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 市英华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661 暨阳街道安康路19-5号一、二楼 王炬锋 王炬锋  丁  凤

2 市华翰青少年素质提升中心 133068170000181 暨阳街道滨江南路5号 许灵域 许灵域

3 市致远艺术培训学校 133068170000501 暨阳街道滨江支路3号 陈  耀 周  锷  寿  颖

4 市火火舞蹈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081 暨阳街道春江路18号三楼 郑  洁 郑  洁  赵琴芳

5 市振源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931 暨阳街道大桥路117号二楼 何  彬 诸暨市振源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
司6 市红树林艺术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111 暨阳街道大桥路151号二楼 周日柏 郭立明  何林燕

7 市桔灯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511 暨阳街道大桥路74号 吴丹贵 吴丹贵  吴益佳

8 市红苹果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401 暨阳街道大桥路98号 方满芳 方满芳  应生初

9 市彩乐素质艺术中心 133068170001891 暨阳街道东二环路246-7号 祝佳丽 祝佳丽  章建林

10 市众行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961 暨阳街道东二路212-224号 季小滨 季小滨  胡文燕

11 市名家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941 暨阳街道东江路21-5号一楼二楼 王日萍 诸暨市明志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2 市大拇指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021
暨阳街道东三路510号上城10幢10-1（一楼、二楼）、10-2
（二楼）、10-3（二楼）

翁小婷 陈乃宏  袁国利

13 市汇星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711 暨阳街道东旺路凤凰城8号一、二楼 郑小洪 邱瑜泽  黄飞云

14 市迪迪龙英语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561 暨阳街道东兴路72号一楼 姚建松 赵丽芳  赵纪华

15 市青少年宫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091 暨阳街道高湖路青少年宫内 应君珺 青少年宫

16 市育禾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691 暨阳街道艮塔东路23号-11二楼 黄丽燕 傅红亚  马小云

17 市八度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811 暨阳街道艮塔东路26号-2二楼 寿园菲 寿园菲  张谢君

18 市晓红舞蹈培训学校 133068170000311 暨阳街道艮塔东路3号三楼 郭晓红 郭晓红

19 市昂天素质培训学校 133068170000281 暨阳街道艮塔东路3号四楼 吕士琴 吕  萍

20 市顶育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721 暨阳街道艮塔路9号银证大厦二楼 张艳丽 唐  健  刘国栋

21 市博林素质培训学校 133068170000411 暨阳街道艮塔西路85号一楼 郭忠仙 楼陈英  钱迪文

22 市明日之星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191 暨阳街道荷花路28号二楼 蒋幼华 周迪儿  陈  炜

23 市博轩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531 暨阳街道环城北路73-2号一、二楼 赵玲霞 周博文  寿海丽

24 市轻舞飞扬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571 暨阳街道环城东路966号-1-2一、二楼 方文君 周伟英  周飞儿

25 市维特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291 暨阳街道环城东路966号一、二楼 张作祥 余杰卿  余杰锋

26 市小红帽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071 暨阳街道环城东路966号一楼 俞  昶 蒋  燕  范雪飞

27 市一飞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701 暨阳街道环城东路976号三楼 项淞敏 周春燕  项淞敏

28 市翰文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091 暨阳街道浣浦路10-9号-10-12号一楼二楼 戚亚行 楼  盛  毛祈恩  王雪梅

29 市金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271 暨阳街道浣沙横路105号二楼 王玉丽 陈振方  李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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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市童画美术培训中心天成分部 133068170001131 暨阳街道浣纱北路126号一、二楼 曹月月 王丽娜  楼  杰

31 市易道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831 暨阳街道浣纱北路131号、132号一、二层 孟小青 郦飞永  任美英

32 市天诚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121 暨阳街道浣纱北路145号一、二楼 钱公华 倪苏芳  钱公华

33 市品智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141 暨阳街道浣纱北路150号一、二楼 阮 泳 黄凤娣  宣友勇

34 市芝麻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051 暨阳街道暨东路19-8号二楼 王增国 马超美  何  铁

35 市华兴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991 暨阳街道暨阳北路88号二楼 潘  阳 张启明  章玉林

36 诸暨优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231 暨阳街道暨阳北路88号三楼 徐开富 徐开富  胡小红

37 市艺和艺术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641 暨阳街道暨阳路156号三楼 章益炜 朱叶奇  章益炜

38 市磐玉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133068170002261 暨阳街道暨阳路156号一楼 姚张霞
楼永泽

诸暨市他山之石教育咨询有限公
39 市知新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281 暨阳街道锦江路2-6号一楼 黄虹蕾 刘飞飞  边梅凤

40 市比尔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591 暨阳街道美景新村19幢1号二楼 郭春霞 黄佩玲  曾国栋

41 陶朱商学院 133068120001380 暨阳街道浦阳路77号 石道金
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

诸暨市教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42 市葡萄籽英语学习中心 133068170000271 暨阳街道人民北路鼓山新村10幢一楼 杨玉燕 陈玲丹

43 市明凯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351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198号长弄堂商业街1号区块二楼 陈华丽 浙江明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44 市天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071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198号长弄堂四号楼三楼 周焕聪 陈煜斐

45 市理查德英语培训学校 133068170000071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267号五楼 袁  越 袁  越

46 市浙帝现代打击乐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971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278号3楼302室 马瑜良 张  颖  马瑜良

47 市卓尔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081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278号新鲜橙3楼 傅许坚 朱军燕

48 市天马博雅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861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377号2-3楼 杜月儿 浙江海亮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49 市幸福画吧美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761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42号一、二楼 陈  静 陈  静  石如滨

50 市龙腾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261 暨阳街道市南路68-12号二楼 应银玲 应佳丽  汤可琴

51 市常春藤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921 暨阳街道陶朱北路56号一、二层 刘贤英 章杨根  刘贤英

52 市思华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031 暨阳街道西门路36号一楼二楼 王少杰 王少杰  李波翰

53 市金奥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871 暨阳街道徐家育英路35号一、二楼 边海云 吕利敏  葛伟群

54 市暨阳职业培训学校 133068170000301 暨阳街道永乐路33号 方碧霞 沈叠峰

55 市精牌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651 暨阳街道育英路40号二楼 吴金佳 葛伟新  葛伟群

56 市星空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451 暨阳街道育英路40号三楼 张春美 袁高良  楼姣红

57 市见荣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531 暨阳街道詹家山支路11-8号 骆依东 吴  剑  俞腾之

58 诸暨四季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311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18号1-5号 周国才
上海四季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杨汇宁  马笠超
59 市多元小画家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421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22号朗臻新天地B幢三楼 周  芹 钱仕友  蒋  波

60 市鼓歌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431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22号朗臻新天地B幢三楼 劳惠萍 傅柳琳  宋  波

61 市圆梦英语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401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22号朗臻新天地B幢四楼 赵素莹 袁  飞  赵素莹

62 市朗臻桔灯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411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22号朗臻新天地B幢四楼 范桂兰 吴丹贵  周佳佳



63 市恒搏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251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79号广和大厦三楼 叶彩云 齐旺锋

64 市新思维艺术素质培训基地 133068170000581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79号广和大厦4楼 俞祝焕 俞祝焕  方文英

65 市尚德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251 暨阳街道浣纱南路83号二楼 尉喜乐 郭春霞  张  婕 新增

66 市华博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841 暨阳街道上庄路37号二楼 厉珠芳 陈文杰  杨航燕 新增

67 市金昂立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891 暨阳街道西施大街100号二楼 骆健美 骆健美  熊  瑶 新增

68 市太阳书画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131 暨阳街道滨江中路32号 王佳丹 郦宁谦  王佳丹 新增

69 市新思源英语培训学校 133068170000611 暨阳街道人民南路150号二楼 张银来 张银来 新增

70 诸暨市勤信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133068170000049 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268号 蔡乐耕 应悦鑫 新增

71 诸暨市天作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0019 诸暨市暨阳街道浣浦路13-5号 吴其伦 金秀文  金梦迪 新增

72 市艺海艺术学校 133068170000211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268号宏祥商业广场二楼 金  涛 金 涛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73 市童趣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121 陶朱街道艮塔西路150号金宇·绿岛2幢206-209室 赵玉蝶 王  锦  章小燕
74 市小学士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621 陶朱街道和泰路3-17号二楼 章张法 方  行  方小利  方保龙
75 市君子兰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101 陶朱街道红梅路民生花园商铺一楼10-1至10-6号 郭  婧 方学军  邱栋梁
76 市晨阳英语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631 陶朱街道三都凤鸣路4号二楼 蒋向阳 蒋向阳  蒋向雁
77 市尚学堂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661 陶朱街道王家湖东路10-37号二楼 陈伟锋 陈伟锋  孟春平
78 市星河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341 陶朱街道望云路111-4号一、二楼 朱智媛 倪如意  毛李兰
79 市夏加儿美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201 陶朱街道望云路111号菲达壹品一楼 陈  聪 陈  露  陈  聪

80 市博学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971 陶朱街道文种南路8号陶居苑2幢一楼 周苗英 何  琴  寿高凤

81 市星晨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001 陶朱街道西二环288号外贸大厦一楼 何荣明 宣美萍  陈  虎

82 市剑桥素质培训学校 133068170000421 陶朱街道西二环路233号东方金座北郡楼三楼 黄鹏雷 黄鹏雷  何雪玲

83 市跳跳鱼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111 陶朱街道新泽苑东大门宝利路28-2、28-3 楼  洁 杨也群  楼  洁

84 市蓓蕾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791 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17号新天地5幢3楼319-323 詹天石 楼洪贝  陈坚平

85 市越宸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281 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17号诸暨上海城新天地3幢122、222、
223

周航欢 周露萍  周海波

86 市多彩画邦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101 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33号锦绣苑10幢一楼 陈  桔 陈  桔  李  炼

87 市沿途（精点）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911 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33号一楼 俞金飞 周伟良  孙  勇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88 市东白国学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801 浣东街道东二路125号鸿迪大厦三楼 杨占梅 赵  晶  杨  旦

89 市金翰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161 浣东街道福田花园商业街E6-1-13 赖登旺 李东芝  张菊丽

90 市启思爱贝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221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555号（雄风新天地）3层南区 袁小平 何玉燕  杨  佳  俞丹钧  俞佳
妍91 市大洋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601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777号福田花园C9幢一、二楼 王建军 马章洋  章梦倩

92 市福田之星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311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777号福田花园和畅居B5幢二楼 张 奕 周金莲  周仲信

93 市优德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731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777号和畅居B6一、二楼 沈正灿 傅可芳  赵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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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市征豪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691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777号桃源居C8幢1-5二楼 郑  聪 傅建江  郑  聪

95 诸暨航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0039 诸暨市浣东街道高湖路88号A馆3楼 宣国荣 冯一帆 新增

96 市弘文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191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985号福田花园栖香居D19-20幢二楼 王水木 寿晓笑  黄海萍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97 市青峰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501 大唐镇合健路111号二、三楼 吴清华 齐颖达  孟  女

98 市星艺站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951 大唐镇开元西路359号唐人广场二层C168号 祝家庄子 陈  锋  郑泽南

99 市艺翔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041 大唐镇开元西路359号唐人广场西裙楼一楼 戚丹锋 胡俊萍  戚丹锋

100 市学思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641 大唐镇轻纺北路174号二楼 施园园 章  兰  施园园

101 市青桥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851 大唐镇轻纺北路207号二楼 李  荣 汪正艳  崔文丽

102 市好学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791 大唐镇轻纺北路217-231号二楼 赵  洁 徐  葱  杨鑫伟

103 市翰墨才艺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541 大唐镇轻纺北路239号 王高峰 陈卓奇  马  梅

104 市新睿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051 大唐镇轻纺北路273-281号二楼 郭燕红 何乐萍  戚建鹏

105 市成长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911 大唐镇轻纺北路80号二楼 杨欢丽 杨欢丽  杨欢明

106 市弘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141 大唐镇唐人广场一层东门 宣其达 陈吟煜  蒋汶烨

107 市优阅珠心算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511 大唐镇文昌东路南侧188号二楼 寿  奕 李梦倩  严  勇

108 市快乐小博士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061 大唐镇兴唐北路158号二楼 侯大伦 陈创建  王秀丽

109 市弈童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331 大唐镇雍平路大唐花苑10号楼二楼 章桥铕 戚伟森  商梦梦

110 市瀚堂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521 大唐镇永盛路1号华海现代城19幢二楼 陈美玲 陈美玲  应孟超

111 市育艺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161 大唐镇永盛路1号华海现代城20幢1-2楼 杨  颖 杨  颖  周  蓓

112 市蓝星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961 大唐镇永盛路1号华海现代城3幢二楼 侯三仁 侯  通  侯根苗

113 市博文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321 大唐镇永盛路1号华海现代城4幢一、二楼 金仕文 蒋均飞  俞  飞

114 市金钥匙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131 大唐镇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4号楼2楼 刘方根 何小燕  杨  杰

115 诸暨市星海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011 大唐镇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4号楼二、三楼 侯更爱 侯恩飞  倪杨莲

116 市晓二郎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981 大唐镇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5、7号楼二层 杨福铨 马  磊  杨锡军

117 市明之远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151 大唐镇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6号楼106号-208号 周佳佳 诸暨市明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18 市易百分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061 大唐镇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五号楼201-203号、六号楼209-
212号

郑月祥 张华美  孟阳峰

119 市美博英语培训学校 133068170000251 大唐镇永新路425-427号 楼惠华 楼惠华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20 市思卓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761 店口镇盾安北路商贸城二楼 陈旦霞 朱雄英  陈旦霞

121 市英才英语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381 店口镇盾安悦新成3号楼107 俞  丹 许伟木  俞  丹

122 市悦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321 店口镇盾安悦新城3#111-113,3#212-214 吕吉坤 蒋  勇

123 市指南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301 店口镇露笑路7号茂阳发展大厦二楼C区 李永法 周  锋

124 市铭仕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171 店口镇铭仕路8号铭仕广场三楼 史学明 市铭仕广场经营管理公司

店口镇12家

大唐镇23家



125 市知音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541 店口镇铭仕路铭仕广场二楼 袁洋帆 袁洋帆  刘  杰

126 市添力艺术培训学校 133068170000521 店口镇伟业路9号 钱长煜 朱吉永  石幼旦

127 市星光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941 店口镇中央路200号二楼 吴  颖 毛黎星  陈建伟

128 市悦心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581 店口镇祝家坞村盾安悦新城5号楼二楼 王贤飞 俞春晓  王贤飞

129 市弘毅教育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240 店口镇祝家坞村胜利路2号 孟青青 浙江弘毅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30 市优培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571 店口镇铭仕路8号铭仕广场二楼 屠泽坤 屠泽坤  朱  伟 新增

131 市赛博英语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491 店口镇状元名府2号楼201、202 张石榆 吕海鹰  斯锦涛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32 市一品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461 牌头镇花苑路11-13号江南一品公寓5幢一楼 周彩芳 黄纪名  边满珍  宣燕凤

133 市龙图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491 牌头镇花苑路15号江南一品公寓6幢二楼 楼航锋 陈  莲  陈  超

134 市好未来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481 牌头镇花苑路9号江南一品公寓6二楼 王玲玲 郭俊贤  王玲玲

135 市名越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301 牌头镇牌上村江南一品6号楼三楼 王智强 孙橹杨  王智强

136 市奇彩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151 牌头镇同文花园5幢一楼 徐银彩 徐银彩  许  奇

137 市星灯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471 牌头镇站前路178号一、二楼 何伟英 陈佳乐  吕文秀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38 市育贝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211 枫桥镇步森大道122-1号一楼 王斐岳 楼国荣

139 市枫博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551 枫桥镇步森大道122号一楼 汤娄庆 汤娄庆  宣  锋

140 市易道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331 枫桥镇三贤路5号三楼300316-300322号 魏坚春 阮  婷  杨叶飞

141 市檀溪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321 枫桥镇尚义路151-13号一楼 卓钰萍 陈灵燕

142 市灵通外国语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241 枫桥镇绍大线200号三楼 周  佳 李海芳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43 市金榜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181 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4号公寓楼0103-0105、0203- 王  沧 赵文燕  赵志伟
144 市点点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171 山下湖镇西杨龙村众阳小区1幢000107、000109、000110 张铁潮 王  蕾  张铁潮
145 市博远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741 山下湖镇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3幢一、二楼 钱无瑕 汤伟杰  金璐佳
146 市雅歌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651 山下湖镇诸山路57弄32号 赵剑英 赵剑英  赵秋英
147 市倍速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781 山下湖镇紫荆华庭C区10号楼二楼000202、000203 孙玉燕 陈  焕  蒋梁梁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48 市乐天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591 璜山镇璜山村下市麻车园坂大楼三楼 泮梦娇 朱  乐  黄曙英

149 市飞天舞蹈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671 璜山镇龙苑小区2幢太子龙时代广场2-1002一楼 王亚飞 孟解翔  郦晓红

150 市金燕子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181 璜山镇龙苑小区3号一、二楼 郭彩斐 金丽丽  傅凌燕

牌头镇6家

枫桥镇5家

山下湖镇5家

璜山镇4家



151 市人人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2041 璜山镇桥下村福景苑B2商住楼一层 陈海东 陈海东  叶海英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52 市精诚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031 草塔镇纯塘雅苑一期8、12幢二楼 任幼飞 赵阳慧  徐  杰

153 市优加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751 草塔镇敬睦路2号一楼 张江卿 杨封榕  瞿红洁

154 市阅美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921 草塔镇敬睦路路口三楼 周光达 杨高峰  陈伟平

155 市草塔镇尚礼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291 草塔镇凯翔大道八号，110-112；210-213 边丽芳 赵  莹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56 市新启智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221 安华镇华兴路77号永业居安华庭1幢二楼 周传英 李  林  周传英

157 市贝特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851 安华镇永业居安华庭2幢101、201 冉仕兵 诸暨市小博士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158 市嘉博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211 安华镇永业居安华庭2幢二楼 曹淑镕 何琪洁  周粤彪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59 市青蓝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871 王家井镇古井路滨江公寓1号楼一楼 许善根 黎  娟  江佳勇

160 市骏马篮球培训基地 133068170000801 王家井镇市南路5号 缪寿守 魏少华  缪寿守  陈志明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61 市翰思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191 五泄镇五泄路100号二、三楼 杨泽浩 许春城  周博文

162 诸暨市赛睿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0029 诸暨市五泄镇兴工路28号 杨鹏飞 朱燕维 新增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63 市四叶草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841 应店街镇应镇西路7号一楼 丁叶明 应高平  丁叶明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64 市灵愉素质培训中心 133068170000141 次坞镇市场东路1号 俞彩招 徐建英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65 市乐文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881 直埠镇直埠村财富公寓3号楼商住楼一楼 徐  萍 许慧水  黄曙光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66 市千圣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821 街亭镇中兴路52号幸福里2号楼一、二楼 郦建人 黄裕丰  郑方园

街亭镇1家

草塔镇4家

安华镇3家

王家井镇2家

五泄镇2家

应店街镇1家

次坞镇1家

直埠镇1家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67 市梦锜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133068170002201 浬浦镇紫金花园一幢000201、000202 姚吉阳 余全锜  楼梦奇

序号 名称 许可证编号 地址 校长 举办者 备注

168 市睿学堂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133068170001901 阮市镇中国坚果产业园区90-92号一楼、二楼 屠水友 钱仕贤  钱梦烨

浬浦镇1家

阮市镇1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