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绍兴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由各区、县（市）教体局提供，2021年5月28日）

序号 所属区县 机构名称 办学地址

1-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睿和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解放北路2号玛格丽特商业中心东区3幢2楼

1-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世正艺术学校 绍兴市袍江金湖湾240-250号

1-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三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水沟营28号-2，-3

1-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辰光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高立花园西区1-3幢03-06号

1-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天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城南建设新村11幢2-3楼

1-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世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西小路73号

1-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尖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02）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620号201室、202室

1-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玲之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袍江新区越胜公寓6-7号

1-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纯艺空间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袍江东星康宁乐苑小区34幢313-317号

1-1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飞舞艺术培训中心 绍兴市上大路138号（1-3层）

1-1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学泰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环城西路217号-230、231、232、235

1-1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社区教育学院 绍兴市偏门鉴湖前街172号

1-1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朴新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人民中路399号财通证券3楼4楼，解放北路158号1层-3，158号2-3层，解放南路铭康大厦

201室-05，中兴南路686号690号692号

1-1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创想面对面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朝辉路63号三楼A01-A12



1-1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拍拍手少儿教育培训中心 绍兴市投醪河220号罗门公园西3-13号（二楼不得设班教学）

1-1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概念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西路783号三楼

1-1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雏鹰少儿综艺培训中心 绍兴市区龙洲花园99幢3楼

1-1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正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区中兴中路259号三楼

1-1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小兰花艺术培训中心 绍兴市越城区东池路八字桥D地块

1-2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罐罐熊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龙洲花园96幢2楼

1-2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海燕艺术培训中心 绍兴市环城西路217号情缘龙山322号-324号

1-2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南方牛津英语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南路822号北211室

1-2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胜利西路379号南二层三层

1-2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育才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袍江新区百盛街226号

1-2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365青少年培训学校 绍兴市解放南路1509号

1-2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博大教育艺术培训学校 绍兴市袍江袍中路1-11号

1-2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书香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书香锦苑419号3-5室

1-2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童憬艺家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情缘龙山商业街南面2楼

1-2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勤勉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中路239号后楼

1-3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环球青少儿国际英语培训学校 绍兴市袍江新区袍中北路146号（1-4）

1-3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一道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后墅路70号三楼

1-3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博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越中新天地小区1#商务楼304



1-3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棒棒堂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劳动路6号2-3层

1-3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双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北路199号-314(3楼3010室）

1-3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阳辉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锡麟路133号

1-3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美联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解放南路777号金帝银泰城1幢B014/B015/B016

1-3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弘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名都苑4幢202室、204室

1-3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布丁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环城南路822号，

1-3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博学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陶堰电子商务科创园区

1-4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远洋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体育场路综合楼（二楼）

1-4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乐萌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707号一楼

1-4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同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越兰大厦3-3-1

1-4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巴音河艺术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世纪街益泉世纪儿童城三楼

1-4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臻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小禅法弄5号

1-4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环球雅思外语培训学校 绍兴市解放北路302-318号月池坊A幢4楼、5楼

1-4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学大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西路299号临街2号楼二楼和三楼，解放南路766-4号

1-4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越秀国际终身教育学院 绍兴市会稽路428号

1-4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上元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胜利东路17号凯盛国际大厦16楼

1-4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正英阳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环城西路217-221-224号

1-5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智达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孙端街道上亭路14号-2



1-5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文轩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解放南路1353号铭康大厦3楼

1-5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博雅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南池路100号

1-5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金科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快阁苑吟春坊供销超市二楼

1-5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裕众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城东卧龙路1号（裕众大厦内）

1-5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春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177号2楼205、206室

1-5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一零一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中兴中路287号时代大厦二楼216室

1-5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艾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鉴湖镇南池村617号

1-5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晚报文化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延安东路628号绍兴日报社

1-5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金字塔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马臻路385-27-32号

1-6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思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八字桥直街23号内二幢朝东侧楼上

1-6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绍兴技师学院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学士路49号

1-6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依米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延安路43号二楼202-2

1-6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和畅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会稽路428号

1-6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建协培训学校 绍兴市铁甲营3号

1-6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京都教学培训学校 绍兴市新建南路732号，绍兴市解放南路766号

1-6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英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胜利西路157号

1-6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下谢墅新车管所内

1-6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浙美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绍兴市城南凤江路县新华书店前楼西首四层



1-69 越城区 绍兴市红歌艺术培训中心 绍兴市人民东路381号

1-7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理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中路225号406、407

1-7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学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府山横街二层201、三层、四层

1-7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复华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解放南路金时代广场二楼2048室

1-73 越城区 绍兴市联合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环城南路822号

1-7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维多利亚英语培训学校 绍兴市投醪河227、229、231、233号

1-7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元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阳明华都西区36幢

1-7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五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北路258号

1-7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思博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胜利东路86号西单元401-403室

1-7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进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城东卧龙路1号二楼

1-79 越城区 绍兴市彩虹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解放北路供销超市新河弄总店三楼

1-8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精益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金丰大厦11楼1102-1103室

1-8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铭业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迪荡新城国茂大厦1302室

1-82 越城区 绍兴市绍大教育培训中心 绍兴市胜利西路535号

1-8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绍兴中专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马臻路89号

1-8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欣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好望大厦2幢1404室-1

1-8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文韬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胜利西路1015号

1-86 越城区 绍兴市鸿基艺术培训中心 绍兴市马臻路385号15-17号，延安东路186号1楼



1-87 越城区 绍兴文理学院教育培训中心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西路508号

1-88 越城区 绍兴市文德隆音乐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中兴南路桂园畈3幢2楼

1-8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逗墨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人民中路239号2楼

1-9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学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中兴路时代大厦212室

1-91 绍兴市越城区嘉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延安路261号

1-9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今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迪荡崇贤街汇金大厦1104室

1-93 越城区 绍兴市金盾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袍江育贤路

1-94 越城区 绍兴市江大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阳明北路683号1410室

1-9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铭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迪荡新城北辰广场1幢803室、804室

1-9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海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投醪河路5号

1-97 越城区 绍兴市求知教育培训中心 绍兴市凤江路86号

1-9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解放大道705号

1-99 越城区 绍兴市飞燚艺术培训中心 绍兴市胜利东路香桥苑小区9幢三楼

1-100 越城区 绍兴市中兴财经专修学校 绍兴市中兴中路287号时代大厦4楼412室

1-10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腾飞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马臻路406号三楼

1-102 越城区 绍兴快乐手语培训中心 绍兴市城南东光路127号105室

1-10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思韵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金时代广场三楼

1-104 越城区 绍兴市东方鹰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建功路286号



1-10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尚意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金时代1133号一层二层，1135-1145二层

1-10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学库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胜利东路113号（新华书店四楼）

1-107 越城区 绍兴市博越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南路822号南4层，南5层501、502室

1-10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北雅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胜利西路605号

1-10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安心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锡麟路108号-116号二楼

1-11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雏鹰武术培训学校 绍兴市胜利西路160号

1-111 越城区 绍兴市中和教育培训中心 绍兴市环城南路822号南三楼301-308室，北四楼407-411室

1-11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嘉禾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南路822号南一楼

1-11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博立德教育培训学校 金湖湾小区20幢世纪东街192-200号

1-11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倍思特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胜利西路157号假日新天地2楼

1-11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由源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世贸国茂大厦1402-1室

1-11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红树林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西路217号201室

1-11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鸣德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辕门住宅小区中组团西首二楼

1-11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中汇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环城南路822号二楼

1-11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金赛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胜利西路157号三楼

1-12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金赛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238号

1-12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泊乐艺术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777号金帝银泰城9幢203

1-12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偲维壹加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越城区环城西路217号（情缘龙山317-320号）



1-12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丰收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1710号F幢3楼

1-12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明心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791号营业房，793,795,797号营业房

1-12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迪荡学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295号江南世家2楼

1-126 越城区 绍兴市前进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昆仑商务中心1幢404室

1-12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博源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袍中路130、132、134号，136、138号二楼

1-12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精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解放南路675号413室-417室

1-12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华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迪荡新城湖滨商业中心C区3楼

1-13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思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南路177号二楼

1-13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中路戴氏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区大厦402、403室

1-13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易学堂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后墅路肖港坊营业房三楼

1-13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创优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解放南路鉴湖大厦4楼

1-13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绘语国际英语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南路177号3楼

1-13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铭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北辰广场1幢301,302室

1-13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阅府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金宇园1541-1547号

1-13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麦田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路时代大厦3层312室-2

1-13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励耘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投醪河5号

1-13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凡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西路香粉弄6号

1-14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学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袍江（世纪农贸市场）越英北路45号301室



1-14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惠众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卧龙路129号

1-14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梦达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袍江滨河公寓100-101，103号

1-14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树德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袍江世纪街越胜公寓33号三楼301-310,320-328

1-14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上大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06号二楼

1-14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北海艺术培训学校 西郊路8号

1-14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硕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中路300号金鑫大厦3楼

1-14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东方解放北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北路381号华联商厦三楼

1-14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名都苑4幢302、304室

1-14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志成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镜湖新区华地汇鑫大厦302-2、303-2室

1-15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博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栖凫路南闲物业大楼三楼西首

1-15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大树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灵北公寓28幢201室

1-15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星火城南大道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大道428号

1-15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博课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越城区长城新村46幢（城南大道849号）一楼及二楼

1-15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书虫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袍江南岸花园东区A#商务楼世纪东街215、217号

1-15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易星英语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东池路66、68、70、74、76号二楼78号

1-15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好格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鲁迅西路57号（三 楼）

1-15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培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西路841号

1-15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名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建功路401、403、405、407、409室



1-15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龙山教育培训学校 绍兴市越城区学士街49号

1-16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夏恩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镜湖凤林西路248号1层，242-250号2层

1-16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易渡教育培训有限公司（学而

思）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17号3层

1-16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春藤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385-12、385-13、385-14

1-16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培智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金帝银泰城5幢204室

1-16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优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胜利东路221号香桥苑7幢

1-16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麦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环城东路1970号

1-16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莘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都泗门路80号汇银大厦1幢2楼202室

1-16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宸心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148号二楼

1-16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地平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新村越兰大厦4-2号B室

1-16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摩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铭康大厦301室-4

1-17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尚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大道路1259号三楼

1-17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华博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392号404室

1-17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乐知之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黄金时代大厦2幢303室-2

1-17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学仕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元城大厦303室

1-17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纳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区大厦302室、303室

1-17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语林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278号A区101-104室，201-207室

1-17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越马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207号205室



1-17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绍高艺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1187号13号车间301室

1-17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东方胜利东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池路108、110、112、114、116、118、120号二层

1-17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新东方解放南路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绍兴市越城区金帝银泰城8幢203、204、205、206室

1-18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智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颐高广场商业裙房202室-207号

1-18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宏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黄金大厦3幢301室-325室

1-18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智远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绍兴袍江上投华城3幢世纪东街30-1

1-18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冯氏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袍江上投华城四期30幢10-13号

1-18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典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西路141号1-1至2层

1-18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林立欣园同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袍江林立欣园1幢301室

1-18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二次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南路730-742号二楼

1-18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优考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西路157号401室

1-18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金色未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沁雨园沿南池路32-48号（双号）二楼

1-18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三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朝辉路63号三楼-2

1-19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每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西路217号-3-101、102、103

1-19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俊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陶堰镇名爵府14幢113、114、115、116、117室

1-19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金稻田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中路225号308、309室

1-19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北路龙之文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北路15号17#204-208室

1-19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三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袍江（世纪农贸市场）越英北路45号303室



1-19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明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街道解放路铭康大厦201室-3

1-19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砺行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蕺山街道利济桥直街69号金元商务楼二层

1-19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妙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1805号，人民东路1807号、1809号、1811号、1813号、1815号、

1817号二楼

1-19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好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西郭塘南诸家湾后畈绍兴市双保路桥工程建设有限公司2幢4楼

1-19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奥赢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环城西路217号-305，217号-308，217号-316

1-20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城东纳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剡溪路337号2楼2001-2012室

1-20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创一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环城西路440#3号407-412室

1-20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亮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后墅路段家汇7幢3楼

1-20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睿越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延安东路308号国脉大楼4层

1-20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亿格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中兴南路285号二层201-205号

1-20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精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766号一楼B107室

1-20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跃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袍江蔚兰星城4幢袍中北路16号

1-20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袍中北路戴氏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袍江亲亲家园翔宇坊12幢袍中北路31号

1-20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安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四马路18号西2楼、3楼

1-20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慧通胜利东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290号一至三层

1-21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培多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胜利西路379号北楼1-4楼

1-21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大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任家塔凤江路南侧第1幢一楼

1-21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鲁迅西路越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鲁迅西路58号



1-21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博达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迪荡湖路68号-401

1-21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图灵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世茂湖滨商业中心1幢D座2-3楼南侧

1-21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挚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越西路801号金德隆商业中心16幢205、305、206、306号

1-21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名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403、405-3号书香锦苑2幢201、202室

1-21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星火胜利东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300号、302号

1-21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白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袍江开发区凯旋路66号-15、16、17

1-21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敏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669号巨星大厦305室

1-22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箭金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越城区延安路43号二楼202-1

1-22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善英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新村越兰大厦（1号楼）商业用房2-1-3

1-22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佳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766号205商铺

1-22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竹君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城南蓝盾公寓15-17幢32-33号

1-22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程似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凤林西路254号

1-22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乐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西路517号二楼

1-22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品臣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43号二楼201室

1-22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品学轩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大校场沿187号-207、305

1-22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文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府横街丰宜馆3楼301室

1-22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世天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东路392号303-2室、305室

1-23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慧灵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南路42号三楼-1



1-23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聚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延安路43号三楼301

1-23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益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梅山路50好号，梅山路48号2楼

1-23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菁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银桥路175号201室

1-23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优兰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袍江越商大厦201室

1-23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传佳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袍中北路7-1号至7-4号

1-23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白桦树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袍江兴塘街37-51（奇数号）二楼

1-23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星火胜利西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胜利公寓2幢301室

1-23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菁英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世禾新村76栋三楼320室

1-23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书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朝阳路俞家锦苑营业房6幢2楼

1-24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伯安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群贤路群贤198文创园16#综合楼编号A2-16至A2-32

1-24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南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城南新村越兰大厦（1号楼）商业用房2-2-1

1-24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菁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袍江新区锦程文苑43幢袍中北路9-6-2号一楼及袍中北路9-4、9-5、9-6、9-7号商铺

（二楼）

1-24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吾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777号金帝银泰城6幢202/211/212/213室

1-24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从乾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平江路78号2号楼2楼201室

1-24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铭德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银桥路千客隆购物广场三楼西面北向南六间A1-1号营业房

1-24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优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平江路78号1号楼206室

1-24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天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迪荡街道平江路78号砥砺文创园1号楼228室

1-24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以心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利济桥直街69号302、303室



1-24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爱必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湖滨商业中心1幢347-352号

1-25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慧通解放南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南路596/598号

1-25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诺微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剡溪路256号C-3-03

1-25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赋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平江路78号1号楼2楼222-226室

1-253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世纪街依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袍江世纪街新安人家小区1.2幢沿街二层营业房-1至-5

1-254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朴兴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中路575号兴虹文化创意园4幢1-3层

1-255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领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府山街道环城西路（情缘龙山）217号2-101、217号-2-102、217号-2-103、

217号-3-101、217号-3-102

1-256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优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兴北路337号2楼-1

1-257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孙壮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中路570号2幢7号

1-258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材孜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中路575号兴虹文化创意园13幢101室

1-259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府山掌心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西路236号四楼

1-260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巨新掌心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解放大道669号巨星大厦208室、209室、211室、212室、213室

1-261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绍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灵芝街道曲屯路398号联合大厦3楼301-3、302室

1-262 越城区 绍兴市越城区萌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绍兴市越城区中汇大厦三楼306室

1-263 越城区 绍兴市上虞区沥海镇学成培训学校 绍兴市沥海街道东大道西路滨江苑141-143号

1-264 越城区 绍兴市上虞区沥海镇飞翔培训学校 绍兴市沥海街道海峰路359-375号

2-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东方学而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都市春天商业中心2幢203～204室

2-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馨童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纺都路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一层



2-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金汇名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金汇大厦1幢0111室

2-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世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华都苑2幢318-325室

2-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晨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商业中心1幢2050-2059室，

2063-2067室

2-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优素尚学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商业中心1幢3003-3028室、3091-3094室

2-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飞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商业中心1幢三层B区

2-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贝尔机器人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商业中心1幢三楼3001-3005室

2-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铭智优加外语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蓝天市心广场1幢202室

2-1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单君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市心广场2幢302室

2-1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童慧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蓝天市心广场2幢6单元311室

2-1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依米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蓝天市心广场405-411室

2-1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礼希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市心广场5号楼216-221、230-235室

2-1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品尚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市心广场8幢201室

2-1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以林艺术培训中心 柯桥街道裕民路环球大厦0113室、0203-0207室

2-1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黑潮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天府中心1幢0201室

2-1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趣画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区柯桥蓝天商业中心1幢3楼

2-1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泉能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新华书店5楼

2-1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星火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市心广场6幢二楼201-206、256室

2-2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承启少儿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金柯嘉园4幢102-1、102-2、103室二层



2-2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双师东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蓝天市心广场6幢三楼301、308、319、346、352室

2-2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尚武跆拳道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纺都路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一楼

2-2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爱进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市心广场3幢202-1室

2-2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集财会计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群贤路1955号蓝天商务楼10楼B2C幢

2-2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柯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天市心广场7幢233-234、236-241、246-256室

2-2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得道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百舸路后梅小区西门口二楼

2-2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翰文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百舸路香逸公寓6幢101-102室

2-2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金果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金色丽都花园17幢0111、0112、0113室

2-2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大容堂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邻里天地商厦1幢302室

2-3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乐赢积木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邻里天地商厦2幢301室

2-3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共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群贤路明园北门9幢0112室、0113室

2-3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大地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润泽大院1幢201、202、103#

2-3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述一舞蹈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香林花园23幢103-104室

2-3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启明星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香水湾28幢103、104、107、108室

2-3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越文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香水湾三期营业房108-109

2-3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高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越路邻里天地商厦1幢201室

2-3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北极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越路邻里天地商厦1幢301室

2-3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亮健教育培训中心 柯桥街道兴越路邻里天地商厦2-302室



2-3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繁星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越路邻里天地商厦2幢202室楼

2-4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育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越路邻里天地商厦3幢201室

2-4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思麦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越路邻里天地商厦3幢301室

2-4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全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越路邻里天地商厦3幢302-1室

2-4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大音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双渎路香林花园8号楼南侧沿街商铺101-102号

2-4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润泽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邻里天地商厦3幢202室

2-4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童欣艺术学校 柯桥街道笛扬路1154-1156号二层

2-46 柯桥区 绍兴柯桥行之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城市花园4幢101-102

2-4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博航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广厦公寓3号楼204室

2-4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文中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黄社溇路兴都大厦3楼

2-4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博科多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领先国际贸易中心2幢0227室

2-5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巴音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领先国际贸易中心B楼319-326、351-356室

2-5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美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领先国际贸易中心B楼328-346室

2-5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正音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瓜渚路762-768号

2-5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群贤路礼希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都大厦3楼303-2

2-5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舞当派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银座国际商务大楼6幢201室

2-5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柯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银座国际商务中心4幢201-301室

2-5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美吉克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银座国际商务中心9幢301室



2-5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兴锐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育才路城市花园4幢117-120室

2-5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思越壹加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越仕路兴都商务大厦0302室

2-5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数霖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越州大道550号

2-6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佳艺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越州大道坂湖明珠公寓0110、0111室

2-6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菁才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越州大道坂湖明珠公寓2幢0301室

2-6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新起点教育培训中心 柯桥街道越州大道518号坂湖明珠2楼

2-6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佳艺书画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越州大道530号（坂湖明珠）

2-6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博翔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银座国际商务中心1幢201、2幢201

2-6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蒙马特美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瓜渚路722号

2-6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天艺教育培训中心 柯桥街道瓜渚路734号

2-6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丹清艺术培训中心 柯桥银座国际商务中心7幢201室

2-6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快毅学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越丽都港湾一幢二层朝东

2-69 柯桥区 绍兴市绍兴市柯桥区名思培训中心 柯桥街道瓜渚路城市花园2E幢103-106、203-206室

2-7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新东方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鉴湖路龙华商务大厦3楼

2-7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春辉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龙湾府小区3号楼111西边一楼、二楼

2-7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博毅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大坂风情1-2幢0201室

2-7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榕一树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镜水苑综合楼一幢105-109室

2-7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梅捷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镜水苑综合楼1幢103-104室局部、204-210室



2-7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精而优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领先国际贸易中心1幢0302室

2-7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晨鸣教育培训中心 柯桥街道鉴湖路77号时代综合楼二楼局部

2-7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青云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恒美大厦0116、0207、0208、0209室

2-7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艺彩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明珠花园17幢1号

2-7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夏恩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侨都一品0105室、0203室

2-8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新星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群贤路侨都一品2幢201室及3幢301室

2-8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百草园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阳光商务大厦107、207、208室

2-8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沃德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阳光商务大厦五楼

2-8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彩艺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区湖西路侨都一品花园19幢201-206室

2-8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博元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区柯桥街道金扬路174-196号南三楼

2-8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悦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侨都一品花园5幢301-302室、7幢301室

2-8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翰海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鉴湖路湖景花园D幢104室、202室

2-8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星灿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百花路侨都一品花园18幢301-302室

2-8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艺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檀府6幢0102-0103室

2-8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依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笛扬路705号原新华书店2楼

2-9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福年美尔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笛扬路746号5幢302室

2-9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闻达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笛扬商苑9幢201-205

2-9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爱文音乐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锦麟天地购物中心B区224、225、226、227室



2-9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听莲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日月潭小区4-1号楼974-976号

2-9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巧易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檀府7幢202室、203室

2-9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非凡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檀府7幢301室

2-9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语灵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檀府7幢302室

2-9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昕萌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万商京都6幢101-102二楼、103-104、105-106二楼

2-9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菁华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万商路758号8幢201室

2-9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育才路泉能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万商京都花园5幢102-104室、6幢107-111室

2-10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泰弗尔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笛杨路746号福年大厦南4楼

2-10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星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轻纺城国际物流仓储中心西侧商铺2号楼3楼301室

2-10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双渎路依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轻纺城国际物流仓储中心西侧商铺2号楼3楼302室

2-103 柯桥区 绍兴柯桥一禾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国际物流仓储中心西侧商铺2号楼101、102、201-1、201-2号

2-10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美科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城市之星4-5幢0228室

2-10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艺萌舞蹈学校 柯桥街道湖东路万和丽都2幢306-2号

2-10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阳光之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湖中路蓝堡公寓1幢206、207、304室

2-10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一心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华宇路181号

2-10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卓贝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蓝堡公寓2幢0204室

2-10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古月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梅川小区13幢107、108、202室

2-11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爱乐培训中心 柯桥街道绍兴世界贸中心南区11幢122室



2-11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智适应学吧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世茂名流写字楼12幢203-204室

2-11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山姆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天一公寓1幢0109-0110室

2-11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翰画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万达广场12幢119-120室

2-11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优素美尔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万和丽都公寓1幢0301-1室

2-11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乐优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现代大厦1幢0117室、0215-0217室

2-11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辰悦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现代大厦2号楼124-125室、220-224室

2-11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数霖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越路1508号现代大厦2号楼0321-0325室

2-11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星航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越路819号邻里天地商厦3幢203室

2-11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文德隆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兴越路国贸中心南区1幢2楼

2-12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恩贝塔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屹男商业广场202室

2-12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新国界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玉兰国际大厦0402室

2-12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新时代培训中心 柯桥街道玉兰国际大厦201室

2-12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学致教育培训中心 柯桥街道裕民小区会馆三楼

2-12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洪博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国贸中心中区3幢105-106、107-108、109-110、111-112室

2-12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西子秀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后梅小区3幢102、103、202室

2-12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翰德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后梅小区营业房5幢104-1、203-204、6幢101-1、201室

2-12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皖博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湖东景园中梅嘉苑3幢103-106室

2-12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瑞丰金融培训学院 柯桥街道湖东路（望湖一号花园1幢）968号



2-12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知与行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湖东路湖中园会馆

2-13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高德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香湖郡小区11幢105、106、107室

2-13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泉能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桥街道香逸公寓商铺5幢101-1室、101-2室

2-13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未来星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耶溪路268号

2-13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伯特利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金地自在天地商业中心1幢0206-8、0206-9、0206-10室

2-13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弘道教育培训学校 柯岩街道新未庄南区商用房S2地块2楼

2-13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鲸童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岩街道柯岩大道187号2层

2-13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纳维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岩街道夏宫豪庭84幢103-104室

2-13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卓远教育培训学校 柯桥区柯岩街道鉴水人家二期中区5幢101室75号

2-13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艺果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岩街道华都商务大厦1幢203-205室

2-13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学而优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柯岩街道华都商务大厦1幢335-340室

2-14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夏朵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岩街道华都商务大厦1幢211-1、212室

2-14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爱易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金地自在城商业一期一号楼304室

2-14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爱幼薇艺术培训学校 华舍街道绸缎小区北门1幢106室

2-14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德秀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双周小区301-314幢

2-14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东舟教育培训学校 华舍街道东周小区22幢106-107室

2-14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飞音艺术培训学校 柯桥街道坂湖景园21幢103-5

2-14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非凡教育培训学校 华舍街道坂湖景园9幢1号2-3层



2-14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佳能教育培训中心 华舍街道东周小区26幢营业房105-106

2-14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精锐教育培训学校 华舍街道坂湖景园小区21幢102室至二层

2-14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柯华艺术培训学校 华舍街道坂湖景园21幢103室

2-15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乐苗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自在天地商业中心7幢201-203室

2-15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美育艺术培训学校 华舍街道群贤路金地自在天地4幢104-106室

2-15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鸣晨教育培训学校 华舍街道双周小区30幢107室

2-15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摩登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金地商业一期4号楼201-203、209室

2-15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苜蓿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东周小区12幢0101室

2-15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启明教育培训学校 华舍街道双周小区商业2幢304-311室

2-15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锐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锦绣河山小区北107号物业服务中心二楼

2-15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莘童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张溇大池头园9幢103室、201-203室

2-15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双亭路优素美尔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华舍街道自在天地商业中心16幢二层0201室、0203-0208室

2-15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太平路泉能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金地自在城泊悦园14幢2层

2-16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童书阁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金地自在商业中心4幢304室

2-16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学宸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张溇小区大池头园9幢301-307室

2-16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学达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自在天地商业中心4幢301室、306室

2-16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一笔一画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坂湖景园1-113室

2-16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一棵树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华舍街道龙湖原著小区东苑65幢0111、0112室



2-16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艺境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自在天地商业中心4幢305室

2-16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稚绘树艺术培训中心 华舍街道绸缎小区北门25幢3号营业房

2-16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真谛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恒宇锦园3幢111-112室

2-16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翊晨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原著小区东苑67幢0112室、0113室、0114室

2-16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金晨鸣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金地自在天地商业中心16号楼210-216室

2-17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瑾贤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光明澜山苑小区42幢110室

2-17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卡米拉舞蹈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川商大厦三楼0302室

2-17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天翼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华舍街道绸缎小区桂园1幢商103室

2-17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湖塘假日培训学校 湖塘街道湖塘村（湖塘中心幼儿园旁）

2-17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柯南少儿培训中心 湖塘街道鉴湖村华宇镜水苑31幢101、102、107、201室

2-17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兴晨教育培训学校 湖塘街道岭下村1号楼102室

2-17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亿成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湖塘街道岭下村寺后畈

2-17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依米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飞华大厦二楼

2-17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贝相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清华名家商业2幢302室

2-17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卡农艺术培训学校 钱清清江嘉园2幢105、106、203室

2-18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琨瑜乐韵培训学校 钱清街道镇前路永通国贸广场D座3楼

2-18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启恒教育培训学校 钱清街道新钱门学府3幢101室

2-18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新创想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柯钱清街道钱门学府商业1幢3楼



2-18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镇文森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
钱清街道飞华大厦东三楼

2-18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卓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清华名家商业1幢201室

2-18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卓程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永通国贸中心4幢207-210室

2-18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廷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柯钱清街道前梅商厦106\201-208室

2-18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优素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钱清钱江大厦1幢301-1室

2-18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安杰儿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永通国贸大厦A幢南附楼二楼C轴—L轴

2-18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恒创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新钱门学府3幢0111室、0112室

2-19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鸿儒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永通国贸中心4幢212室、213室

2-19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阅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梅盛阳光园1-2幢0303-0304室

2-19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钱清杉圣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梅盛阳光园1-2幢0302室

2-19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钱文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梅盛阳光园1-2幢0111、0112、0206、0207室

2-19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星朋体育培训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永通国贸中心3幢310-314室

2-19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阳帆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钱江大厦1幢301-2室

2-19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翊可积木培训有限公司 钱清街道钱江大厦1幢201室

2-19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创艺艺术培训学校 杨汛桥街道万豪国际一楼

2-19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三味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杨汛桥街道综合市场旁边

2-19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文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杨汛桥街道江桥居委会华府一号3幢204、11幢201

2-20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羲翰堂培训学校 杨汛桥街道江桃产业园



2-20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高峰艺术培训学校 杨汛桥街道江夏大道紫薇花苑6幢107室

2-20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杨汛桥天音艺术培训学校 杨汛桥杨江东路273号

2-20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英乐教育培训学校 杨汛桥街道展望村泰和园1幢3楼251-267号

2-20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众优教育培训学校 杨汛桥街道展望村泰和园1幢3楼301-283号

2-20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乐达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杨汛桥街道杨江名邸11幢301室

2-20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滨海青少年培训中心 马鞍街道滨海工业区商业中心三楼325-330室

2-20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赤兔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马鞍街道滨海工业区铂金广场三楼322～326室

2-20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逗号学堂教育培训中心 马鞍街道滨海工业区铂金生活广场三楼

2-20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分号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马鞍街道滨海工业区马鞍车站北路东

2-21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句号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马鞍街道车站北路17号

2-21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文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马鞍街道新海社区景和嘉苑B3二期一号楼二楼

2-21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忆童年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马鞍街道滨海工业区中设大厦3幢106室、201室

2-21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博睿教育培训学校 齐贤街道迎驾桥小区会所三楼

2-21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国韵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齐贤街道华齐路迎景苑1幢3楼302室、303室、

304室、306室、307室

2-21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泓艺艺术培训中心 齐贤街道金玉园拉菲苑2幢103-104室

2-21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齐贤邵氏课堂培训中心 齐贤街道齐贤行政村公共服务中心201室、202室、203室

2-21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清源教育培训学校 齐贤街道双渎路亲馨家园9幢101-103室

2-21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叁原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齐贤街道龙景嘉苑5幢101-104室二楼



2-21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歆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齐贤街道龙景嘉苑北区5幢105-107室2楼

2-22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三梦培训学校 齐贤街道金玉园商铺2-103、2-104

2-22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萌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齐贤街道龙景嘉苑6幢0106室

2-22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天乐培训学校 安昌街道镇中路天工物流2楼西侧

2-22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新锐教育培训学校 安昌街道文象府26幢113、114室

2-22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新思源教育培训学校 安昌街道东市原天工集团办公楼二楼

2-225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洋光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安昌安康华府商铺3号3楼

2-22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星星教育培训学校 安昌街道长乐村陈家溇22号

2-22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新世纪培训学校 安昌街道镇中路

2-22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金智塔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福全街道小任家畈村1幢营业房1-2楼

2-22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六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福全街道无名大厦2幢0202室、0203室

2-23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清禾艺术培训学校 柯福全街道嘉丰大厦1-2楼

2-23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金鸣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福全街道大生村

2-23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兰渚艺术培训中心 漓渚镇漓渚新宇花园营业房6-103

2-233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兰博教育培训学校 兰亭街道国际公寓营业房106、107室

2-234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新沸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兰亭街道江上澜庭小区9号楼二楼301-311室

2-235 柯桥区 柯桥区夏履禹越教育培训中心 夏履镇长通畈

2-236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藏音阁艺术培训学校 平水镇平水大道浅水郡1-106、107号



2-237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鼎好教育培训学校 平水镇若耶明珠小区6幢104室

2-238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画艺艺术培训学校 平水镇米兰浅山郡营业房1-104、105

2-239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平水育成教育培训学校 平水镇工商路清华苑22幢105-108室

2-240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无忧教育培训学校 平水镇清华苑22幢101、103、104室

2-241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星添艺术培训中心 平水镇若耶明珠18幢104-105商铺

2-242 柯桥区 绍兴市柯桥区阳光教育培训中心 平水镇车站路中厦阳光华庭营业房三楼

3-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亿星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江东北路588号百官广场裙房二楼

3-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优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江东北路588号百官广场裙2层2-02号

3-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舜道文武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半山路180号（原师范附小综合楼）

3-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非常艺术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1号楼闰土大厦202室 

3-5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国艺美术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1号楼闰土大厦6楼

3-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小童星艺术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1号楼闰土大厦802室

3-7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新动力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1号楼闰土大厦902室

3-8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名扬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1号楼闰土大厦七楼 

3-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育人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1号楼闰土大厦四楼

3-10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松鼠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2号楼四层

3-1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魔天轮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2号楼西侧

3-1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青蓝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6号楼3楼302室



3-1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英格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6号楼501室

3-1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材瑞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财富广场8号楼1-3层

3-15 上虞区 绍兴上虞慧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财富路 16 号

3-16 上虞区 绍兴上虞禧贝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财富路17号1层、15-17号3层

3-17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禹贡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大普路 606 号（金汇大厦三楼）

3-18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安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大普路 608 号凯利大厦 301 室

3-1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龙驰教育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大普路50号 

3-20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领航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多元路199-205号

3-2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三叶草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多元世纪城东区12-1幢201室

3-2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好习惯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峰山南路（新上海花园）489-493号

3-2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博雅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观山路181号、187号、189号，江广路616号

3-2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乐创教育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峰山南路556号（钱江大厦103室）

3-25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莎凯思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峰山南路556号钱江大厦105铺

3-2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久优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峰山南路556号钱江大厦302室

3-27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卓尔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凤山路49号

3-28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名人名家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盖山路73-79号 ，高丰家园东门

3-2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睿博语言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华维路58号永生大厦3楼

3-30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栀子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华维路 66 号恒亿大厦 1-2 层



3-3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春蕾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区百官街道华维路 66 号恒亿大厦三楼

3-3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英才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华维路66号恒亿大厦402室

3-3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蒲公英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华维路66号恒亿大厦4楼

3-3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思博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华维路66号恒亿大厦501、502室

3-35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源帆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华维路66号恒亿大厦7楼

3-3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汇知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华维路66号恒亿大厦8楼802室

3-37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学梯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江扬路68号 

3-38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澜天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江扬路锦绣家园1幢2号营业房 

3-3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厉轩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江扬路778号永利大厦5楼502室

3-40 上虞区 绍兴上虞正锋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江扬路888号中富大厦（A2幢四层）

3-4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星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江扬路888号A2幢五层

3-4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新知堂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江扬南路132-1号

3-4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文德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锦茂大厦2层205室

3-44 上虞区 绍兴上虞博睿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锦茂大厦502室

3-45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启程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锦茂大厦6楼

3-4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银河文学艺术培训学校 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银河新村6A幢

3-47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大众外语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锦茂大厦7楼701室

3-48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新东方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锦茂大厦东1-3层



3-4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艾迪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锦茂大厦二楼

3-50 上虞区 绍兴上虞爱德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梁祝大道2389号新天龙大厦4层402

3-5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阳杰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梁祝大道2389号新天龙大厦二楼

3-5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今贸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梁祝大道2389号新天龙大厦四层401室

3-5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科蒂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梁祝大道2389号新天龙大厦一层

3-5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萤火虫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梁祝大道北段 2385 号（万金大厦 1-5 层）

3-55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海韵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兰芎路黄金海岸营业房 155号 1-2 楼

3-5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智联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梁祝大道北段1026号、1046号二楼

3-57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学易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梁祝大道北段1038号一楼

3-58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红果果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藕舫路289号 

3-5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博雅教育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藕舫路289号 

3-60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小欣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人民中路 250 号（博物馆附近）

3-6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长城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人民中路225号 

3-6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博赞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舜江东路299号（王坚牙科后）

3-6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飞阳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340-348号（一层）

3-6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新未来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666号建行大厦12楼 

3-65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学鼎教育培训学校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666号建行大厦15楼

3-6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海博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666号建行大厦6楼



3-67 上虞区 绍兴上虞万松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666号建行大厦8楼

3-68 上虞区 绍兴上虞学智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678号江河大厦4楼

3-6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学博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市民大道678号江河大厦5楼

3-70 上虞区 绍兴上虞学乐多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王充路 153 号华维公寓 10 号楼二楼

3-7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奕文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王充路 789 号城北中欣大厦二楼

3-7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华维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王充路338号 

3-7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顾道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王充路578号金城大厦502

3-7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依米箭金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王充路589号2楼

3-75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材梓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望山路118号（都悦大厦401室）

3-7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向上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百官街道星宇新村1幢01室

3-77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明韬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曹娥街道嘉和路（用房第2、3层）

3-78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博升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曹娥街道经济开发区通江东路255号

3-7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德馨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曹娥街道鸿雁路785-787号

3-80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清大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曹娥街道舜耕大道788号2楼

3-8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孝德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曹娥街道舜杰路547号（江滨新村2幢7#-14#）

3-8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启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曹娥街道腾飞路128号—134号 

3-8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扬帆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曹娥街道兴业北路春江花城7号楼一楼699、701号

3-8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求知成人教育学校 曹娥街道江西路 2288 号浙大网新科创中心加速器 4 楼



3-85 上虞区 绍兴上虞区雨凡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曹娥街道双语大厦201铺

3-8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宇凡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曹娥街道腾飞路229-237号 

3-87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鸿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曹娥街道锦华路8号

3-88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学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东关街道共青路26、28号（校名变更中） 

3-8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词聪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东关街道共青路38、40、42、46号（联排）

3-90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学萌教育培训学校 东关街道共青路76号 

3-9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新起点培训学校 东关街道镇西路2-6号 

3-9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巴比松艺术培训学校 长塘镇会篁村 

3-9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大爱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道墟街道中兴路四号楼（二楼）

3-9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爱立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道墟街道东市 4 号楼 3 楼

3-95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思远培训学校 小越街道越兴西路 62 号

3-9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红蓝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小越街道越兴西路41号

3-97 上虞区 绍兴上虞舜杰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小越街道越中路

3-98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清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崧厦街道崧镇南路237号

3-9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高育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崧厦街道粮争南路158号、160号、162号

3-100 上虞区 绍兴上虞航攀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崧厦街道裕德路178号、180号

3-10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中龙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崧厦街道伞业园区百崧路357号

3-10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小汤姆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崧厦街道东辅路980长海大厦1-4层



3-10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启名星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崧厦街道裕德路216-222号

3-10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学尔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崧厦街道祝家街39号粮油公司第二、三层

3-105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纳思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上浦镇上浦村上风路23-3号3楼

3-10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志学教育培训学校 汤浦镇舜源路69号

3-107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龙猫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汤浦镇响山路16号

3-108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启明星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章镇镇望江路83号、85号（地址变更中）

3-109 上虞区 绍兴上虞丰硕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章镇镇章丰公路 199 号金汇商务中心 301 室

3-110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优学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丰惠镇普发中路11-13号（普发花园B幢6-11号）

3-11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天天教育培训学校 丰惠镇东郊路57号 

3-112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惠园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丰惠镇东郊大路1号

3-113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培英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丰惠镇普发花园B幢12-14号营业房

3-114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思达课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丰惠镇普发花园营业房F116-118 （一层）

3-115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思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杭州湾上虞工业园区纬九东路 251 号

3-116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智源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谢塘镇小学路4-10号

3-117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诗易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上虞区谢塘镇谢家塘村18号

3-118 上虞区 京师培训学校（绍兴市上虞）有限公司 杭州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环湖北路88号

3-119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沥海镇学成培训学校 沥海街道海东大道西路滨江苑141-143号 

3-120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沥海镇飞翔培训学校 沥海街道海峰路359-375号



3-121 上虞区 绍兴市上虞区鸿恩培训学校有限责任公司 上虞区小越街道越兴东路（越发家园）1幢215、217、219、221、223、225号

4-1 诸暨市 诸暨市理查德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267号五楼

4-2 诸暨市 诸暨市京桥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艮塔东路82号东侧二楼

4-3 诸暨市 诸暨市壬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金鸡山后村水阁7号

4-4 诸暨市 诸暨市之阳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滨江中路32号

4-5 诸暨市 诸暨市灵愉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次坞镇

4-6 诸暨市 诸暨市华翰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滨江南路5号

4-7 诸暨市 诸暨市明之星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荷花路28号二楼

4-8 诸暨市 诸暨市艺海艺术学校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268号宏祥商业广场二楼

4-9 诸暨市 诸暨市冠彤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枫桥镇绍大线200号三楼

4-10 诸暨市 诸暨市美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大唐街道永新路425-427号

4-11 诸暨市 诸暨市昂天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艮塔东路3号四楼

4-12 诸暨市 诸暨市暨阳职业培训学校 暨阳街道永乐路33号

4-13 诸暨市 诸暨市天翼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下坊门7号二楼

4-14 诸暨市 诸暨市泰弗尔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盾安悦新成3号楼107

4-15 诸暨市 诸暨市红苹果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大桥路98号

4-16 诸暨市 诸暨市剑桥素质培训学校 陶朱街道西二环路233号东方金座北郡楼三楼

4-17 诸暨市 诸暨市骞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状元名府2号楼201、202



4-18 诸暨市 诸暨市致远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滨江支路3号

4-19 诸暨市 诸暨市桔灯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大桥路74号

4-20 诸暨市 诸暨市添力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伟业路9号

4-21 诸暨市 诸暨市见荣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詹家山支路11-8号

4-22 诸暨市 诸暨市翰墨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轻纺北路239号

4-23 诸暨市 诸暨市迪迪龙英语培训中心 暨阳街道东兴路72号一楼

4-24 诸暨市 诸暨市轻舞飞扬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环城东路966号-1-2一、二楼

4-25 诸暨市 诸暨市新思维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79号广和大厦4楼

4-26 诸暨市 诸暨市初阳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陶朱街道望云路菲达壹品商铺1号楼107号1楼及107号-111号2楼区域

4-27 诸暨市 诸暨市新思源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人民南路150号二楼

4-28 诸暨市 诸暨市智汇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和泰路3-17号二楼

4-29 诸暨市 诸暨市晨阳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三都凤鸣路4号二楼

4-30 诸暨市 诸暨市学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轻纺北路174号二楼

4-31 诸暨市 诸暨市雅歌艺术培训中心 山下湖镇诸山路57弄32号

4-32 诸暨市 诸暨市墨趣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王家湖东路10-37号二楼

4-33 诸暨市 诸暨市育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艮塔东路23号-11二楼

4-34 诸暨市 诸暨市汇星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东旺路凤凰城8号一、二楼

4-35 诸暨市 诸暨市瑞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东兴路92-98号一楼



4-36 诸暨市 诸暨市思卓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盾安北路商贸城二楼

4-37 诸暨市 诸暨市花生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轻纺北路217-231号二楼

4-38 诸暨市 诸暨市骏马篮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南街道市南路5号

4-39 诸暨市 诸暨市八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艮塔东路26号-2二楼

4-40 诸暨市 诸暨市华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上庄路37号二楼

4-41 诸暨市 诸暨市青桥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大唐街道轻纺北路207号二楼

4-42 诸暨市 诸暨市金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徐家育英路35号一、二楼

4-43 诸暨市 诸暨市诚长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轻纺北路80号二楼

4-44 诸暨市 诸暨市阅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敬睦路路口三楼

4-45 诸暨市 诸暨市星曈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中央路200号二楼

4-46 诸暨市 诸暨市蓝星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永盛路1号华海现代城3幢二楼

4-47 诸暨市 诸暨市优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文种南路8号陶居苑2幢一楼

4-48 诸暨市 诸暨市精莼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莼塘雅苑一期8、12幢二楼

4-49 诸暨市 诸暨市艺翔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开元西路359号唐人广场西裙楼一楼

4-50 诸暨市 诸暨市快乐小博士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兴唐北路158号二楼

4-51 诸暨市 诸暨市小红帽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环城东路966号一楼

4-52 诸暨市 诸暨市海培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33号锦绣苑10幢一楼

4-53 诸暨市 诸暨市品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浣纱北路150号一、二楼



4-54 诸暨市 诸暨市奇彩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牌头镇同文花园5幢一楼

4-55 诸暨市 诸暨市金翰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福田花园商业街E6-1-13

4-56 诸暨市 诸暨市君问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璜山镇龙苑小区3号一、二楼

4-57 诸暨市 诸暨市弘文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985号福田花园栖香居D19-20幢二楼

4-58 诸暨市 诸暨市夏加儿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望云路111号菲达壹品一楼

4-59 诸暨市 诸暨市佳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安华镇永业居安华庭2幢二楼

4-60 诸暨市 诸暨市新起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安华镇华兴路77号永业居安华庭1幢二楼

4-61 诸暨市 诸暨市远大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艮塔东路44号二楼

4-62 诸暨市 诸暨市一贝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永兴路下坊门综合楼3-4号二楼

4-63 诸暨市 诸暨市知新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锦江路2-6号一楼

4-64 诸暨市 诸暨市维特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环城东路966号一、二楼

4-65 诸暨市 诸暨市名越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牌头镇牌上村江南一品6号楼三楼

4-66 诸暨市 诸暨市福田之星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777号福田花园和畅居B5幢二楼

4-67 诸暨市 诸暨市奕童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雍平路大唐花苑10号楼二楼

4-68 诸暨市 诸暨市明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198号长弄堂商业街1号区块二楼

4-69 诸暨市 陶朱商学院 暨阳街道浦阳路77号

4-70 诸暨市 诸暨市圆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22号朗臻新天地B幢四楼

4-71 诸暨市 诸暨市思齐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22号朗臻新天地B幢四楼



4-72 诸暨市 诸暨市未来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艮塔东路357号一楼

4-73 诸暨市 诸暨市世纪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八一新村15幢二楼

4-74 诸暨市 诸暨市小文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牌头镇花苑路11-13号江南一品公寓5幢一楼

4-75 诸暨市 诸暨市星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牌头镇站前路178号一、二楼

4-76 诸暨市 诸暨市千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牌头镇花苑路9号江南一品公寓6二楼

4-77 诸暨市 诸暨市龙途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牌头镇花苑路15号江南一品公寓6幢二楼

4-78 诸暨市 诸暨市青峰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合健路111号二、三楼

4-79 诸暨市 诸暨市优阅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文昌东路南侧188号二楼

4-80 诸暨市 诸暨市瀚堂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永盛路1号华海现代城19幢二楼

4-81 诸暨市 诸暨市知音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铭仕路铭仕广场二楼

4-82 诸暨市 诸暨市枫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枫桥镇步森大道122号一楼

4-83 诸暨市 诸暨市攸培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铭仕路8号铭仕广场二楼

4-84 诸暨市 诸暨市悦心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祝家坞村盾安悦新城5号楼二楼

4-85 诸暨市 诸暨市乐天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璜山镇璜山村下市麻车园坂大楼三楼

4-86 诸暨市 诸暨市大洋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777号福田花园C9幢一、二楼

4-87 诸暨市 诸暨市艺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暨阳路156号三楼

4-88 诸暨市 诸暨市精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育英路40号二楼

4-89 诸暨市 诸暨市文源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第二商业大街盾安北路商贸城西门二楼



4-90 诸暨市 诸暨市征豪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777号桃源居C8幢1-5二楼

4-91 诸暨市 诸暨市一飞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环城东路976号三楼

4-92 诸暨市 诸暨市博远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山下湖镇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3幢一、二楼

4-93 诸暨市 诸暨市思泉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敬睦路2号一楼

4-94 诸暨市 诸暨市千艺轩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42号一、二楼

4-95 诸暨市 诸暨市倍速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山下湖镇紫荆华庭C区10号楼二楼000202、000203

4-96 诸暨市 诸暨市蓓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17号新天地5幢3楼319-323

4-97 诸暨市 诸暨市莱奥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王家湖东路10-3号二楼

4-98 诸暨市 诸暨市千圣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南街道中兴路52号幸福里2号楼一、二楼

4-99 诸暨市 诸暨市易道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暨阳街道浣纱北路131号、132号一、二层

4-100 诸暨市 诸暨市四叶草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应店街镇应镇西路7号一楼、二楼

4-101 诸暨市 诸暨市倍特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安华镇永业居安华庭2幢101、201

4-102 诸暨市 诸暨市天马博雅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377号2-3楼

4-103 诸暨市 诸暨市青蓝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南街道古井路滨江公寓1号楼一楼

4-104 诸暨市 诸暨市优创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姚江镇直埠村财富公寓3号楼商住楼一楼

4-105 诸暨市 诸暨市彩乐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东二环路246-7号

4-106 诸暨市 诸暨市启蕙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33号一楼

4-107 诸暨市 诸暨市常春藤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陶朱北路56号一、二层



4-108 诸暨市 诸暨市明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东江路21-5号一楼二楼

4-109 诸暨市 诸暨市星忆站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开元西路359号唐人广场二层C168号

4-110 诸暨市 诸暨市众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东二路212-224号

4-111 诸暨市 诸暨浙谛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278号3楼302室

4-112 诸暨市 诸暨市晓二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5、7号楼二层

4-113 诸暨市 诸暨市星晨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西二环288号外贸大厦一楼

4-114 诸暨市 诸暨市星悦海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4号楼二、三楼

4-115 诸暨市 诸暨市敏儿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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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6 诸暨市 诸暨市思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西门路36号一楼二楼

4-117 诸暨市 诸暨市人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璜山镇桥下村福景苑B2商住楼一层

4-118 诸暨市 诸暨市芝麻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暨东路19-8号二楼

4-119 诸暨市 诸暨市艺佰分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五号楼201-203号、六号楼209-212号

4-120 诸暨市 诸暨市天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198号长弄堂四号楼三楼

4-121 诸暨市 诸暨市君子兰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红梅路民生花园商铺一楼10-1至10-6号

4-122 诸暨市 诸暨市爱尚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4号楼2楼

4-123 诸暨市 诸暨市弘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唐人广场一层东门

4-124 诸暨市 诸暨市智远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6号楼106号-208号

4-125 诸暨市 诸暨市点点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山下湖镇西杨龙村众阳小区1幢000107、000109、000110



4-126 诸暨市 诸暨市金榜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4号公寓楼0103-0105、0203-0205

4-127 诸暨市 诸暨市育贝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122-1号一楼

4-128 诸暨市 诸暨市启思英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苎萝东路555号（雄风新天地）3层南区

4-129 诸暨市 诸暨优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暨阳北路88号三楼

4-130 诸暨市 诸暨市恒搏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79号广和大厦三楼

4-131 诸暨市 诸暨市尚礼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凯翔大道八号，110-112；210-213

4-132 诸暨市 诸暨市指南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店口镇露笑路7号茂阳发展大厦二楼C区

4-133 诸暨市 诸暨四季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118号1-5号

4-134 诸暨市 诸暨市悦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店口镇盾安悦新城3#111-113,3#212-214

4-135 诸暨市 诸暨市易道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枫桥镇三贤路5号三楼300316-300322号

4-136 诸暨市 诸暨市天作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浣浦路13-5号

4-137 诸暨市 诸暨市赛睿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五泄镇兴工路28号

4-138 诸暨市 诸暨市勤信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268号

4-139 诸暨市 诸暨市驿海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店口镇阮市社区景天广场5#楼

4-140 诸暨市 诸暨市远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陶朱街道祥云路7-12号

4-141 诸暨市 诸暨市金麦田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高湖路99号

4-142 诸暨市 诸暨市梓睿英语培训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越王街5号

4-143 诸暨市 诸暨市名迪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东路156号



4-144 诸暨市 诸暨市明德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店口镇盾安悦新城2#楼

4-145 诸暨市 诸暨市博睿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陶朱街道宝利路7号亿泽新疆大厦B座二楼

4-146 诸暨市 诸暨市文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南街道环城南路望江华庭2幢107，108，109号

4-147 诸暨市 诸暨市新精益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路127号2楼

4-148 诸暨市 诸暨市华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人民中路198号长弄堂3号楼

4-149 诸暨市 诸暨市越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西路60号2楼

4-150 诸暨市 诸暨贝好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二路123号宏城财富中心一至三层

4-151 诸暨市 诸暨市蓝鲸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高湖路71-23号至71-31号二楼

4-152 诸暨市 诸暨市星越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暨东路590号

4-153 诸暨市 诸暨市昱晨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璜山镇桥下村福景苑C2号商住楼一层

4-154 诸暨市 诸暨市妙趣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艮塔西路150号金宇绿岛2幢206-209室

4-155 诸暨市 诸暨市洪博培训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一路82号恒森大厦三楼

4-156 诸暨市 诸暨市宇轩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姚江镇直埠村财富公寓2幢101-108

4-157 诸暨市 诸暨新东方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人民中路278号

4-158 诸暨市 诸暨市嘉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九松路101、202号

4-159 诸暨市 诸暨市育杰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南街道常兴路怡景苑5、6幢205-208

4-160 诸暨市 诸暨市高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牌头镇花苑路15号

4-161 诸暨市 诸暨朗特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东路143号



4-162 诸暨市 诸暨市晨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浬浦镇中金紫金花园2号楼107-112室

4-163 诸暨市 诸暨市星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赵家镇枫谷路23-19

4-164 诸暨市 诸暨市小水滴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一路70号文体大厦三楼

4-165 诸暨市 诸暨市芳华课外培训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安康路15号鼎园1#楼

4-166 诸暨市 诸暨市国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西路66号三楼

4-167 诸暨市 诸暨市文正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南街道常兴路1-33号

4-168 诸暨市 诸暨市明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永利吾悦广场三楼

4-169 诸暨市 诸暨市舟航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永盛路1号华海现代城17幢101号

4-170 诸暨市 诸暨市太阳花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暨阳路288号一、二楼

4-171 诸暨市 诸暨市新启点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陶朱北路23号一、二楼

4-172 诸暨市 诸暨市桃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永盛路1号华海现代城西侧15号楼 104、203

4-173 诸暨市 诸暨市前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东旺路167-173号

4-174 诸暨市 诸暨心壹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东路197号

4-175 诸暨市 诸暨市学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大唐街道永新路1号永新广场9幢101、105、201-205

4-176 诸暨市 诸暨市红枫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绿城广场玉园2幢000107

4-177 诸暨市 诸暨市飞洋雅思托福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人民中路198号

4-178 诸暨市 诸暨市三合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陶朱街道西二环路新天地花园10幢000105-7

4-179 诸暨市 诸暨市桦博课外培训中心 诸暨市陶朱街道凤翔路85号三楼



4-180 诸暨市 诸暨市文森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人民中路198号6号楼二楼

4-181 诸暨市 诸暨荣怀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暨阳北路85号

4-182 诸暨市 诸暨市三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一路116-10至116-13

4-183 诸暨市 诸暨市升格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高湖东路18-5,6,7号

4-184 诸暨市 诸暨市多彩松鼠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暨东路118号多彩时代广场A3二楼300201-300212

4-185 诸暨市 诸暨市华翰鸣帆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33号锦绣苑6幢000201

4-186 诸暨市 诸暨市檀溪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枫桥镇学勉路60号二楼

4-187 诸暨市 诸暨市宇墨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店口镇盾安悦新城1#106、107、206、207

4-188 诸暨市 诸暨市海纳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暨阳北路80号二楼

4-189 诸暨市 诸暨长远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17号诸暨上海城新天地5幢000203、000205-000210号

4-190 诸暨市 诸暨市优佳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南街道望江华庭1幢000107-000110

4-191 诸暨市 诸暨市智墨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枫桥镇尚义路151号3幢000104-000107

4-192 诸暨市 诸暨市书墨雅苑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凯信商厦2幢000113-000116

4-193 诸暨市 诸暨铭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浣东街道东旺路208号奇爱联合大厦201、301、302

4-194 诸暨市 诸暨市行知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浣东街道环城东路251号天洁大厦301局部

4-195 诸暨市 诸暨市卓阅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东兴路178号孔雀城8-216、8-117

4-196 诸暨市 诸暨市宏意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铭仕路一号宏坤财富大厦二楼000202号局部

4-197 诸暨市 诸暨市融益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16、20号



4-198 诸暨市 诸暨市聚诚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大唐街道敬睦路1号二楼局部

4-199 诸暨市 诸暨市宇润培训中心 诸暨市陶朱街道健民路20-1至20-8二楼

4-200 诸暨市 诸暨市嘉悦星辰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祥生君城A11幢000106、000107、000108

4-201 诸暨市 诸暨杰森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陶朱街道艮塔西路北侧金宇绿岛广场2幢105二楼

4-202 诸暨市 诸暨市优倍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高湖东路69号万达广场金街S3-132至136

4-203 诸暨市 诸暨市百分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岭北镇岭北周村龙凤花园1幢000101、000102

4-204 诸暨市 诸暨市智适应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环城北路41-6号

4-205 诸暨市 诸暨市天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浣纱北路145号一、二楼

4-206 诸暨市 诸暨市卓尔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278号新鲜橙3楼

4-207 诸暨市 诸暨市红树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大桥路151号二楼

4-208 诸暨市 诸暨市振源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大桥路117号二楼

4-209 诸暨市 诸暨市新天地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人民中路229号一至四楼

4-210 诸暨市 诸暨市成升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东凤路1号

4-211 诸暨市 诸暨市磐玉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暨阳路156号一楼

4-212 诸暨市 诸暨市华兴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暨阳北路88号二楼

4-213 诸暨市 诸暨市英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安康路19-5号一、二楼

4-214 诸暨市 诸暨市星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育英路40号三楼

4-215 诸暨市 诸暨市高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高湖路38-4号



4-216 诸暨市 诸暨市贝莱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浣纱南路83号二楼

4-217 诸暨市 诸暨市金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浣沙横路105号二楼

4-218 诸暨市 诸暨市昂乐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西施大街100号二楼

4-219 诸暨市 诸暨市博林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艮塔西路71号人和里小区2幢

4-220 诸暨市 诸暨市隆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市南路68-12号二楼

4-221 诸暨市 诸暨市翰文素质艺术培训中心 暨阳街道浣浦路10-9号-10-12号一楼二楼

4-222 诸暨市 诸暨市启越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艮塔西路60号三楼

4-223 诸暨市 诸暨市锐轩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暨阳街道环城北路73-2号一、二楼

4-224 诸暨市 诸暨市越宸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陶朱街道詹家山北路17号诸暨上海城新天地3幢122、222、223

4-225 诸暨市 诸暨市星河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陶朱街道望云路111-2号二楼

4-226 诸暨市 诸暨市文华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高湖路77号

4-227 诸暨市 诸暨航图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高湖路88号A馆3楼

4-228 诸暨市 诸暨市优德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浣东街道苎萝东路777号和畅居B6一、二楼

4-229 诸暨市 诸暨市锐翰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店口镇盾安北路华家园2幢15-6号

4-230 诸暨市 诸暨市睿哥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店口镇阮市中国坚果产业园区90-92号一楼、二楼

4-231 诸暨市 诸暨市翰思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五泄镇五泄路100号二、三楼

4-232 诸暨市 诸暨海亮铭优城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大桥路1号深蓝中心110商铺

4-233 诸暨市 诸暨市纳思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人民北路58号二楼



4-234 诸暨市 诸暨市画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下坊门新村1号18单元1-3层

4-235 诸暨市 诸暨市智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祥安路99-39至42号

4-236 诸暨市 诸暨市琢玉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福田花园商业街E5-207

4-237 诸暨市 诸暨市木易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86号一、二层

4-238 诸暨市 诸暨市九福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苎萝东路273号

4-239 诸暨市 诸暨若兰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祥安路66-1、66-2、66-3、66-5、66-6号

4-240 诸暨市 诸暨市荷花四季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人民北路80号

4-241 诸暨市 诸暨市百草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陶朱街道红梅路2-12至2-17东旺时代广场二楼

4-242 诸暨市 诸暨市学致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浣东街道东旺路218号2层

4-243 诸暨市 诸暨市翰文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暨阳街道浣浦路6-2号000111

4-244 诸暨市 诸暨市涵学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安华镇华新北路51-9号临江美墅

4-245 诸暨市 诸暨市弘儒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望湖路5号望湖佳苑5幢000104、000105

4-246 诸暨市 诸暨市智习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浣东街道东二路125号鸿迪大厦103、203

4-247 诸暨市 诸暨市上源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诸暨市璜山镇璜七西路龙萃苑10幢1层108-113,11幢1层101-103

5-1 嵊州市 嵊州市新智方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江滨西路18号，世纪广场5楼

5-2 嵊州市 嵊州市远大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北直街267-33号

5-3 嵊州市 嵊州市越文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城中路160号

5-4 嵊州市 嵊州美语之音外国语培训中心 剡湖街道越秀路140号一楼、二楼



5-5 嵊州市 嵊州市金色年华体育舞蹈培训学校 剡湖街道鹿山路6号（鹿山广场）4楼

5-6 嵊州市 嵊州市航远文化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剡湖街道嵊州大道305-307号2楼

5-7 嵊州市 嵊州市艾迪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剡湖街道北直街142号

5-8 嵊州市 嵊州阳光美术书法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官河路315-329二楼

5-9 嵊州市 嵊州市恒创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西后街273号（剡城公寓二楼）

5-10 嵊州市 嵊州市唯学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北直街267-16号

5-11 嵊州市 嵊州市童童向上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官河路178号四楼

5-12 嵊州市 嵊州徐思众珠心算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官河路327号2楼

5-13 嵊州市 嵊州市一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大道500号（机电大楼2楼）

5-14 嵊州市 嵊州市思亨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城中路160号商业城大厦三楼

5-15 嵊州市 嵊州市美尔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剡湖街道西前街85号

5-16 嵊州市 嵊州市嵊大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西后街174-178号

5-17 嵊州市 嵊州市埃比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大道217号4楼

5-18 嵊州市 嵊州市思博睿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官河路732-1号

5-19 嵊州市 嵊州市创海文化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大道585号状元名苑21-25号2楼

5-20 嵊州市 嵊州市昌利文化艺术教育有限公司 西前街85号原新华书店4楼

5-21 嵊州市 嵊州市格式塔美术培训中心 剡湖街道鹿山广场B区三楼（3-382至392/397/398/400）

5-22 嵊州市 嵊州市嵊天文化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大道251-9



5-23 嵊州市 嵊州市剡院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北直街2号3楼

5-24 嵊州市 嵊州市名扬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江滨西路8号世纪广场2F

5-25 嵊州市 嵊州市五星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嵊州大道115号三楼

5-26 嵊州市 嵊州市一佳体育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大道318号

5-27 嵊州市 嵊州市七彩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西后街182、184号

5-28 嵊州市 嵊州市精鹰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剡湖街道官河路218号-8#一层—218号4#—218号12#二层

5-29 嵊州市 嵊州市新思想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官河横路9路

5-30 嵊州市 嵊州市声韵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大道115号二楼

5-31 嵊州市 嵊州越风美术学校 北直街555号上坡

5-32 嵊州市 嵊州市源创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西后街66号（金山御景园）2—3楼

5-33 嵊州市 嵊州市凇鼠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官河路141号1-2楼

5-34 嵊州市 嵊州市新智圆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西后街213号，红旗幼儿园对面

5-35 嵊州市 嵊州市培鹰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剡湖街道北直街97号1-2楼

5-36 嵊州市 嵊州天河童声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西前街89号5楼

5-37 嵊州市 嵊州市凹凸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官河路72-78号（一二楼）

5-38 嵊州市 嵊州市朋皮杜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西前街85号新华书店四楼

5-39 嵊州市 嵊州市晓彬体育有限公司 剡湖街道鹿山路6号鹿山广场3楼3-338A

5-40 嵊州市 嵊州市正帆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剡湖街道北直街179号



5-41 嵊州市 嵊州市弈智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广场B区3楼

5-42 嵊州市 嵊州市星瑞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广场B区3楼

5-43 嵊州市 嵊州市新彩路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剡湖街道嵊州大道281-（1-7）号，277-5号

5-44 嵊州市 嵊州市扬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东南路232号4楼(中林大厦)

5-45 嵊州市 嵊州市剡溪棋院 鹿山街道东南路718号体育中心游泳健身楼4楼

5-46 嵊州市 嵊州市太阳花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东南路718号游泳健身楼4楼

5-47 嵊州市 嵊州市三加三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广路62号2楼

5-48 嵊州市 嵊州市迈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春路188号（俊仕大厦）3楼

5-49 嵊州市 嵊州市禹风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宁路1001号（花木城1号楼）3楼

5-50 嵊州市 嵊州市棒棒堂创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安路142、166、166-1号1-2楼

5-51 嵊州市 嵊州乐知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东南路395号（滨江城市花园）13幢3楼

5-52 嵊州市 嵊州市尖叫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东南路868号2楼

5-53 嵊州市 嵊州市臻好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宁路1001号（花木城1号楼）2楼

5-54 嵊州市 嵊州市支点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春路188号（俊仕大厦）5楼

5-55 嵊州市 嵊州市龙之门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宁路1158号（润宇大厦）4楼

5-56 嵊州市 嵊州市映山红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富豪路162号（老巴贝）北3楼

5-57 嵊州市 嵊州市圣弘跆拳道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东南路718号篮球馆

5-58 嵊州市 嵊州市蒂之舞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东南路232号中林国际大厦五楼



5-59 嵊州市 嵊州市材子教育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东南路232号（中林大厦）五楼

5-60 嵊州市 嵊州市剡西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宁路1158号润宇大厦201室（2楼）

5-61 嵊州市 嵊州市易弦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滨江花园6号〔一楼〕6号--11号〔二楼〕

5-62 嵊州市 嵊州市金思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东南路555号黄金水岸8—11号1-2楼

5-63 嵊州市 嵊州市远达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宁路1158号（润宇大厦）3楼

5-64 嵊州市 嵊州市龙腾体育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东南路718号1楼

5-65 嵊州市 嵊州市立德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宁路1046号

5-66 嵊州市 嵊州市新苗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欣农路1999号C2、C3三楼

5-67 嵊州市 嵊州市文大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鹿山街道长广路118号

5-68 嵊州市 嵊州市李洪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东南路1017号3楼

5-69 嵊州市 嵊州市星源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剡兴路12号2-3楼

5-70 嵊州市 嵊州假日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东街185-1号1楼

5-71 嵊州市 嵊州市惠明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兴旺街281号（茶叶城）5号楼5楼

5-72 嵊州市 嵊州市麦甸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仙湖路882号—1（2楼）

5-73 嵊州市 嵊州市恒美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69号3楼（仟代总部大楼）

5-74 嵊州市 嵊州市左岸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555号4楼（天佳总部大楼）

5-75 嵊州市 嵊州市学而优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33号（商会大厦）4楼

5-76 嵊州市 嵊州市三人行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嵊州大道南1688号信源国际商业城15号楼5-08



5-77 嵊州市 嵊州市恒优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69号（柏星仟代大厦）4楼

5-78 嵊州市 嵊州市英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领带一路8号（城南农贸市场）2楼

5-79 嵊州市 嵊州市小荷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兴盛街1002号（世贸广场A幢68号）2楼

5-80 嵊州市 嵊州市天辅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兴盛街870-103、105号（顶御华府）2楼

5-81 嵊州市 嵊州市春添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高杨路728号(丽湖小区)13-16号1-2楼

5-82 嵊州市 嵊州市启航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仙湖路877号（锦绣嘉园东苑15幢）2楼12-18号

5-83 嵊州市 嵊州市德里姆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吾悦广场金街7-211-213、7-245-246

5-84 嵊州市 嵊州市创一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四海路295号一楼

5-85 嵊州市 嵊州市文塔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兴旺街281号茶叶城5幢506、507室（五楼）

5-86 嵊州市 嵊州市灵舞舞蹈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69号柏星仟代总部大楼5楼

5-87 嵊州市 嵊州市禾田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嵊州大道南1699号信源国际商业城11号楼4楼

5-88 嵊州市 嵊州市博远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79号国商总部大楼（五楼）

5-89 嵊州市 绍兴嵊州鸿声美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33号商会大厦4楼401-405

5-90 嵊州市 嵊州道一跆拳道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兴盛街666号吾悦广场3幢214-216

5-91 嵊州市 嵊州市君风舞蹈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33号（商会大厦）4楼

5-92 嵊州市 嵊州市安婷儿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799号(国际会展中心)2楼

5-93 嵊州市 嵊州市黄大大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489号(君泰大厦)4楼

5-94 嵊州市 嵊州市浪漫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领带园一路8号2楼



5-95 嵊州市 嵊州市指南针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72-2号（世贸金樽名品商场）三楼

5-96 嵊州市 嵊州市培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兴盛街889号（正大广场）5楼

5-97 嵊州市 嵊州市十九度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79号（国商总部大楼）５楼

5-98 嵊州市 嵊州市新岸线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号兴盛街870-103号（顶御华府）2楼

5-99 嵊州市 嵊州市星尚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489号（君泰大厦）北3层

5-100 嵊州市 浙江极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兴盛街889号正大广场202.203号（一、二楼）

5-101 嵊州市 嵊州市启能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489号君泰大厦四楼-02

5-102 嵊州市 嵊州市九拍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兴盛街666号吾悦广场2-309-312号

5-103 嵊州市 嵊州市得到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69号3楼301室

5-104 嵊州市 嵊州市理查德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兴盛街889号正大广场步行街217/218号（1-2楼）

5-105 嵊州市 嵊州市锦程文化教育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世贸广场68号2楼

5-106 嵊州市 嵊州市星起点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555号（天佳总部大楼）5楼509-510室

5-107 嵊州市 嵊州市云朵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79号（国商总部大楼）4楼北

5-108 嵊州市 嵊州忠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一景路2号时代商务广场2楼

5-109 嵊州市 嵊州市沪济博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79号（国商总部大厦）2F

5-110 嵊州市 嵊州市思达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33号商会大厦3楼303

5-111 嵊州市 嵊州市金话筒艺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官河南路379号（国商总部大楼）５楼

5-112 嵊州市 嵊州市贝尔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富民街549号2楼



5-113 嵊州市 嵊州市蓝优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官河南路41、41-1、67-1

5-114 嵊州市 嵊州市爱美语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官河南路369号仟代大厦四楼

5-115 嵊州市 嵊州市多乐米音乐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兴盛街666号吾悦广场3楼3006-3007号

5-116 嵊州市 嵊州市吾彩美术培训有限公司 兴盛街666号吾悦广场4-230-244

5-117 嵊州市 嵊州智邦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兴盛街666号吾悦广场7-130-140,7-225-230,7-237-239

5-118 嵊州市 嵊州市新嵊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兴盛街666号吾悦广场3幢3-217-220

5-119 嵊州市 嵊州市星燎跆拳道培训有限公司 兴旺街288号2楼

5-120 嵊州市 嵊州市锦鹰口才培训有限公司 兴盛街666号吾悦金街2楼

5-121 嵊州市 嵊州市正心跆拳道培训有限公司 三江街道惠民街71号

5-122 嵊州市 嵊州市天蕴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三江街道桥南路666号碧桂园澜泊湾68-71号

5-123 嵊州市 嵊州市星耀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双塔路18号 嵊州市五金机电城7号楼13-16号

5-124 嵊州市 嵊州市搏奥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金湾国际花城18号

5-125 嵊州市 嵊州市文萃教育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一景路511-6 511-7

5-126 嵊州市 嵊州市右岸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经济开发区天乐路226号

5-127 嵊州市 嵊州市远洋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浦口街道浦南二路215号路通商务楼2号楼2楼

5-128 嵊州市 嵊州市弘川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浦口街道浦南二路99号路通商务楼1幢2楼

5-129 嵊州市 嵊州市悦读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浦口街道新浦路88号4楼

5-130 嵊州市 嵊州市聪汇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浦口街道新浦大道香堤墅88号-6



5-131 嵊州市 嵊州市学亿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浦口街道浦南大道655号浦金商务楼1幢773号301-303,318-319

5-132 嵊州市 嵊州市艺海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浦口街道浦南二路195、201、206-208号

5-133 嵊州市 嵊州市盼达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开发区达成路115号中天大楼4楼

5-134 嵊州市 嵊州市学思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浦口街道天乐路858号

5-135 嵊州市 嵊州市爱启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达成路115号5号楼西三楼

5-136 嵊州市 嵊州市向日葵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浦口街道经环西路580号

5-137 嵊州市 嵊州市圆文教育培训学校 浦口街道浦南二路239号301-308室

5-138 嵊州市 嵊州市翱西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兴盛街2303号文创园2幢202

5-139 嵊州市 嵊州市雷音体育培训有限公司 浦口街道达成路115号5#楼南3楼

5-140 嵊州市 嵊州市乐天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浦口街道经环西路532、538号

5-141 嵊州市 嵊州市甘霖夭夭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甘霖镇剡溪雅苑66-67号二楼

5-142 嵊州市 嵊州市晨航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甘霖镇剡溪雅苑23-25号二楼

5-143 嵊州市 嵊州市星辰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甘霖镇剡溪雅苑29号二楼

5-144 嵊州市 嵊州市弘武体育培训有限公司 甘霖镇剡溪雅苑21幢73、75、76号

5-145 嵊州市 嵊州市新博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甘霖镇秀山路382-398号

5-146 嵊州市 嵊州市培尔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甘霖镇剡溪雅苑69-73号9一楼

5-147 嵊州市 嵊州市欢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甘霖镇蛟镇村197-198号(1-3层）

5-148 嵊州市 嵊州市金钥匙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长乐镇勤政路18号紫南苑21号



5-149 嵊州市 嵊州市博智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长乐镇原材料综合市场中心东路1-8-10

5-150 嵊州市 嵊州市未来星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长乐镇勤政路18号紫南苑商铺26、28

5-151 嵊州市 嵊州市曹雨跆拳道培训有限公司 长乐镇勤政路19—20号

5-152 嵊州市 嵊州市优加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长乐镇勤政路18号紫南苑商铺17-18（1-2楼）

5-153 嵊州市 嵊州市天成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长乐镇东街10号

5-154 嵊州市 嵊州市蓓蕾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长乐镇勤政路18号紫南苑商铺6、7、10（1-2楼）

5-155 嵊州市 嵊州市灵杰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长乐镇中心东路1-31号至1-41号

5-156 嵊州市 嵊州市始宁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界镇振兴南路15-7、15-10号

5-157 嵊州市 嵊州市创想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三界镇振兴北路396-398号

5-158 嵊州市 嵊州市飞翔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三界镇始宁街75号

5-159 嵊州市 嵊州市郗望知星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崇城壹品镇中东路13-14号

5-160 嵊州市 嵊州市筝逸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崇仁镇东街北路1号1-2楼

5-161 嵊州市 嵊州市高斯培优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崇仁镇镇中东路42-58号

5-162 嵊州市 嵊州市起航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黄泽镇丰泽大道1号丰泽园10幢2楼

5-163 嵊州市 嵊州百胜教育有限公司 黄泽镇丰泽广场10幢312-322

5-164 嵊州市 嵊州市起明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黄泽镇丰泽大道62、66号

5-165 嵊州市 嵊州市春草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石璜镇石璜村石二自然村会稽路155号

5-166 嵊州市 嵊州市轻舞飞扬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三江街道新悦路88号君悦新天地18号楼3楼



5-167 嵊州市 嵊州市三匹马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嵊州市甘霖镇振兴路399号金霖府1号2楼

5-168 嵊州市 嵊州市逐梦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三江街道兴盛街666号吾悦广场2幢2楼

5-169 嵊州市 嵊州市一期一绘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三江街道碧桂园悦龙湾西2楼

5-170 嵊州市 嵊州市见微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黄泽镇丰泽广场26幢2楼

5-171 嵊州市 嵊州市逸兴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金庭镇华堂村市场路93号2楼

5-172 嵊州市 嵊州市潮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嵊州市三江街道兴盛街666号吾悦广场2幢3楼

5-173 嵊州市 嵊州市花蹊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浦口街道双塔路1888号和悦时代广场3楼

5-174 嵊州市 嵊州市华赢体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嵊州市三江街道官河南路799号3楼3F-014A

5-175 嵊州市 嵊州市书忆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嵊州市浦口街道经环西路576号2楼

6-1 新昌县 新昌县易佳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砩圳墩46号3幢

6-2 新昌县 新昌县启行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新昌县七星街道上礼泉村坑边路6弄1号

6-3 新昌县 新昌县清学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江南北路32号

6-4 新昌县 新昌县华业教育培训学校 新昌人民中路208-2号

6-5 新昌县 新昌县金思维教育培训中心（七星） 新昌县南岩路350号

6-6 新昌县 新昌县文风飞跃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新昌商城3-10，2-01,02,03,05,06,21

6-7 新昌县 新昌县天高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新昌商城2-55,56，57，26,27,3-03

6-8 新昌县 新昌县新航标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金色年华2-5

6-9 新昌县 新昌县金优艺术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新昌商城2--07,08,51,52,53,3-11,12,13,15,59



6-10 新昌县 新昌县小拿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湖滨一路1-10号三楼

6-11 新昌县 新昌县依米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南明路277号名都市场二楼

6-12 新昌县 新昌县星光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星光路13号

6-13 新昌县 新昌县飞一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鼓山中路131号三楼

6-14 新昌县 新昌县桑桑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浙江江南名茶市场北1幢3016

6-15 新昌县 新昌县绿点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环城南路80号

6-16 新昌县 新昌县春华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和悦广场5幢1单元501室

6-17 新昌县 新昌县江南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江南南路6号

6-18 新昌县 新昌县启智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泰坦大道88-1号10幢10416

6-19 新昌县 新昌县甜甜舞蹈培训中心 新昌县江滨西路308号3楼

6-20 新昌县 新昌县东升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江南路118号3楼

6-21 新昌县 新昌县叮咚之家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南明路133号

6-22 新昌县 新昌县优佳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鼓山东路192号3楼

6-23 新昌县 新昌县博师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春江花苑7幢131号

6-24 新昌县 新昌县环英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和悦广场5幢502室

6-25 新昌县 新昌县才智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岩路金汇广场231、232室

6-26 新昌县 新昌县幂习方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新昌大道西路295号

6-27 新昌县 新昌县星之火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鼓山西路2幢16-1号、二楼22-29号



6-28 新昌县 新昌县小黄帽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里江路10号

6-29 新昌县 新昌县至善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鼓山西路212号

6-30 新昌县 新昌县浩博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城南路158号

6-31 新昌县 新昌县半天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康福路475-3号

6-32 新昌县 新昌麦田美术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御园12幢1单元249号

6-33 新昌县 新昌县学仕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人民东路127号2楼-1

6-34 新昌县 新昌县尼德兰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孝行路651-653号

6-35 新昌县 新昌县杰尔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新昌商城2-10,11,12,26,27,28

6-36 新昌县 新昌县爱阅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南岩路383-387号

6-37 新昌县 新昌县天音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滨江一号花园1幢1单元112号

6-38 新昌县 新昌县天骄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澄潭镇南街村小山头西园路2-4号

6-39 新昌县 新昌县倍而乐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江南北路18-1号

6-40 新昌县 新昌县顶尖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海洋城购物中心3幢3-301

6-41 新昌县 新昌县龙之门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路2幢（嘉业楼）202号

6-42 新昌县 新昌县承启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演溪路184号2楼

6-43 新昌县 新昌县千里马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演溪东路1号

6-44 新昌县 新昌县贝优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知春苑第3幢1单元160号

6-45 新昌县 新昌县金贝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泰坦大道1号江南名茶市场B1幢3层



6-46 新昌县 新昌县明诚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浙江江南名茶市场北2幢1单元3001号

6-47 新昌县 新昌县青果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上礼泉村农贸综合市场三楼

6-48 新昌县 新昌县倍思特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新昌商城2-20

6-49 新昌县 新昌县向日葵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儒岙镇儒一村上横街58号

6-50 新昌县 新昌县陆樱艺术培训中心 新昌县环城东路97-99号（新天地广场3、4幢）

6-51 新昌县 新昌县腾飞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澄潭镇曙光路58号

6-52 新昌县 新昌县维德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路153号

6-53 新昌县 新昌县杨轶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新中路564、566号

6-54 新昌县 新昌县起跑线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江滨中路6号金立大厦2幢二层

6-55 新昌县 新昌县维克多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文体路98号

6-56 新昌县 新昌县智高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大市聚镇金桥花园1-26号

6-57 新昌县 新昌县佳禾天成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三花南岩牡丹园第E幢1单元E4-10号

6-58 新昌县 新昌县优派思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鼓山西路81号

6-59 新昌县 新昌县指南针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鼓山西路97号

6-60 新昌县 新昌县乐学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七星街道海洋城购物中心A1-2地块一期4幢1单元4-301A、4-301B

6-61 新昌县 新昌县新认知教育培训中心 新昌县南明街道人民中路184号

6-62 新昌县 新昌县乐英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七星街道海洋城购物中心A1-2地块第4幢1单元4-302B

6-63 新昌县 新昌县清果果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澄潭镇蛟澄路11号4幢



6-64 新昌县 新昌县金培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南明路丽都南苑1幢二层207、208

6-65 新昌县 新昌县维意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大市聚镇聚东一路12-14号

6-66 新昌县 新昌县英乔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七星街道十九峰路343号

6-67 新昌县 新昌县凹凸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南明街道砩圳墩46号3幢二楼

6-68 新昌县 新昌县得到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人民东路127号2楼-1（佳艺、东都金座）207-2号商铺

6-69 新昌县 新昌县以恒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七星街道大道西路89号礼泉大厦B幢2-20

6-70 新昌县 新昌县日日新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大市聚镇下街汽车站前商场三楼

6-71 新昌县 新昌县金钥匙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鼓山中路131号五楼

6-72 新昌县 新昌县蔚领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羽林街道拔茅村上街头30号

6-73 新昌县 新昌县聚新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大市聚镇沃东新居19幢4号、6号营业房

6-74 新昌县 新昌县金拇指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南明街道鼓山中路228—3号

6-75 新昌县 新昌县睿尔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鼓山公园S2-6

6-76 新昌县 新昌县知行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海洋城购物中心2幢2—301E

6-77 新昌县 新昌县高斯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七星街道梅园新村37幢13-17号 

6-78 新昌县 新昌县智恒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新昌县南明街道阳光佳苑1幢106-112 

6-79 新昌县 新昌县雨禾教育培训有限责任公司 新昌县南明街道南明路22号

6-80 新昌县 新昌县博优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新昌县南明街道棣山村文化礼堂二楼

6-81 新昌县 新昌县越星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新昌县南明街道新昌商城三楼3-03室



6-82 新昌县 新昌县晨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新昌县七星街道演溪路140号

6-83 新昌县 新昌县合越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新昌县七星街道金色年华3-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