门市 吴迎春 数学培训

镇赉县雁鸣场景作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AT81G 吉林省镇赉县华城南街东永安东路南（翰林学府24号楼商服10号门）徐晓明 作文培训

镇赉县静之舞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AL480 镇赉县庆余北街东北广通路南4区2段342-3号 郭静 舞蹈培训

镇赉县顶峰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NJN44 吉林省镇赉县黑鱼泡镇胡立台村 刘俊玲 英语

镇赉县领先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R5B1D 吉林省镇赉县华城南街东嫩江东路北商服2号门 李英军 数学培训

镇赉县飞越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X9E0L 吉林省镇赉县新兴南街东嫩江东路南人和居小区6号楼商服10号门陈云 英语辅导

镇赉县鼎美嘉语言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4AJW7B 镇赉县松苑小区3号楼 张佳琦 口才

镇赉朱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P3W8E 吉林省镇赉县庆生南街东团结西路南69-4 朱锦 中小学英语

白城市通榆县旭昇辅导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22MA180WCH98 通榆县繁荣街团结路（宏都锦绣花园）20号楼西至东第8门 张淑英 语文数学美术

通榆县乐知教育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QGFOH 通榆县榆钱家园19号楼东数第3门 姜海建 中学及以下英语

通榆县优加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FU90Q 通榆县文华街开通路（九中综合楼）北至南第8门 邹广凤 中学及以下数学

通榆县保华吉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4T9M3N 通榆县御景苑东门市9号门 韩保华 音乐艺术培训

通榆县刘杨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EGM5Y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兴华街长青路（自来水公司东渔民公司门市西至东第三门）刘杨 英语

通榆县创艺阁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3J126D 通榆县文化街育才路（鹤域金城）3期B区9号楼东至西第9门姜虹宇 美术艺术培训

通榆县励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6YREL4L 通榆县鹤域金城三期门市 谢丽丽 语文  数学

通榆县博思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1NQ2L 通榆县富苑华城东大门北侧门市南至北第5门 孙胜付 高中及以下英语、数学、化学、初中物理

通榆县吉韵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2Q876 通榆县繁荣街开通路（畜牧局门市）东至西第10门2楼 李阳阳 音乐类、舞蹈类培训

通榆县好学课堂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80WOG4K 通榆县工商新村门市南至北第14门（繁荣街育才路） 赵金蛟 高中及以下地理；小学语文

通榆县好方法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14M91 通榆县建设街育才路（小城花园）北栋北至南第12门 王雪 高中英语、初中语文

通榆县宇航课后辅导中心 52220822MJY286708U 御景苑1号楼2单元1009商铺东9 赵冯晨 物理、生物、英语



通榆县安达外国语学校 52220822MJY322385B 通榆县中腾地产10号门 王春霞 英语

通榆县宝来星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EMDXD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黄榆街思源路（东北鑫城门市）14-15号楼东至西第31门刘占明 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通榆县慧德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818CGOJ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鹤域金城）三期B区东商铺北至南第23门章慧 语文、数学、英语

通榆县慧鑫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46MX0 通榆县建设街育才路（小城花园）北栋北至南第14门 丁园园 小学英语

通榆县新思路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EAX7B 通榆县建设街育才路（小城花园)北栋北至南第8门 金晓明 英语

通榆县晨风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2XR247 通榆县繁荣街育才路南至北第3门 王利利 高中及以下英语、小学语文，书法

通榆县环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38BDXG 通榆县建设街长青路（知识分子楼东侧） 郭佳 高中及以下数学英语

通榆县玲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EXQ6Y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新发街育才路(职教集团家属楼1号楼门市4单元1层东侧)徐洪源 语文、数学

通榆县理想教育 52220822MJY33292X9 通榆县文化大厦 李雪 语文数学英语

通榆县童之声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2CK6A 通榆县中腾地产门市南至北第5门 佟静 语言表演、形体礼仪教学

通榆县童画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4TP72L 通榆县中腾地产B2门市北至南第8门 徐淑玉 美术艺术培训

通榆县简单课后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1CLIL 通榆县榆钱家园小区2号楼北门市东数第7门 金玉华 小学数学

通榆县精诚英语培训中心 52220822MJY286716N 通榆县锦绣花园北门西侧西至东四门 任丹 英语

通榆县聚能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DIH6H 通榆县文化大街长青路（御景苑小区）3号楼东7门 戴学顺 英语、数学、语文、物理、化学

通榆县舞状元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38G130 通榆县中腾地产A5门市11号门 王宇佳 街舞、爵士舞

通榆县艺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DLQ7P 通榆县壹号公馆东门市南数3号门 张锦 播音主持、形体礼仪

通榆县芳草地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E53N 通榆县兴华街育才路（富苑华城）11号楼门市东至西第3门 马喜梅 初中数学、物理、化学学科辅导

通榆县诚博教育 52220822MJY3223343 通榆县中腾地产门市28门 吉秀珍 数学、物理、化学、英语

通榆县金泽教育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2B0A8U 通榆县文化街长青路（御景苑小区）3号楼东至西第9门 邢冰 演讲与口才

通榆县颇普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4U13XE 通榆县四海明珠面朝东一、二层门市北数1门 刘亚杰 中学及以下英语、数学学科辅导

通榆县鹰击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22MA170F6K8L 通榆县榆钱家园小区东55号门市 张立鹏 数学、化学、英语

通榆启航课后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22MA1599N2X4 通榆县碧水东城 魏娜 数学、英语

t洮南市育馨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2CDP6J 洮南市府城南街59号 明明 音乐 舞蹈

吉林省洮南市学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L4J0J 吉林省洮南市一中路南（学子家园3号楼西数第10/11户） 霍刚 语文、数学、英语等

吉林省洮南市虹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6X1A51E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翡翠豪庭小区7号楼门市 王林萍 英语、物理、化学

洮南市一点英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89T32 洮南市利民安居花园13号3门市 刘晓伟 英语、物理

洮南市一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32ADR 洮南市一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曲洪源 数学 化学 英语

洮南市世伟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UY861 吉林省洮南市团结西路730号 李岩 美术

洮南市东方爱婴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5W46B 吉林省洮南市光明街道清镇东路（科技新城5号楼一层） 陈晶 3-6岁幼儿早期智力开发

洮南市习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TWB61 洮南市珠玑园小区1号楼门市西数第4家 许畅 语文 数学 外语

洮南市五会作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44N66 吉林省洮南市府城南街740号 许航 作文

洮南市付尧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5PEK16 吉林省洮南市光明南街734号 付尧 英语、作文、数学

洮南市优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448U2E 洮南市育英东路 秦海燕 机器人、奥数、沙画、口才、音乐、舞蹈、美术

洮南市优联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GAB9W 吉林省洮南市通达街道立交桥（粮食嘉园4号楼1-3层） 陈秀兰 早期教育、音乐启蒙、国学书画

洮南市传承古筝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072L7B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609号金地翰林苑3号楼1层4门 刘佳 古筝



洮南市佳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1N230 吉林省洮南市兴安南街454号 刘学 数学、英语、物理

洮南市佳鑫音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EJW2P 吉林省洮南市富文东路1层门市 陈君丽 音乐

洮南市佳音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15860 吉林省洮南市团结街道繁荣西路1层20门 徐杰夫 少儿英语

洮南市信德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5NF9X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799号 瞿丽丽 少儿英语、国学

洮南市全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L8R4C 吉林省洮南市国美7号楼门市 安然 课后辅导

洮南市冠嘉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J8T52 吉林省洮南市国美家园3号楼门市 王海龙 初中物理、初中数学、小学语文

洮南市凯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DC50P 吉林省洮南市松辽南街府都花园门市北数第六户 王俊英 物理、化学

洮南市凯旋归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6X1AT8R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203-10号 徐明凯 语文 数学 政治 物理 生物

洮南市刘佳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JNKXW 洮南市科技新城小区西门市楼 刘佳 舞蹈

洮南市勤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4AR2N 吉林省洮南市建设西路（瀚海明珠小区4号楼109/110） 宫喜 语文、数学、生物、化学、历史

洮南市卓越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85250 洮南市食品水产住宅楼南门市 刘淑琴 英语、语文、数学

洮南市博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0Q8J0G 吉林省洮南市松辽南街539号 葛兰 英语、语文

洮南市博瀚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QYK3D 吉林省洮南市松辽南街212号 李春梅 英语

洮南市卢琳基础书画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AFN6Y 洮南市利民小区东门市 王贺 小学书法美术

洮南市地质华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1.22088E+14 洮南市住邦万晟广场第6栋门市楼 高雪 幼儿早期教育

洮南市大平数学启蒙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AY52E 吉林省洮南市古树南街555号 王秀平 数学

洮南市大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9NJU 洮南市食品水产商业楼门市 刘洪军 课后辅导

洮南市天晟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E6N12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西路692号 何影 小学语文、数学、英语、作文

洮南市妙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B996N 洮南市泰府小区4号楼东门市 周景和 语文、英语、数学

洮南市学加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ENG7H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西路 沙桐 数学

洮南市学易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218R06 洮南市学子家园西门北侧门市 焦健 数学、生物

洮南市学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JU98N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西路（清真小区四楼西数第四户） 赵春丽 初中数学

洮南市学而优课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RF96X 洮南市光明街道广昌西路农发行楼 李颖秋 课后辅导

洮南市宫老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3DM7M 洮南市碧兴园小区4号楼门市 宫喜 数学、语文、英语

洮南市小喇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TXA72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西路385号望竹苑门市楼 石爽 口才、阅读、作文、英语

洮南市小桔灯作文阅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80KCP13 洮南市兴海花园2号楼门市 刘艳玲 作文、阅读

洮南市小状元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G6P92 吉林省洮南市第三小学南门西侧第一家 周会 英语、作文

洮南市少年之声播音主持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5TPJ47 吉林省洮南市清真西路182-12-16 唐艳华 口才

洮南市希望英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7XC22 洮南市公路段开发商业2号楼门市 催新新 英语、作文、数字

洮南市希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6J165 洮南市学子家园小区1号楼门市 刘宝才 初中数学 高中物理

洮南市快乐作文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LDKX9 洮南市教育小区南门西门市楼 杨杰 作文、阅读、国学

洮南市快乐学林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FQB9L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420号 田伟 数学、语文

洮南市惠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Y2G10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1层14门 高琪 初中数学英语 语文 高中 英语 语文

洮南市惠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MA170YPY52 洮南市金地华府小区第九幢11号门市楼 赵磊 课后辅导

洮南市慧学苑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FPR28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西路瀚海新居1号楼101门市 吴可 数学、语文、作文



洮南市擎俣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5Q7E0D 洮南市府城北街460号 李春杰 作文 英语 数学

洮南市文品轩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6090L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909号 李晓波 语文 数学

洮南市文慧大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EN159END3H吉林省洮南市民强西路（瀚海澜郡8号楼门市） 吕金莲 少儿英语、国学

洮南市文雅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6XLWA7W 吉林省洮南市府城南街242号芳菲苑小区4号楼门市 赵林 美术、书法、少儿英语

洮南市新世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ELR46 吉林省洮南市团结西路231号 张萌 英语、作文

洮南市新思维英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3QQ32E 洮南市府城北街政协开发楼5号楼门市 吴盈盈 初中英语 小学语文

洮南市新起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45657 洮南市繁荣西路755 董明慧 数学、英语、语文、化学

洮南市新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42E95X 洮南市光明办事处捌室伍组门市 蒋宇财 物理 语文 数学

洮南市早慧儿童潜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97K8D 洮南市金盛华府小区二期1号楼门市 张旭佳 英语、语文、数学

洮南市明德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2GY8R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东路科技新城小区12号楼西数第三门 石秀荣 数学、英语、语文等

洮南市明新书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9XM7R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338号 王明新 书法、美术

洮南市晓曦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EXPXC 吉林省洮南市清真西路225号 王晓曦 舞蹈

洮南市晓曦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住邦分校 91220881MA158NLR4P 吉林省洮南市团结东路155号（住邦万晟广场1号楼4层） 王晓曦 舞蹈

洮南市智恒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L659C 吉林省洮南市古树南街487号 任国庆 语文

洮南市李纯舞蹈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ADE50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东路住邦6号楼117号门市 李倩谊 舞蹈

洮南市李老师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3GTY8E 洮南市团结西路734号 王冰 初中数学 英语

洮南市桃源书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5WC81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419号 任桃源 美术

洮南市永茂乡引领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WU17A 洮南市永茂乡二段村 吴哲 语文 数学

洮南市永茂乡思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35LT6J 吉林省洮南市永茂乡二段 懂艳明 小学数学 语文

洮南市永茂乡童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6YMED52 吉林省洮南市永茂乡二段村二段屯 邓吉飞 小学生课后辅导  口才 民族舞

洮南市洪霞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9X327 洮南市荣福西路526路 高洪立 课后辅导

洮南市清华慧朴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UWFXL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西路555号 王洪侠 英语、国学

洮南市滴水学堂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8YM3B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西路瀚海新城西数第一户 杨婷婷 阅读 书法 网络教学

洮南市潜龙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1MQ6R 洮南市平安家园5号楼一层13号门市 张秀荣 语文

洮南市爱桥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BYG2Q 吉林省洮南市兴隆西路昇平里小区15号楼北街门市 白玉 英语、语文

洮南市爱育幼童脑潜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2KF6C 洮南市翡翠豪庭小区2号楼8、9/10门市 韩秋妹 脑潜能开发 专注力 预言家

洮南市琳琳家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ABNOM 吉林省洮南市府城北街居家帅府门市北数第5户 陈淑梅 英语、小学口才

洮南市瓦房镇天星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20881MA157K25XW 吉林省洮南市瓦房镇中心小学西100米路北 梁建国 舞蹈、口才、跆拳道

洮南市瓦房镇学而优课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KJD7T 吉林省洮南市瓦房镇内中心小学西数第二户 李金凤 课后辅导

洮南市瓦房镇小马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4ACM09 洮南市瓦房镇中心小学西粉色二层楼门市 王海彬 小学语文 初中语文

洮南市睿晟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A3B4H 吉林省洮南市二小东侧民生小区东数1/2门市 刘佳玉 英语

洮南市神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K0934 吉林省兴安家园二期8号楼门市 姜宇飞 口才、书画

洮南市福顺镇梦燃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D2H29 吉林省洮南市福顺镇镇内81幢1层2-2门 洪英 小学英语、语文、初中英语、数学、语文

洮南市精英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74R72 吉林省洮南市广昌西路540号 张彦君 英语

洮南市维都塔美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DT64C 吉林省洮南市府城北街第4栋门市北6号房 王程程 小学美术



洮南市美苑画室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A97XW 吉林省洮南市民强东路路南（金盛华府二期1号楼1层1门） 李晶 美术

洮南市胡力吐乡日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WC17D 吉林省洮南市胡力吐蒙古族乡长青村立业屯 王菲 初中数学 生物 英语

洮南市艺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0DBM91 吉林省洮南市泰州南街（金地华府第九幢西数第2户门市） 郭帅 美术、书法

洮南市荷叶伞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BR376 洮南市团结西路282号门市 曹明迪 阅读

洮南市莱德尔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1EK34 洮南市育英东路路南221号 宁闯 英语、语文、数学

洮南市蛟流河乡博远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DXA2B 吉林省洮南市蛟流河乡乡内1层4门 赵胜南 小学语文、数学

洮南市赫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6X6DX3J 吉林省洮南市光明南街质量技术监督局商业楼3楼 郝艳艳 口才、作文、英语

洮南市超越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3L347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763号 刘德昌 语文

洮南市迦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14E5L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翡翠豪庭小区北门市楼 徐丽娟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洮南市迦美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46K03 洮南市利民小区东门市楼 胡胜男 舞蹈

洮南市郁竹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9BOXH 吉林省洮南市人和小区门市 闫佳丽 英语、数学、物理、化学、语文

洮南市郑老师校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L7LX8 洮南市翡翠豪庭小区6号楼1层3门 秦传友 语文、物理

洮南市金刚音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GBX94 吉林省洮南市兴安南街碧兴园19号楼4-5号门市 范冬梅 音乐

洮南市金座阅读口才写作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8HQXX 吉林省洮南市松辽南街624号 王哲伟 阅读、口才、写作

洮南市金牌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BAE57 吉林省洮南市松辽南街（金座小区一号楼2单元一楼西侧） 冯亚欣 数学、生物

洮南市金石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3JA61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珠玑园小区3号楼门市316幢10 赵磊 英语、语文

洮南市金科优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BDL12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翡翠豪庭小区7号103室） 刘先英 英语、数学

洮南市银河外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2DR78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西路540-541号 董魏巍 英语

洮南市阳光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YDNXL 洮南市金地华府小区9号楼门市 杨维华 语文

洮南市阳光画室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9YF66 吉林省洮南市光明街道泰州南街1层4门 闫凤军 美术

洮南市阿美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0D3G 吉林省洮南市府城北街467号 赵玉婷 英语

洮南市雅萍画室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8194X 吉林省洮南市民强东路386号1层8门 黄亚萍 美术

洮南市青果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2220881MA157KKJ9R 吉林省洮南市容声西路478号 李建波 初中物理、小学全科

洮南市非凡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JY60T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路路北（望竹苑小区1栋门市东数第8家）杨冬灵 美术、书法

洮南市领悟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4QP15P 洮南市四中对面丽泽苑门市 刘清秀 初中生物 数学

洮南市首辅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1QD6Q 吉林省洮南市兴安街东荣福西路兴安小区花园2号楼一单元7门许白 英语、数学

洮南市高数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F8G65 吉林省洮南市泰州北街（学子家园139号门市） 司马小婷物理、语文

洮南市鸿鹄书画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10J506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西路教育小区南门东门市楼 周秋玲 美术、书法

白城市洮北区一格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WTB1C 白城市瑞光南街9-32 田瑞瑞 英语 数学 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世博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M7D6D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东路44号楼 杨丹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东方硕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QMU7W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5楼-7 吴春波 口才

白城市洮北区云雀少儿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Q377B 白城市洮北区橡树湾小区东门南 刘旖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众仁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0220800MA16YG4B95 洮北区洮安西路18-1 刘瑛 语文数学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佳和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68AA3D 白城市洮北区白鹤小区5号楼三单元102号 刘岩 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佳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WE30W 白城市洮北区长庆南街25附1号 胡玲玲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典范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LO32 洮北区岭下镇中心校西100米路南 张丽 语文数学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华艺风采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PEE17 白城洮北区和平街2-13号 徐宝剑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博晟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LTX7M 白城市洮北区幸福南大街27号楼 侯卓汐 物理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双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CLG81 白城市洮北区金辉南街78楼-1号 苏莉莉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启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JAA8D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5号楼3号 孙亚立 作文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启智亲子作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91220800MA16X9XN7X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广场D段26-1 马忠全 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启达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DE75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21-5 李莹 语文数学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墨宝斋书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93G53D 白城瑞光南街14号楼 刘术学 书法美术

白城市洮北区大桥莱德尔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RTG43 白城市洮北区浴池胡同6号 宁闯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大雨书画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47PP8D 白城市洮北区瑞光南街20号 张英宇 书画

白城市洮北区天胜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WLD7Y 白城市文化广场B座16号 王雅茹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学优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HM86 白城市洮北区长庆北街27-1号 刘昱兵 英语语文数学物理

白城市洮北区学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LRQ7T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24—5号 李林波 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小哈佛作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6WR6D7X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34-11号 常洪宇 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小艺少儿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9N288 白城市洮北区长庆南街8号楼9号 王临川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小荷作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0CNP7R 白城市洮北区白鹤小区3号楼1单元1号 王玉艳 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超凡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9HKP2K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职工住宅2号楼越层东1户 段超 数学 语文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阳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A5D04D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文化路南侧 田俊英 数学语文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张凯少儿口才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B0580J 白城市洮北区鹤城壹号1楼-9门市 张凯 口才

白城市洮北区快乐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BA044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东路44-3楼 王慧萍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快乐魔方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6YRAR8K 白城市文化东路21号楼5单元 尹雪松 作文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新思维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AR7L80 白城市洮北区庆学西路14-4 冯宇超 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新方法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LBF5U 白城市洮北区长庆南街25号 康李密 英语语文

白城市洮北区新易数数学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RL07U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2号楼101室 王仕娟 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朗文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7K5P2J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31-5楼西单元2户 富迹痕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枫叶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G3118 白城市洮北区白鹤小区7楼西2单元西户 穆丽红 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派斯少儿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6XLR11E 白城市洮安西路31-9 吴娜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煦升艺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3K242 庆学东路12楼 张德鹏 口才 美术

白城市洮北区爱乐乐钢琴声乐园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RC77M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24-10号 于亚明 钢琴

白城市洮北区王薇钢琴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U353 白城市洮北区新华西大路21号楼2层 代桂花 钢琴

白城市洮北区班鸽舞蹈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RMA04 白城市保胜路12号9号 班鸽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神墨神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M9P76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5号楼3-1号 于艳艳 口才 珠脑心算

白城市洮北区神笔易练字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M8Q9P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一胡同6号楼一层 陈志波 书法 绘画

白城市洮北区笔畅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JP26 白城市洮北区瑞光南街9-30号 何晶 作文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红黄蓝书画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802694 白城市洮北区通宝胡同3单元1层东户 牛世梅 书法 美术



白城市洮北区经纬格练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J43T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10-2号楼 李爽 练字

白城市洮北区美吉特舞蹈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20800MA157KK46T 白城市洮北区汇龙小街二号 贾茹刚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舞艺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T2H69 白城市洮北区幸福新村B区15栋门市 王广峰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英才课外教育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62XA3X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22-7号 刘静平 语文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蒲公英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HB282 白城市洮北区北大岗子胡同4-1号楼 高楠楠 英语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蕴星舞蹈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JRL0J 白城市洮北区民生东路2-9 孙蕴航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诚基花园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7HJH8A 白城市洮北区金辉南街26号2单元1层东户 孟庆红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郝敬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PJH35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8-1号楼 郝敬辉 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金口才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A5GU9W 白城市洮北区瑞光南街10号 崔玲 口才

白城市洮北区锦程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G717H 白城市洮北区新华西大路11-11号 王金武 物理  化学  英语  生物

白城市洮北区闻名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6WQLP8K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34-8号 呼亮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阳之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L032 白城市洮北区海明西路23-6 丁金荣 数学物理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领航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DJ95P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客运站南100米第5号门市 王雪峰 数学语文物理

白城市郑兴舞武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P5R6W 白城市洮北区幸福南大街28-12号 郑宇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一格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WTB1C 白城市瑞光南街9-32 田瑞瑞 英语 数学 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世博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M7D6D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东路44号楼 杨丹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东方硕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QMU7W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5楼-7 吴春波 口才

白城市洮北区云雀少儿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Q377B 白城市洮北区橡树湾小区东门南 刘旖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众仁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0220800MA16YG4B95 洮北区洮安西路18-1 刘瑛 语文数学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佳和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68AA3D 白城市洮北区白鹤小区5号楼三单元102号 刘岩 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佳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WE30W 白城市洮北区长庆南街25附1号 胡玲玲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典范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LO32 洮北区岭下镇中心校西100米路南 张丽 语文数学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华艺风采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PEE17 白城洮北区和平街2-13号 徐宝剑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博晟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LTX7M 白城市洮北区幸福南大街27号楼 侯卓汐 物理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双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CLG81 白城市洮北区金辉南街78楼-1号 苏莉莉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启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JAA8D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5号楼3号 孙亚立 作文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启智亲子作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91220800MA16X9XN7X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广场D段26-1 马忠全 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启达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DE75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21-5 李莹 语文数学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墨宝斋书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93G53D 白城瑞光南街14号楼 刘术学 书法美术

白城市洮北区大桥莱德尔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RTG43 白城市洮北区浴池胡同6号 宁闯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大雨书画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47PP8D 白城市洮北区瑞光南街20号 张英宇 书画

白城市洮北区天胜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WLD7Y 白城市文化广场B座16号 王雅茹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学优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HM86 白城市洮北区长庆北街27-1号 刘昱兵 英语语文数学物理

白城市洮北区学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LRQ7T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24—5号 李林波 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小哈佛作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6WR6D7X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34-11号 常洪宇 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小艺少儿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9N288 白城市洮北区长庆南街8号楼9号 王临川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小荷作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0CNP7R 白城市洮北区白鹤小区3号楼1单元1号 王玉艳 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超凡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9HKP2K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职工住宅2号楼越层东1户 段超 数学 语文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阳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A5D04D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文化路南侧 田俊英 数学语文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张凯少儿口才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B0580J 白城市洮北区鹤城壹号1楼-9门市 张凯 口才

白城市洮北区快乐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BA044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东路44-3楼 王慧萍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快乐魔方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6YRAR8K 白城市文化东路21号楼5单元 尹雪松 作文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新思维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AR7L80 白城市洮北区庆学西路14-4 冯宇超 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新方法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LBF5U 白城市洮北区长庆南街25号 康李密 英语语文

白城市洮北区新易数数学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RL07U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2号楼101室 王仕娟 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朗文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7K5P2J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31-5楼西单元2户 富迹痕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枫叶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G3118 白城市洮北区白鹤小区7楼西2单元西户 穆丽红 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派斯少儿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6XLR11E 白城市洮安西路31-9 吴娜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煦升艺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3K242 庆学东路12楼 张德鹏 口才 美术

白城市洮北区爱乐乐钢琴声乐园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3RC77M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24-10号 于亚明 钢琴

白城市洮北区王薇钢琴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U353 白城市洮北区新华西大路21号楼2层 代桂花 钢琴

白城市洮北区班鸽舞蹈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RMA04 白城市保胜路12号9号 班鸽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神墨神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M9P76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5号楼3-1号 于艳艳 口才 珠脑心算

白城市洮北区神笔易练字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M8Q9P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一胡同6号楼一层 陈志波 书法 绘画

白城市洮北区笔畅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JP26 白城市洮北区瑞光南街9-30号 何晶 作文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红黄蓝书画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802694 白城市洮北区通宝胡同3单元1层东户 牛世梅 书法 美术

白城市洮北区经纬格练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J43T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10-2号楼 李爽 练字

白城市洮北区美吉特舞蹈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220800MA157KK46T 白城市洮北区汇龙小街二号 贾茹刚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舞艺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T2H69 白城市洮北区幸福新村B区15栋门市 王广峰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英才课外教育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62XA3X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22-7号 刘静平 语文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蒲公英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HB282 白城市洮北区北大岗子胡同4-1号楼 高楠楠 英语作文

白城市洮北区蕴星舞蹈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JRL0J 白城市洮北区民生东路2-9 孙蕴航 舞蹈

白城市洮北区诚基花园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7HJH8A 白城市洮北区金辉南街26号2单元1层东户 孟庆红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郝敬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PJH35 白城市洮北区文化西路8-1号楼 郝敬辉 数学

白城市洮北区金口才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A5GU9W 白城市洮北区瑞光南街10号 崔玲 口才

白城市洮北区锦程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55G717H 白城市洮北区新华西大路11-11号 王金武 物理  化学  英语  生物

白城市洮北区闻名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6WQLP8K 白城市洮北区洮安西路34-8号 呼亮 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阳之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KL032 白城市洮北区海明西路23-6 丁金荣 数学物理英语

白城市洮北区领航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DJ95P 白城市洮北区岭下镇客运站南100米第5号门市 王雪峰 数学语文物理

白城市郑兴舞武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00MA170P5R6W 白城市洮北区幸福南大街28-12号 郑宇 舞蹈



大安市一加一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82MA15BEG11T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锦华街金鼎秀苑1号楼2号楼中间112门市曹靖伟 语文、数学

大安市一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WME7C 吉林省大安市锦绣佳园二期三号楼二层 张春柳 英语、语文、数学、国学、思维训练培训

大安市三维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GM8G 大安市锦华街锦江花园小区9号楼202铺 刘占海 语文、数学、英语

大安市世纪国刚秋月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K897 大安市长虹小区九号楼东数第四门市 王然 口才、书法、英语

大安市两个黄鹂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NR49T 大安市玉泉路旺达美郡小区12号楼102门市 姜洪晶 少儿手脑识字与阅读、书法、舞蹈

大安市乔乔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DJ40 大安市烧锅镇乡中学南侧50米 柳安培 语文、数学、英语

大安市优尚教育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M10F 金鼎高层4号楼 于微 英语、语文、数学和素质能力提升

大安市伟光大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X320B 大安市长虹街金北花园小区7号楼107-108铺 刘春慧 英语、语文、数学培训

大安市千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WLB6G 吉林省大安市安盛地产道西北一门市 董双 语文、数学培训

大安市博知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DGXB 大安市长虹小区14号楼东数第五门市 马庆 书法

大安市启航教育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8AR9M 大安市安广镇天一伟业花园小区3号楼东数第10门市 李一 英语、语文、数学

大安市墨蒂斯钢琴培训有限公司（墨蒂斯钢琴） 91220882MA170THJ8E 吉林省大安市妇女创业一条街门市西侧2楼202门 孟显飞 钢琴等乐器培训

大安市奇点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WB7XG 吉林省大安市临江街嘉禾1号楼门市108门市 张英秀 数学、语文、物理

大安市奇色光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MA170WLR72 吉林省大安市金鼎秀苑16栋门市东1门 许传旭 英语培训

大安市奇迹教育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EY3Y 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光明街二小学北100米 鲁奇迹 小学语文、数学

大安市宏图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FJ7L 大安市滨江雅苑东数第七门市 黄士军 数学、英语

大安市宏泽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5ALWF11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客运站西门南侧2门市 谭晶 心算、思维训练、趣味文学、语言启蒙

大安市小夫子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L814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虹街长虹小区10号楼西数103门市 刘寅擘 国学经典、茶艺、武术、礼仪

大安市忆优中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忆优中泽培训）91220882MA170WBTX4 吉林省大安市金鼎秀苑（东二）商用房105铺 曲昊 书法、速读速记能力培养

大安市慧龙拉丁舞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慧龙拉丁舞）91220882MA170WJX3E 吉林省大安市金鼎秀苑厢房门市南5门（妇女创业一条街） 王蕊 舞蹈

大安市明慧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K2XY 吉林省大安市大成花园小区东门南数第12门市 王俐斌 数学

大安市明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L7H2X 大安市锦华街金岛花园25号裙楼103门市 纪明波 英语、数学

大安市星月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8EU9E 吉林省大安市舍力镇富饶家园一号楼东数第13门市 管冰 舞蹈

大安市星瑶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6XKMB9C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锦华街金鼎厢房门市三楼307室 潘辰 艺术、舞蹈、口才、形体

大安市李木子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KF2Q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新世纪广场对面金鼎三楼门市南数第3门市郑宇 音乐教育培训

大安市李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李琦教育） 91220882MA170X726L 吉林省大安市烧锅镇乡富民村烧锅镇屯 李琦 数学、语文培训

大安市桃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KT7K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锦华街龙腾小区前栋门市东数6门 陶桂芹 英语

大安市棒棒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8DN57 吉林省大安市安广镇二小学教师住宅楼对面南数第一门 尹立娜 英语、语文

大安市海跃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B141R 大安市龙腾小区东门北数第一门市 于秀丽 英语、数学、语文、演讲与口才、书法、国学培训

大安市点睛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NRB6Q 大安市玉泉路旺达美郡小区12号楼101门市 何曲英 艺术、口才培训，潜能开发培训

大安市爱萌滔客口才培训有限公司 9.12209E+17 吉林省大安市锦华街4-4-344-103（大安市锦华街机关幼儿园东侧数第三家1至2层）王晓琦 口才

大安市王令美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LQ9D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虹小区15号楼204门市 王令 美术、书法

大安市王子音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JC1W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康平街锦华小区南数第三门市 田玉芝 钢琴等器乐培训

大安市百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EN3N 大安市安广镇长白路温州服装城南数第一门市 许天祺 数学、语文、美术

大安市砺英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G24G 大安市金鼎秀苑9号楼门市南数第1门 李丽英 数学、语文、英语、物理



大安市立仁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9QY0M 大安市锦华街富宁小区西侧第1门市 庄文娇 语文、英语

大安市红美美术教育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82MA170LJK7N 大安市锦华派出所后侧嘉禾名苑北门十门市 张红梅 儿童画、素描、速写、色彩、设计、

大安市美律舞蹈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JQX0 大安市安广镇隆富三期三号楼西数第二门市一二层楼 杨冬飞 中国舞、街舞、少儿舞

大安市艺凡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824QM3W 吉林省大安市锦华街龙腾小区北侧门市西数第5门市 郭莹 舞蹈

大安市菁华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E21U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育才东路临江花园小区10号楼主楼西数第二户刘欢 高中数学、英语

大安市蒙老师辅导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HM4R 大安市南湖家园小区5号楼114号门市 蒙艳梅 语文、数学、英语

大安市辰光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WCE3W 吉林省大安市长虹小区九号楼东11门 袁广宏 数学、英语

大安市酷尔教育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1220882MA170LKMXJ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长虹小区10号楼门市西数一门 万红玉 语文、数学、英语培训

大安市金响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金响教育） 91220882MA170TGR7W 大安市德顺路中央公馆门市西数第六门 白烨 口才、乐高机器人、国学培训

大安市金手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8R9X8 大安市嘉禾明苑北门东侧门市第9、10、11号门市 肖荣丽 数学、英语

大安市铭德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LX69 大安市嘉禾小区东门市102商 于冬雪 数学、语文、物理、化学、生物

大安市铭轩教育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GT5C 大安市鸿祥花园小区9号楼102门市 程楷杰 英语、语文

大安市锦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KY8T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滨江雅苑第一栋104、105号门市 杜鹃 英语、语文

大安市雨林美术书法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WKD6W 大安市锦华街锦华小区西二栋厢房门市北三门 王雪 美术、书法培训

大安市雪儿舞蹈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58AT5A 大安市三好高层9号楼第9门市 王冬雪 民族舞、现代舞、芭蕾舞、街舞、少儿舞

大安市骄阳教育教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3KL93B 吉林省大安市长虹东路长虹小区12号楼9—11门市 刘艳娇 语文、数学

大安市鲍勃音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JY1F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临江街幸福花园北门106号门市 冯艳东 器乐培训

大安市鸣人艺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2MA170LK93M 吉林省白城市大安市临江街旺达美郡小区11号楼102号门市 李思 幼儿、中小学语言能力培训

t洮南市育馨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2CDP6J 洮南市府城南街59号 明明 音乐 舞蹈

吉林省洮南市学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L4J0J 吉林省洮南市一中路南（学子家园3号楼西数第10/11户） 霍刚 语文、数学、英语等

吉林省洮南市虹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6X1A51E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翡翠豪庭小区7号楼门市 王林萍 英语、物理、化学

洮南市一点英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89T32 洮南市利民安居花园13号3门市 刘晓伟 英语、物理

洮南市一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32ADR 洮南市一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曲洪源 数学 化学 英语

洮南市世伟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UY861 吉林省洮南市团结西路730号 李岩 美术

洮南市东方爱婴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5W46B 吉林省洮南市光明街道清镇东路（科技新城5号楼一层） 陈晶 3-6岁幼儿早期智力开发

洮南市习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TWB61 洮南市珠玑园小区1号楼门市西数第4家 许畅 语文 数学 外语

洮南市五会作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44N66 吉林省洮南市府城南街740号 许航 作文

洮南市付尧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5PEK16 吉林省洮南市光明南街734号 付尧 英语、作文、数学

洮南市优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448U2E 洮南市育英东路 秦海燕 机器人、奥数、沙画、口才、音乐、舞蹈、美术

洮南市优联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GAB9W 吉林省洮南市通达街道立交桥（粮食嘉园4号楼1-3层） 陈秀兰 早期教育、音乐启蒙、国学书画

洮南市传承古筝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072L7B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609号金地翰林苑3号楼1层4门 刘佳 古筝

洮南市佳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1N230 吉林省洮南市兴安南街454号 刘学 数学、英语、物理

洮南市佳鑫音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EJW2P 吉林省洮南市富文东路1层门市 陈君丽 音乐

洮南市佳音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15860 吉林省洮南市团结街道繁荣西路1层20门 徐杰夫 少儿英语

洮南市信德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5NF9X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799号 瞿丽丽 少儿英语、国学



洮南市全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L8R4C 吉林省洮南市国美7号楼门市 安然 课后辅导

洮南市冠嘉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J8T52 吉林省洮南市国美家园3号楼门市 王海龙 初中物理、初中数学、小学语文

洮南市凯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DC50P 吉林省洮南市松辽南街府都花园门市北数第六户 王俊英 物理、化学

洮南市凯旋归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6X1AT8R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203-10号 徐明凯 语文 数学 政治 物理 生物

洮南市刘佳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JNKXW 洮南市科技新城小区西门市楼 刘佳 舞蹈

洮南市勤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4AR2N 吉林省洮南市建设西路（瀚海明珠小区4号楼109/110） 宫喜 语文、数学、生物、化学、历史

洮南市卓越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85250 洮南市食品水产住宅楼南门市 刘淑琴 英语、语文、数学

洮南市博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0Q8J0G 吉林省洮南市松辽南街539号 葛兰 英语、语文

洮南市博瀚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QYK3D 吉林省洮南市松辽南街212号 李春梅 英语

洮南市卢琳基础书画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AFN6Y 洮南市利民小区东门市 王贺 小学书法美术

洮南市大平数学启蒙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AY52E 吉林省洮南市古树南街555号 王秀平 数学

洮南市大拇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9NJU 洮南市食品水产商业楼门市 刘洪军 课后辅导

洮南市天晟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E6N12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西路692号 何影 小学语文、数学、英语、作文

洮南市妙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B996N 洮南市泰府小区4号楼东门市 周景和 语文、英语、数学

洮南市学加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ENG7H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西路 沙桐 数学

洮南市学易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218R06 洮南市学子家园西门北侧门市 焦健 数学、生物

洮南市学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JU98N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西路（清真小区四楼西数第四户） 赵春丽 初中数学

洮南市学而优课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RF96X 洮南市光明街道广昌西路农发行楼 李颖秋 课后辅导

洮南市宫老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3DM7M 洮南市碧兴园小区4号楼门市 宫喜 数学、语文、英语

洮南市小喇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TXA72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西路385号望竹苑门市楼 石爽 口才、阅读、作文、英语

洮南市小桔灯作文阅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80KCP13 洮南市兴海花园2号楼门市 刘艳玲 作文、阅读

洮南市小状元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G6P92 吉林省洮南市第三小学南门西侧第一家 周会 英语、作文

洮南市少年之声播音主持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5TPJ47 吉林省洮南市清真西路182-12-16 唐艳华 口才

洮南市希望英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7XC22 洮南市公路段开发商业2号楼门市 催新新 英语、作文、数字

洮南市希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6J165 洮南市学子家园小区1号楼门市 刘宝才 初中数学 高中物理

洮南市快乐作文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LDKX9 洮南市教育小区南门西门市楼 杨杰 作文、阅读、国学

洮南市快乐学林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FQB9L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420号 田伟 数学、语文

洮南市惠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Y2G10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1层14门 高琪 初中数学英语 语文 高中 英语 语文

洮南市惠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MA170YPY52 洮南市金地华府小区第九幢11号门市楼 赵磊 课后辅导

洮南市慧学苑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FPR28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西路瀚海新居1号楼101门市 吴可 数学、语文、作文

洮南市擎俣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5Q7E0D 洮南市府城北街460号 李春杰 作文 英语 数学

洮南市文品轩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6090L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909号 李晓波 语文 数学

洮南市文慧大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EN159END3H吉林省洮南市民强西路（瀚海澜郡8号楼门市） 吕金莲 少儿英语、国学

洮南市文雅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6XLWA7W 吉林省洮南市府城南街242号芳菲苑小区4号楼门市 赵林 美术、书法、少儿英语

洮南市新世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ELR46 吉林省洮南市团结西路231号 张萌 英语、作文



洮南市新思维英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3QQ32E 洮南市府城北街政协开发楼5号楼门市 吴盈盈 初中英语 小学语文

洮南市新起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45657 洮南市繁荣西路755 董明慧 数学、英语、语文、化学

洮南市新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42E95X 洮南市光明办事处捌室伍组门市 蒋宇财 物理 语文 数学

洮南市早慧儿童潜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97K8D 洮南市金盛华府小区二期1号楼门市 张旭佳 英语、语文、数学

洮南市明德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2GY8R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东路科技新城小区12号楼西数第三门 石秀荣 数学、英语、语文等

洮南市明新书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9XM7R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338号 王明新 书法、美术

洮南市晓曦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EXPXC 吉林省洮南市清真西路225号 王晓曦 舞蹈

洮南市晓曦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住邦分校 91220881MA158NLR4P 吉林省洮南市团结东路155号（住邦万晟广场1号楼4层） 王晓曦 舞蹈

洮南市智恒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L659C 吉林省洮南市古树南街487号 任国庆 语文

洮南市李纯舞蹈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ADE50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东路住邦6号楼117号门市 李倩谊 舞蹈

洮南市李老师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3GTY8E 洮南市团结西路734号 王冰 初中数学 英语

洮南市桃源书画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5WC81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419号 任桃源 美术

洮南市永茂乡引领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WU17A 洮南市永茂乡二段村 吴哲 语文 数学

洮南市永茂乡思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35LT6J 吉林省洮南市永茂乡二段 懂艳明 小学数学 语文

洮南市永茂乡童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6YMED52 吉林省洮南市永茂乡二段村二段屯 邓吉飞 小学生课后辅导  口才 民族舞

洮南市洪霞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9X327 洮南市荣福西路526路 高洪立 课后辅导

洮南市清华慧朴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UWFXL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西路555号 王洪侠 英语、国学

洮南市滴水学堂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8YM3B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西路瀚海新城西数第一户 杨婷婷 阅读 书法 网络教学

洮南市潜龙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1MQ6R 洮南市平安家园5号楼一层13号门市 张秀荣 语文

洮南市爱桥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BYG2Q 吉林省洮南市兴隆西路昇平里小区15号楼北街门市 白玉 英语、语文

洮南市爱育幼童脑潜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2KF6C 洮南市翡翠豪庭小区2号楼8、9/10门市 韩秋妹 脑潜能开发 专注力 预言家

洮南市琳琳家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ABNOM 吉林省洮南市府城北街居家帅府门市北数第5户 陈淑梅 英语、小学口才

洮南市瓦房镇天星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20881MA157K25XW 吉林省洮南市瓦房镇中心小学西100米路北 梁建国 舞蹈、口才、跆拳道

洮南市瓦房镇学而优课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KJD7T 吉林省洮南市瓦房镇内中心小学西数第二户 李金凤 课后辅导

洮南市瓦房镇小马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4ACM09 洮南市瓦房镇中心小学西粉色二层楼门市 王海彬 小学语文 初中语文

洮南市睿晟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A3B4H 吉林省洮南市二小东侧民生小区东数1/2门市 刘佳玉 英语

洮南市神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K0934 吉林省兴安家园二期8号楼门市 姜宇飞 口才、书画

洮南市福顺镇梦燃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D2H29 吉林省洮南市福顺镇镇内81幢1层2-2门 洪英 小学英语、语文、初中英语、数学、语文

洮南市精英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74R72 吉林省洮南市广昌西路540号 张彦君 英语

洮南市维都塔美术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DT64C 吉林省洮南市府城北街第4栋门市北6号房 王程程 小学美术

洮南市美苑画室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A97XW 吉林省洮南市民强东路路南（金盛华府二期1号楼1层1门） 李晶 美术

洮南市胡力吐乡日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WC17D 吉林省洮南市胡力吐蒙古族乡长青村立业屯 王菲 初中数学 生物 英语

洮南市艺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0DBM91 吉林省洮南市泰州南街（金地华府第九幢西数第2户门市） 郭帅 美术、书法

洮南市荷叶伞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1BR376 洮南市团结西路282号门市 曹明迪 阅读

洮南市莱德尔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1EK34 洮南市育英东路路南221号 宁闯 英语、语文、数学



洮南市蛟流河乡博远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DXA2B 吉林省洮南市蛟流河乡乡内1层4门 赵胜南 小学语文、数学

洮南市赫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6X6DX3J 吉林省洮南市光明南街质量技术监督局商业楼3楼 郝艳艳 口才、作文、英语

洮南市超越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3L347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763号 刘德昌 语文

洮南市迦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14E5L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翡翠豪庭小区北门市楼 徐丽娟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洮南市迦美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46K03 洮南市利民小区东门市楼 胡胜男 舞蹈

洮南市郁竹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9BOXH 吉林省洮南市人和小区门市 闫佳丽 英语、数学、物理、化学、语文

洮南市郑老师校外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L7LX8 洮南市翡翠豪庭小区6号楼1层3门 秦传友 语文、物理

洮南市金刚音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GBX94 吉林省洮南市兴安南街碧兴园19号楼4-5号门市 范冬梅 音乐

洮南市金座阅读口才写作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8HQXX 吉林省洮南市松辽南街624号 王哲伟 阅读、口才、写作

洮南市金牌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BAE57 吉林省洮南市松辽南街（金座小区一号楼2单元一楼西侧） 冯亚欣 数学、生物

洮南市金石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03JA61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西路珠玑园小区3号楼门市316幢10 赵磊 英语、语文

洮南市金科优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8BDL12 吉林省洮南市荣福东路（翡翠豪庭小区7号103室） 刘先英 英语、数学

洮南市银河外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A2DR78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西路540-541号 董魏巍 英语

洮南市阳光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6YDNXL 洮南市金地华府小区9号楼门市 杨维华 语文

洮南市阳光画室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9YF66 吉林省洮南市光明街道泰州南街1层4门 闫凤军 美术

洮南市阿美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0D3G 吉林省洮南市府城北街467号 赵玉婷 英语

洮南市雅萍画室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98194X 吉林省洮南市民强东路386号1层8门 黄亚萍 美术

洮南市青果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2220881MA157KKJ9R 吉林省洮南市容声西路478号 李建波 初中物理、小学全科

洮南市非凡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JY60T 吉林省洮南市宏声路路北（望竹苑小区1栋门市东数第8家）杨冬灵 美术、书法

洮南市领悟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74QP15P 洮南市四中对面丽泽苑门市 刘清秀 初中生物 数学

洮南市首辅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71QD6Q 吉林省洮南市兴安街东荣福西路兴安小区花园2号楼一单元7门许白 英语、数学

洮南市高数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BF8G65 吉林省洮南市泰州北街（学子家园139号门市） 司马小婷物理、语文

洮南市鸿鹄书画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81MA1510J506 吉林省洮南市繁荣西路教育小区南门东门市楼 周秋玲 美术、书法

白城市通榆县旭昇辅导中心有限公司 91220822MA180WCH98 通榆县繁荣街团结路（宏都锦绣花园）20号楼西至东第8门 张淑英 语文数学美术

通榆县乐知教育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QGFOH 通榆县榆钱家园19号楼东数第3门 姜海建 中学及以下英语

通榆县优加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FU90Q 通榆县文华街开通路（九中综合楼）北至南第8门 邹广凤 中学及以下数学

通榆县保华吉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4T9M3N 通榆县御景苑东门市9号门 韩保华 音乐艺术培训

通榆县刘杨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EGM5Y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兴华街长青路（自来水公司东渔民公司门市西至东第三门）刘杨 英语

通榆县创艺阁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3J126D 通榆县文化街育才路（鹤域金城）3期B区9号楼东至西第9门姜虹宇 美术艺术培训

通榆县励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6YREL4L 通榆县鹤域金城三期门市 谢丽丽 语文  数学

通榆县博思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1NQ2L 通榆县富苑华城东大门北侧门市南至北第5门 孙胜付 高中及以下英语、数学、化学、初中物理

通榆县吉韵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2Q876 通榆县繁荣街开通路（畜牧局门市）东至西第10门2楼 李阳阳 音乐类、舞蹈类培训

通榆县好学课堂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80WOG4K 通榆县工商新村门市南至北第14门（繁荣街育才路） 赵金蛟 高中及以下地理；小学语文

通榆县好方法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14M91 通榆县建设街育才路（小城花园）北栋北至南第12门 王雪 高中英语、初中语文

通榆县宇航课后辅导中心 52220822MJY286708U 御景苑1号楼2单元1009商铺东9 赵冯晨 物理、生物、英语



通榆县安达外国语学校 52220822MJY322385B 通榆县中腾地产10号门 王春霞 英语

通榆县宝来星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EMDXD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黄榆街思源路（东北鑫城门市）14-15号楼东至西第31门刘占明 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通榆县慧德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818CGOJ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鹤域金城）三期B区东商铺北至南第23门章慧 语文、数学、英语

通榆县慧鑫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46MX0 通榆县建设街育才路（小城花园）北栋北至南第14门 丁园园 小学英语

通榆县新思路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EAX7B 通榆县建设街育才路（小城花园)北栋北至南第8门 金晓明 英语

通榆县晨风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2XR247 通榆县繁荣街育才路南至北第3门 王利利 高中及以下英语、小学语文，书法

通榆县环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38BDXG 通榆县建设街长青路（知识分子楼东侧） 郭佳 高中及以下数学英语

通榆县玲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EXQ6Y 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新发街育才路(职教集团家属楼1号楼门市4单元1层东侧)徐洪源 语文、数学

通榆县理想教育 52220822MJY33292X9 通榆县文化大厦 李雪 语文数学英语

通榆县童之声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2CK6A 通榆县中腾地产门市南至北第5门 佟静 语言表演、形体礼仪教学

通榆县童画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4TP72L 通榆县中腾地产B2门市北至南第8门 徐淑玉 美术艺术培训

通榆县简单课后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1CLIL 通榆县榆钱家园小区2号楼北门市东数第7门 金玉华 小学数学

通榆县精诚英语培训中心 52220822MJY286716N 通榆县锦绣花园北门西侧西至东四门 任丹 英语

通榆县聚能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DIH6H 通榆县文化大街长青路（御景苑小区）3号楼东7门 戴学顺 英语、数学、语文、物理、化学

通榆县舞状元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38G130 通榆县中腾地产A5门市11号门 王宇佳 街舞、爵士舞

通榆县艺童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0DLQ7P 通榆县壹号公馆东门市南数3号门 张锦 播音主持、形体礼仪

通榆县芳草地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1E53N 通榆县兴华街育才路（富苑华城）11号楼门市东至西第3门 马喜梅 初中数学、物理、化学学科辅导

通榆县诚博教育 52220822MJY3223343 通榆县中腾地产门市28门 吉秀珍 数学、物理、化学、英语

通榆县金泽教育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2B0A8U 通榆县文化街长青路（御景苑小区）3号楼东至西第9门 邢冰 演讲与口才

通榆县颇普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2MA174U13XE 通榆县四海明珠面朝东一、二层门市北数1门 刘亚杰 中学及以下英语、数学学科辅导

通榆县鹰击教育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91220822MA170F6K8L 通榆县榆钱家园小区东55号门市 张立鹏 数学、化学、英语

通榆启航课后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22MA1599N2X4 通榆县碧水东城 魏娜 数学、英语

吉林省镇赉县何老师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AYYQX9 吉林省镇赉县林业局综合楼 何丽艳 中小学英语

铭德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7ED4W 镇赉县新兴南街东永安东路南A07段1号2门市 刘志峰 美术培训

镇赉县一百分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1DB49F 镇赉县 吴静 英语

镇赉县丁博士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L9G5L 镇赉县红玺园小区商服17号楼7门市 丁于莉 英语

镇赉县丑小丫艺术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ACCA9L 吉林省镇赉县庆生街东团结路北4区3段384—1号 徐艳芹 舞蹈培训

镇赉县世纪京科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4ENM15 镇赉县书香蓝郡小区 李春雷 数学

镇赉县乐学堂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YAJ5R 镇赉县鑫龙丰小区1号楼11门市 王艳芳 数学

镇赉县乐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136T2N 吉林省镇赉县华程南街团结东路南1区43段12-2号 陈鸽 数学

镇赉县优选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28EP1Y 镇赉县 杨艳丽 英语

镇赉县佳优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UWM9R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 张波 数学辅导

镇赉县光华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CM585 镇赉县站前街西团结路北 许秋 英语辅导

镇赉县全优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C15XC 张琬岩 中小学英语，作文

镇赉县创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4M8LXX 镇赉县房产综合楼 张辉 书法



镇赉县加油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U3G5A 镇赉县翰林学府3号楼 范国柱 初高中数学培训

镇赉县卓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84956U 大屯镇 丁雪 英语

镇赉县卓越教育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6D1G0X 镇赉县科苑小区 王艳萍 语文

镇赉县卓越超群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BN8L98 吉林省镇赉县新兴南街东育才东路北（人和居6号楼6门市）王艳鹤 英语培训

镇赉县博慧英语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4RXF3C 镇赉县五棵树镇 王娜 语文

镇赉县博睿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02Q492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南湖街西民康西路南商服11号门 刘欢 英语培训

镇赉县博美国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PRU5G 镇赉县南湖街东育才路南 李佳美 美术

镇赉县博远语言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162Y97 镇赉县镇赉镇家属楼 郭越超 语言

镇赉县博雅作文辅导有限公司 9122082IMAI5A2MA53 镇赉县庆余街东团结路南 孙亚立 作文

镇赉县合合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05PR9P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庆余南街西育才西路南 郭忠清 播音主持培训

镇赉县启典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5JJXP 镇赉县翰林学府25号楼 赵春武 数学

镇赉县启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4PQ6XQ 镇赉县二中大门南 李天龙 语文

镇赉县圣艺乐器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FX64W 镇赉县书香蓝郡小区 任浩 乐器

镇赉县壹加壹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X2NL7C 吉林省镇赉县团结东路北华城北街东商服11号门 李雪松 英语辅导

镇赉县大苹果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2HA1A 镇赉县鑫龙丰小区 季元 口才

镇赉县大青苹果教育培训学校 91220821MA16XXHM27 刘仁平 数学

镇赉县天天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1FLPOB 镇赉县民康花园小区2号楼一单元8门市 李金龙 语文

镇赉县学好数学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A16Q1Q 吉林省镇赉县南湖街西育才路南2区13段5-16号 李威 中学数学教育

镇赉县学林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 16WQ923D 镇赉县翰林学府小区商服 刘相辉 物理

镇赉县宇萌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BTT5K 镇赉县阳光花园c区 张久和 数学

镇赉县宏扬英语培训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DET8Y 吉林省镇赉县华程北街东团结东路北3区11段19-8 王海洋 英语

镇赉县宏骅物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0YR42C 镇赉县 李宏山 物理

镇赉县小博士课后辅导学校有限公 91220821MA1703HQ4N 吉林省镇赉县庆生街东凌云路北（林业局综合楼1层9号门）才贺 英语

镇赉县小叮当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B9J9Y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刘文为 美术

镇赉县小天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1J6F30 镇赉县 刘海艳 英语

镇赉县小天鹅艺术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QE5XD 镇赉县创富书香苑小区商服 顾鹤菲 舞蹈

镇赉县小布丁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8U90M 镇赉县书香蓝郡19号楼A-4号门市 林雪 英语培训

镇赉县小画家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WMF6H 吉林省镇赉县新兴街东凌云路南（农行1号楼商服1号门） 彭珊珊 美术

镇赉县小请华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DA114 镇赉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楼商服10门市 陈国虎 英语

镇赉县帝舞季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D1240 镇赉县正阳街西嫩江路南2区9段 昝望 舞蹈培训

镇赉县心起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GAW2M 镇赉县庆生南街西嫩江西路南 刘宇航 语文

镇赉县恩泽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JRK0R 吉林省镇赉县工农南街东嫩江东路南 陈淑丹 英语培训

镇赉县慕石书画文化艺术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120Q96 镇赉县 张忠强 书法

镇赉县斯玛特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5DQK7H 镇赉县人和居小区 李玲玉 英语

镇赉县新英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R1D5Q 镇赉县环保大厦商服 侯庆玲 英语



镇赉县新赤城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19KB37 吉林省镇赉县南湖街东嫩江路南2区9段169号5单元102室 李艳惠 物理培训

镇赉县明德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8HRB5P 镇赉县坦途镇 李扬 数学

镇赉县昕梦想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7TWD0L 镇赉县翰林学府西门55号 孙海波 中小学各学科

镇赉县晨泽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17A3U 镇赉县庆余街西凌云路南2区5段 牛晶 英语辅导

镇赉县智点教育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 15BNG 409 吉林白城市镇赉县 陈立民 数学培训

镇赉县智轩课外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8XUY6G 吉林省镇赉县庆余南街东育才路南2区13段7-2号 孙天奇 数学辅导

镇赉县曙光优英语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1CG65W 镇赉县庆余南街西凌云西路南 乌丹 英语

镇赉县未来瑆英语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PXM20 工商部门 宫文影 英语

镇赉县朱锦外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P410F 吉林省镇赉县正阳南街东民康东路南民康花园（10.11综合楼）杨玉峰 中小学英语

镇赉县李老师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8WY66 镇赉县人和居一号楼商服23门市 李迎春 英语辅导

镇赉县杨老师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UG673 吉林省镇赉县华程南街东嫩江东路北1区18段3-3号 杨春红 英语培训

镇赉县步步高晶睿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EY09L 镇赉县团结小区2号楼10门市 王南楠 英语

镇赉县求实求真教育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JC27R 镇赉县南湖街西 张磊 英语

镇赉县满分作文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7EB87 镇赉县延年小区商服7门市 乔丽程 作文辅导

镇赉县点石成金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NR89J 吉林省镇赉县工农街东嫩江东路南1区35段44-9号 周非 化学培训

镇赉县王老师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02CE1F 吉林省白城市镇赉县正阳北街西团结路北3区9段425-11号 王佳娣 英语辅导

镇赉县理想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Y54W0Q 镇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李广全 化学培训

镇赉县琴韵行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2X9J9X 镇赉县钣金厂院内 樊秀春 钢琴

镇赉县甘老师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0RXD36 吉林省镇赉县庆余南街西团结路南2区3段140号3单元101室 甘婧 英语

镇赉县睿博学苑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h9222 吉林省镇赉县华程南街东永安东路南 班小雨 数学

镇赉县立英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863W4R 镇赉县民康花园6号楼2门市 谭丽英 英语

镇赉县筑梦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T5T0Y 镇赉县翰林学府小区商服 王丹丹 数学

镇赉县绘艺画苑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7GJ09 镇赉县救助站楼下商服 于晓芳 美术

镇赉县翰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0EQN75 镇赉县延年小区7号商服 张昊 英语

镇赉县育才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B1882E 镇赉县庆余街东永安路南 栾丽 英语

镇赉县艺兴书画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A4B5XX 吉林省镇赉县庆余南街西扶余路北2区14段 郑海艳 美术辅导

镇赉县艺林美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P4221 吉林省镇赉县井队家属楼商服1区6段170号 高岩 美术辅导

镇赉县艺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WXU76K 镇赉县庆生街东凌云路北 毕冬雪 美术

镇赉县艾思美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E6R1D 镇赉县飞翔广场B区8号门市 肖丽君 美术

镇赉县贝思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A24J4P 吉林省镇赉县庆余南街东民康西路南2区16段305-5号 战立菊 英语

镇赉县赤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PBK4G 吉林省镇赉县华程街西嫩江东路北1区6段170号 李冶 数学培训

镇赉县超越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92K35 镇赉县庆余南街东民康西路南 宋天超 数学辅导

镇赉县辉煌人生教育培训学校 91220821MA1747KC18 镇赉县鑫兴小区综合楼 陈守芬 语文

镇赉县金榜数学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QYQ2 镇赉县创富书香苑东门 张伟堂 数学辅导

镇赉县金牌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QET6U 镇赉县镇赉镇家属楼 张玲 英语



镇赉县鑫桥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8TFG9K 吉林省镇赉县大屯镇 顾敏 中小学英语辅导

镇赉县锐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578GU 镇赉县红玺园小区 魏雪姣 英语

镇赉县镇赉镇中宫格居民服务中心 91220821MA154YAA37 镇赉县南湖街西民康西路南 赵英 书法

镇赉县阳光教育课外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PGA0W 镇赉县科苑B区6号楼商服12门市 吴迎春 数学培训

镇赉县雁鸣场景作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AT81G 吉林省镇赉县华城南街东永安东路南（翰林学府24号楼商服10号门）徐晓明 作文培训

镇赉县静之舞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XAL480 镇赉县庆余北街东北广通路南4区2段342-3号 郭静 舞蹈培训

镇赉县顶峰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59NJN44 吉林省镇赉县黑鱼泡镇胡立台村 刘俊玲 英语

镇赉县领先教育辅导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80R5B1D 吉林省镇赉县华城南街东嫩江东路北商服2号门 李英军 数学培训

镇赉县飞越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X9E0L 吉林省镇赉县新兴南街东嫩江东路南人和居小区6号楼商服10号门陈云 英语辅导

镇赉县鼎美嘉语言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74AJW7B 镇赉县松苑小区3号楼 张佳琦 口才

镇赉朱迪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91220821MA16WP3W8E 吉林省镇赉县庆生南街东团结西路南69-4 朱锦 中小学英语



初高中以下（计算机、语文、数学、英语）及成人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