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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教育局文件  

澄教发〔2020〕52号 

 

 

江阴市 2019年度民办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年检通报 

各民办学校、社会培训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江苏省民办非学

历教育机构设置和管理办法（修订）》（苏教规〔2017〕6 号）精

神，我局对全市民办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 2019年度办学情况进行

了检查，现将年检结果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至 2019年末，全市有民办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 179所，其中

民办中小学 3 所，民办幼儿园 42 所，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

134所。 

此次参加年检的民办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共 104所，其中民

办中小学 2所，民办幼托机构 32所，其他民办非学历社会培训机

构 70所。2019年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不参加本

次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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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更情况 

1、江阴市小荧星艺术幼儿园变更校长为钟城芳,地址规范为

江阴市澄江街道澄南路 70号。江阴周庄周南世纪幼儿园地址规范

为江阴市周庄镇时代街 85、87、89号。江阴市周庄镇华宏世纪苑

小太阳幼托园地址变更为江阴市周庄镇世纪南大道 66-68号，校

长变更为刘畅。江阴市阳光国际幼儿园变更校长为赵建芬，法定

代表人为赵建芬，举办者变更为任元林、胡冬明、陈丽芬、徐建

英，理事会成员变更为任元林、胡冬明、陈丽芬、徐建英、赵建

芬、陈恩慧、朱丽，监事变更为朱菊芬。江阴市大地幼儿园有限

公司变更举办者为沈霞、殷婷，董事会成员变更为沈霞、殷婷、

盛晨昕、陆婷婷、陈琦、宋美琦。江阴市虹园幼儿园办学范围变

更为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入小学前的幼儿），理事变更为季芬、

杨宇昊、杨政东、范建琴、薛丽娜，监事变更为魏娜。 

2、江阴市明雅格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变更举办者、法定代

表人为许新凤。江阴市朗恩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变更举办者为

邓泽鹏。江阴市明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变更举办者为王明立、

陈晓莹、郭凯。江阴市精锐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变更为

裴雪群。江阴市同进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

变更为陶勇。江阴市澄阳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校长变更为吴春

燕，举办者变更为吴春燕、吴任飞、吴晔，董事变更为吴春燕、

吴任飞、吴晔、袁利、李欣、张士金，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吴春燕。

江阴市少儿才艺培训中心变更地址为江阴市河北街 333号四楼局



 

 - 3 -

部，办学内容变更为艺术培训（书法、美术、舞蹈）、体育培训（围

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江阴市远景教育培训中心变更

地址为江阴市延陵路 494号 5楼，办学内容变更为课外补习（英

语）、继续教育（自考助学）。江阴梦成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规

范地址为江阴嘉年华广场 7幢 107、108第 1-2层局部，举办者变

更为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校长变更为周晓玲，招生对象

变更为少年、青少年，办学内容变更为课外补习（小学语文、数

学、英语）。江阴市韦博英语培训中心变更地址到江阴市花山路

195-197 号二楼局部（L2017-2022)，理事长变更为丁仁飞，校长

变更为夏卫红，办学内容变更为课外补习（英语）。江阴市东方外

国语学校变更名称为江阴市旭日东方外国语培训中心,增设美术、

书法，办学范围规范为课外补习（英语）。江阴市志诚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校长变更为查芸，监事变更为王健，董事变更为张洁

雪、查芸、欧阳裕青、李虹、刘长荣。江阴玛宝斯坦教育培训中

心有限公司变更办学内容为课外补习（小学数学、英语）、艺术培

训（美术），培训对象变更为幼儿（3-6周岁）、少年（7-13周岁）、

青少年（14周岁以上）。 

三、年检结论和要求 

1、本次年检结论通过相关媒体予以公布。 

2、江阴市天华艺术学校等 11家民办学校（幼儿园）在部分

项目上暂不达标，予以暂缓通过，要求限期整改。对民办幼儿园

同时进行了登记注册年检，在园舍房产安全、消防合格、食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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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许可、卫生保健合格、技防物防人防、户外活动场地等方面进

行了严格检查。 

3、江阴市天华艺术学校等 13家社会培训机构在部分项目上

暂不达标，予以暂缓通过，要求限期整改。 

4、江阴市国祥教育培训中心等 14 家培训机构在消防等方面

不达标，作年检不合格处理。其中， 12家培训机构年检材料逾期

未报，自动放弃年检资格。上述机构在取得市场主体登记资格后，

可以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经营。 

各民办学校和社会培训机构要规范办学行为，认真总结办学

经验，不断提高教育和培训质量。要主动面向社会需求，积极开

发品牌项目，培训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类人才，为构建我市终身

教育体系作出贡献。本次年检中暂缓通过的单位，务必强化措施，

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对逾期整改不到位的单位，我局将按规定

作出处理。 

附件：1．2019年度民办学校、民办幼儿园年检情况一览表 

2．2019年度社会培训机构年检情况一览表 

3．2019 年度批准设立的民办学校、社会培训机构情

况一览表 

 

 

江阴市教育局 

2020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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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民办教育 社会培训机构 年检通报 

抄报：无锡市教育局 

抄送：江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阴市公安局、江阴市民政局、江阴

市应急管理局、江阴市行政审批局、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阴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江阴市教育局             2020年 7月 20日印发  
共印 2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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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民办学校、民办幼儿园年检情况一览表 

序号 许可证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 

代表人 
办学内容 年检结论 备注 

1 13202815XX00010 江阴市天华艺术学校 江阴市君山路105号 史 影 中小学、幼儿园 暂缓通过 
 

2 13202815XX00848 江阴外国语学校 江阴市中山南路23号部分房屋（过渡校区） 许 雯 学历教育（小学） 合格 
 

3 13202816XX00010 江阴市青阳镇旌阳幼儿园 江阴市青阳镇锡澄路1343号 邓 斌 学前教育 暂缓通过 
 

4 13202816XX00020 江阴市丽都幼儿园 江阴市黄山路丽都花园东大门南侧 顾玉芬 学前教育 暂缓通过 
 

5 13202816XX00030 江阴市霞客镇陈子幼儿园 江阴市徐霞客镇宏岐村顾家村1号 徐雪娟 学前教育 合格 
 

6 13202816XX00050 江阴市阳光幼儿园 江阴市阳光路159号 周琳敏 学前教育 暂缓通过 
 

7 13202816XX00060 江阴市祝塘镇亲亲幼儿园 江阴市祝塘镇祝璜路18号 王 燕 学前教育 暂缓通过 
 

8 13202816XX00070 江阴市新天地幼儿园 江阴市通江南路20弄16号 袁 红 学前教育 合格 
 

9 13202816XX00080 江阴市新普惠幼儿园 江阴市夏港街道衡山路179号 张敏玉 学前教育 合格 
 

10 13202816XX00100 江阴市周庄镇华宏世纪苑小太阳幼托园 江阴市周庄镇世纪南大道66-68号 顾秋花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11 13202816XX00110 江阴市周庄镇周西社区小博士幼儿园 江阴市周庄镇周西路74、76号 沈瑛华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12 13202816XX00120 江阴市周庄镇长新幼儿园 江阴市周庄镇长寿新村8幢101 章玉凤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13 13202816XX00130 江阴市阳光国际幼儿园 江阴市毗陵东路2号 赵建芬 学前教育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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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许可证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 

代表人 
办学内容 年检结论 备注 

14 13202816XX00141 江阴市周庄社区幼儿园 江阴市周庄镇兴隆北路138-140号 苏 晓 学前教育 暂缓通过 
 

15 13202816XX00151 江阴市华士镇小巨人幼儿园 江阴市华士镇俭益路145号 赵玉红 学前教育 暂缓通过 
 

16 13202816XX00160 江阴市周庄翰峰幼儿园 江阴市周庄镇至公东路50-1号 彭玉萍 学前教育 暂缓通过 
 

17 13202816XX00170 江阴璜塘同福幼儿园 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同福街112号 胡晓艳 学前教育 暂缓通过 
 

18 13202816XX00180 江阴华士中意幼儿园 江阴市华士镇教师新村35号 徐建英 学前教育（3-6周岁幼儿） 合格 
 

19 13202816XX00190 江阴市周庄镇永新幼儿园 江阴市周庄镇长寿路321号 李颖君 学前教育 合格 
 

20 13202816XX00200 江阴周庄周南世纪幼儿园 江阴市周庄镇时代街85、87、89号 徐伟丽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21 13202816XX00210 江阴徐霞客镇皋岸村新星幼儿园 江阴徐霞客镇皋岸村河西新村 黄亚红 学前教育 暂缓通过 
 

22 13202816XX00220 江阴泓家汇幼儿园 江阴泓家汇生活广场88号 邹闻涛 学前教育 合格 
 

23 13202816XX00230 江阴市虹园幼儿园 江阴市文化西路三十三弄1号 季 芬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24 13202816XX00240 江阴市小荧星艺术幼儿园 江阴市澄江街道澄南路70号 邹明娟 幼儿园 合格 
 

25 13202816XX00260 江阴安庭幼儿园 江阴市澄江街道果园路78号 王 旌 学前教育（2-5周岁幼儿） 合格 
 

26 13202816XX00270 江阴周庄长西幼儿园 江阴市周庄镇长寿路11-2、3、4号 孔唯益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27 13202816XX00280 江阴徐霞客星光幼儿园 江阴市徐霞客镇马镇环镇北路99号 沈玲玲 学前教育（2-5周岁幼儿） 暂缓通过 
 

28 13202816XX00290 江阴东方剑桥长江幼儿园 江阴市通富路150号 于松岭 学前教育（2-5周岁幼儿） 合格 
 

29 13202816XX00308 江阴市北国社区幼儿园 顾山镇北国学前路3号 金建瑜 学前教育（2-5周岁幼儿） 合格 
 



 - 8 -

序号 许可证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 

代表人 
办学内容 年检结论 备注 

30 13202816XX00319 江阴市明园艺贝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月城镇胥林路18号 赵宇斌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31 13202816XX00339 江阴普林思顿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青年广场20号101、103、105、106、
107、二楼、三楼 

赵小苜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32 13202816XX00348 江阴希麦尔协和双语幼儿园 江阴市花北路58号 李 春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33 13202816XX00359 江阴伊顿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云亭街道云山路1号1-2层（具体范
围以消防验收合格面积为准） 

徐海平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34 13202816XX00369 江阴市大地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云亭街道松文头路22号2-5幢1-3层 沈 霞 
学前教育（三周岁以上至

入小学前的幼儿）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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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社会培训机构年检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许可证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办学内容 年检情况 备注 

1 13202817ZX00010 江阴市国祥教育培训中心 
江阴市寿山路 117号（浙江商贸
城3楼） 

顾国祥 音乐艺术（器乐、声乐、舞蹈）培训 不合格   

2 13202817ZX00020 江阴市电脑培训中心 江阴市中山北路80号4楼 管国良 
电脑、动漫制作、会计电算化、核销员贸易信

贷业务、英语口语培训 
不合格   

3 13202817ZX00040 江阴市天华艺术培训中心 江阴市君山路105号 史 影 青少年艺术教育 不合格   

4 13202817ZX00060 江阴市文化艺术学校 江阴市澄江中路86号 李敬伟 书法培训、文化艺术培训、自考辅导 暂缓通过   

5 13202817ZX00071 
江阴市天琴文化艺术培训中

心 
江阴市人民中路196号 李 勇 音乐、器乐、艺术、语言表演、棋类培训 不合格   

6 13202817ZX00081 江阴市王俭美术（业余）学校 江阴市中山北路80号5楼 王 俭 基础美术教育 合格   

7 13202817ZX00090 
江阴市旭日东方外国语培训

中心 
江阴市司马街32号 王 琴 课外补习（英语） 合格   

8 13202817ZX00101 江阴市天音音乐培训中心 江阴市人民中路176号 薛华清 器乐,声乐培训 不合格   

9 13202817ZX00111 
江阴市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业

余） 
江阴市中街110号 姚 红 初中级英语培训,自考辅导 暂缓通过   

10 13202817ZX00121 江阴市中山教育培训中心 江阴市中山南路7号 季明平 电脑,外贸,会计，英语口语，美术，棋类培训 不合格   

11 13202817ZX00151 江阴市韦博英语培训中心 
江阴市花山路 195-197 号二楼局
部（L2017-2022) 

丁仁飞 课外补习（英语） 合格   

12 13202817ZX00161 江阴市疯狂英语培训中心 江阴市高巷路33号 李燕萍 英语培训,文学赏析,写作培训 暂缓通过   

13 13202817ZX00180 江阴市延陵职业进修中心 江阴市君山路105号 夏 芸 课外补习（高中英语、高中语文、高中地理）、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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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许可证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办学内容 年检情况 备注 

继续教育（自考助学） 

14 13202817ZX00221 江阴市暨阳自考辅导中心 江阴市文化中路18号 唐美纹 自学考试培训,继续教育 暂缓通过   

15 13202817ZX00240 江阴市南艺艺术培训中心 
江阴市人民中路 289-2 号泓昇商
务楼内 

刘欣乐 舞蹈，表演艺术培训 不合格   

16 13202817ZX00250 
江阴市时代蓓蕾舞蹈培训中

心 
江阴市人民中路91号百乐城5楼 吴香媛 舞蹈培训 暂缓通过   

17 13202817ZX00271 江阴市金杯艺术培训中心 江阴市申港街道亚包大道128号 时建明 
音乐、舞蹈、美术培训、中国象棋、乒乓球培

训 
暂缓通过   

18 13202817ZX00280 江阴市少儿才艺培训中心 江阴市河北街333号四楼局部 尤国耀 
艺术培训（书法、美术、舞蹈）、体育培训（围

棋、象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 
合格   

19 13202817ZX00291 江阴市丽都教育培训中心 江阴市丽都花园小区 顾玉芬 
文学创作、英语口语、美术、主持人、舞蹈、

书法 
不合格   

20 13202817ZX00300 江阴市艺铭培训中心 江阴市迎阳路22、24、38号 邹明娟 器乐培训 不合格   

21 13202817ZX00310 江阴市远景教育培训中心 江阴市延陵路494号5楼 王国兴 课外补习（英语）、继续教育（自考助学） 合格   

22 13202817ZX00321 江阴市夏恩英语培训中心 
江阴市澄江中路 29 号新体育中
心C座-3(第二层局部） 

徐 杰 课外补习（英语） 合格   

23 13202817ZX00340 江阴市优优英语培训中心 
江阴市澄江中路 5号东都国际大
厦四楼 

蒋国梅 英语培训 暂缓通过   

24 13202817ZX00381 江阴市好少年艺术培训中心 
江阴市华士镇华西二村十房基 4
号 

吴  吉 舞蹈、声乐、器乐、美术、体育、书法培训 暂缓通过   

25 13202817ZX00411 江阴金苹果教育培训中心 江阴市华士镇环南路85号 夏菊英 美术、舞蹈、器乐、棋类培训 合格   

26 13202817ZX00421 江阴翰博园教育培训中心 江阴市延陵路590号 顾凤华 少儿英语培训 暂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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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内容 年检情况 备注 

27 13202817ZX00431 江阴瑞思英语培训中心 
江阴市澄江中路 99 号魔方时代
广场B区3楼 

黄 艳 少儿英语培训 暂缓通过   

28 13202817ZX00441 江阴沃尔得教育培训中心 江阴市青果路9-11号3楼 李 彤 课外补习（英语、数学、语文、物理） 合格   

29 13202817ZX00451 江阴玛宝斯坦教育培训中心 
江阴市万达广场 171-175 号、
267-270号 

夏 伟 
少儿英语培训、Mind lab思维培训、成人英语
和美术培训 

合格   

30 13202817ZX00471 江阴市优博特教育培训中心 江阴市司马街32号 凌 健 成考自考助学辅导 暂缓通过   

31 13202817ZX00481 江阴英之辅语言培训中心 江阴万达广场金街176号 孙建新 青少儿、成人外语培训 合格   

32 13202817ZX00491 
江阴市金钥匙儿童启智教育

中心 
江阴长江路 252号儿童福利院一
楼 

黄清颖 各类心智障碍儿童育养、教育康复、家长培训 不合格   

33 13202817ZX00509 
江阴市邦德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滨江东路 2号裙楼南侧 1
楼 

戴春伟 
艺术培训（美术、书法）、课外补习（语文、

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思维训练（魔方） 
不合格   

34 13202817ZX00519 
江阴梦成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嘉年华广场7幢107、108第
1-2层局部 

王晓凌 课外补习（小学语文、数学、英语） 不合格   

35 13202817ZX00529 
江阴耐思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人民东路 118号兴澄银座
四楼404-411 

万香华 英语培训 合格   

36 13202817ZX00539 
江阴市金子塔儿童潜能培训

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万达广场 123、124、125、
219（2F）、220、221 

秦月月 
思维训练、连氏心算、拼音识字写字、创意美

术 
合格   

37 13202817ZX00549 
江阴奥斯坦丁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江阴市青果路6号二楼南楼 姜红玉 课外补习（英语、语文、数学） 合格   

38 13202817ZX00559 
江阴市六艺瀚学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香山路嘉年华广场 13 幢
二层 102-111、113-118，三层
305-315 

袁美芳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合格   

39 13202817ZX00569 
江阴名思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人民中路111号901、902、
906、805 

顾敏花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生物)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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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3202817ZX00579 
江阴市梦远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江阴市新桥镇康定路58号（具体
范围以消防验收合格面积为准） 

陶岸丰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合格   

41 13202817ZX00589 
江阴同圆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福泰路 89号 301室 3012
号 

陈建新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合格   

42 13202817ZX00599 
江阴君不器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江阴市周庄镇龙西路 152 号第
1-2层（具体范围以消防验收合格
面积为准） 

王 媛 课外补习（语文、英语、数学、化学) 不合格   

43 13202817ZX00609 
江阴学胜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文富路 271-273 号、
275-277号 

许利君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生物、历史) 
合格   

44 13202817ZX00619 
江阴慧萌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果园路华钢国际商务中心

1011、1012、1015室（具体范围
以消防验收合格面积为准） 

杨利亚 课外补习（数学、英语） 合格   

45 13202817ZX00629 
江阴市国之风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江路 175-4号裙房 2层
局部（具体范围以消防验收合格

面积为准） 
徐 霭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合格   

46 13202817ZX00639 
江阴市文轩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环城北路 27 号凯悦国际
金融中心1108（具体范围以消防
验收合格面积为准） 

金 笠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合格   

47 13202817ZX00649 
江阴君阳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澄江中路 29 号体育场第
一层局部（具体范围以消防验收

合格面积为准） 
朱文亚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暂缓通过   

48 13202817ZX00659 
江阴市荟享学堂文化艺术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人民东路 118 号 311-321
室（具体范围以消防验收合格面

积为准） 
李 玲 课外补习（英语、语文、数学） 合格   

49 13202817ZX00669 
江阴市唯德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青阳镇大源街63号202、
217、219、221室（与108号231、
238、240、242、244室连为一体） 

徐 燕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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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3202817ZX00679 
江阴市澄阳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青阳镇大源街19-23号（具
体范围以消防验收合格面积为

准） 
吴春燕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合格   

51 13202817ZX00689 
江阴市腾飞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中山南路 2号电信大厦 2
层局部（具体范围以消防验收合

格面积为准） 
金锡良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政治） 
合格   

52 13202817ZX00699 
江阴慧众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黄山路 117-127 号新华路
225-235号第四层（具体范围以消
防验收合格面积为准） 

吴建华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合格   

53 13202817ZX00709 
江阴市育秀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疑似全日制幼托园，

含食堂） 

江阴市君巫路222号-301室（具
体范围以消防验收合格面积为

准） 
符燕媛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不合格   

54 13202817ZX00719 
江阴拉雅爱优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江阴市人民东路118号301-307 徐伟东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合格   

55 13202817ZX00729 
江阴市海豚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江阴市青果路9-11号4楼西区 陶立泉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暂缓通过   

56 13202817ZX00739 
江阴市卫伟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迎宾路22号第一、二层局
部 

缪佩原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合格   

57 13202817ZX00749 
江阴市筑米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江阴市香山路 306号第 1-2层局
部 

胡梦梦 课外补习（英语） 合格   

58 13202817ZX00759 
江阴市德韵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青阳镇大源街 25、27 号
（与17号223、225室连为一体） 

张 蓉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合格   

59 13202817ZX00769 
江阴元尚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青阳镇府前路58号201室 杨忠德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 合格   

60 13202817ZX00779 
江阴市澄宇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江阴市青山路 151-153号 2号营
业楼2层局部 

鲁 杰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合格   

61 13202817ZX00789 江阴市明雅格教育培训中心 江阴市公园路 18 号幸福里 4 号 许新凤 课外补习（英语）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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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01和5号201 

62 13202817ZX00799 
江阴市朗恩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中山南路 2号电信大楼 3
层（具体范围以消防验收合格面

积为准） 
王俊卿 课外补习（英语） 合格   

63 13202817ZX00809 
江阴远方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花园路167号 周炳兴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合格   

64 13202817ZX00819 
江阴市明智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人民中路137号4楼 王明立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 合格   

65 13202817ZX00829 
江阴菁华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虹桥南路 29-33 号二楼、
三楼 

沈大公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 合格   

66 13202817ZX00839 
江阴市勤思苑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江阴市中山北路29号第四层 尹思华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合格   

67 13202817ZX50019 
江阴市卓名教育培训中心有

限公司 
江阴市城东街道汇龙街12号 汤奇明 课外补习（数学、英语） 合格   

68 13202817ZX50029 
江阴睿博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公司 
江阴市城东街道龙距巷36号 王彩英 课外补习（数学、英语） 合格   

69 13202817ZX75029 
江阴市英之培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江阴市利港街道兴港路 601-603
号 

刘川江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合格   

70 13202817ZX75039 
江阴博睿精英教育培训中心

有限公司 
江阴市璜土镇迎宾西路58号 汤彩红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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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许可证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办学内容 

1 13202816XX75102 江阴临港科创实验学校 江阴临港开发区钱江路11号 李道海 小学、初中 

2 13202816XX50039 江阴城东蟠龙湾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城东街道汇龙街40-50号 潘黎伟 学前教育 

3 13202816XX75019 璜土香树湾幼儿园 璜土香树湾小区商铺 裔传林 学前教育 

4 13202816XX75100 江阴京师幼学幼儿园 临港开发区香江路485号 郑好贤 学前教育 

5 13202816XX00379 江阴市小朴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周庄镇周山路6号、7号（1-3层） 曹宇婷 学前教育 

6 13202816XX00389 江阴未来大脑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云亭街道澄杨路206号绮山松桥雅园7号
101、201、301,8号101、201、301（1-3楼） 

王 伟 学前教育 

7 13202816XX00399 江阴信德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云亭街道敔山路 8 号（名家汇商业中心
33-50号） 

高保君 学前教育 

8 13202816XX00409 江阴市博洲爱维叶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通渡南路108号（1-3层） 贾 萍 学前教育 

9 13202816XX00418 江阴文林和湘幼儿园 江阴市祝塘镇河湘村河湘东街9号 包登峰 学前教育 

10 13202816XX00429 江阴市江外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中山南路23号部分房屋（过渡校区） 许 雯 学前教育 

11 13202816XX00439 江阴市硕德童盛幼儿园有限公司 江阴市五星路181号1楼局部 刘彩霞 学前教育 

12 13202817ZX00859 江阴尚德倍优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迎阳路27-29号1-3层局部 刘 铖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13 13202817ZX00869 江阴知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朝阳路77-79号三楼 高 艺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14 13202817ZX00879 江阴良诚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河北街333-337号第三层局部 张华香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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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学） 

15 13202817ZX00889 
江阴名思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城北分公

司 
江阴市澄江中路5-1号503、604 许利君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 

16 13202817ZX00899 江阴市德睿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外环北路39、41、43号 周金景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17 13202817ZX00909 江阴市志诚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泾镇环南路129、129-1、131号 张洁雪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18 13202817ZX00919 江阴市高恩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江路72号 王政权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19 13202817ZX00929 江阴市跃高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祝塘镇文林华昌路35号1-3层，37号2-3
层 

李仪群 
课外补习（数学、语文、英语、物

理、化学、历史、信息技术） 

20 13202817ZX00939 江阴市精锐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人民中路159-165号二楼 裴雪群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21 13202817ZX00949 江阴市凯尔文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青阳镇府前路185号3楼局部 张珂南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22 13202817ZX00959 江阴荃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绿苑居7号1-2楼 徐静芳 
课外补习（数学、语文、英语、物

理） 

23 13202817ZX00969 江阴市海川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文通南路112号、114号1-2层 邵海蓉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24 13202817ZX00979 江阴市顶点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银桂路30号，52-206、207 陈 伟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25 13202817ZX00989 江阴市天美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周庄镇西大街125号三楼 陆一峰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历史） 

26 13202817ZX00999 江阴玛宝斯坦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万达广场171-175号、267-270号 夏 伟 
课外补习（小学数学、英语）、艺

术培训（美术） 

27 13202817ZX01008 江阴英之辅语言培训中心新华路教学点 江阴市新华路225号第二层局部 孙建新 课外补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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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姓 名 
办学内容 

28 13202817ZX01019 江阴市行远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香山路106号301-330 谢瑞庆 

课外补习（小学语文、小学数学、

小学及初中英语）；艺术培训（拉

丁舞、中国舞、中国民族民间舞、

音乐、美术）；体育培训（跆拳道、

乒乓） 

29 13202817ZX01029 江阴市恩次方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人民西路65号第1-2层局部 汤 娇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30 13202817ZX01039 
江阴名思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城东分公

司 
江阴市新华路164号、166号 许利君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 

31 13202817ZX01049 江阴市世纪晓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人民中路137号（南菁电脑城3楼） 王兴敏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 

32 13202817ZX01059 江阴市泓瑞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云亭街道银桂路74号 王 宁 课外补习（数学、英语、化学） 

33 13202817ZX01069 江阴市育璞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周庄镇周山路6号 顾文娟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 

34 13202817ZX01079 江阴瑞星快乐魔方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澄康路158、160、162号 靳秋琴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35 13202817ZX01089 江阴市同进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青果路7号3楼 陶 勇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36 13202817ZX01099 江阴壹品翰林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银桂路17号101 王 媛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37 13202817ZX01109 江阴市六汇瀚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银桂路29号美嘉广场107-108 刘丽菁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美术 

38 13202817ZX01119 江阴市乐风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青阳镇大源街59号第三层局部 叶海军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 

39 13202817ZX01129 江阴荣易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园路 25号一层、三层，27号
三层 

文剑锋 课外补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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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13202817ZX01139 江阴市星之晓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澄江中路 2 号 3FB，3FC，澄江中路 2-3
号-2-4号 

王兴敏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 

41 13202817ZX01149 江阴九章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澄江中路276号301室三层局部 丁 力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42 13202817ZX01159 江阴尚学堂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中山北路31号一楼局部、二楼 林 琳 
课外补习（数学、英语、物理、化

学、生物） 

43 13202817ZX01169 江阴市三六六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通富路25、27号一楼 冯 莉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44 13202817ZX01179 江阴市爱学腾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虹桥北路106号（1-3层） 陆新艳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物理、化

学、英语） 

45 13202817ZX01189 江阴市飞博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澄江中路5-1号507、508室（东都大厦） 陈奕良 
课外补习（数学、物理、化学、英

语） 

46 13202817ZX01199 江阴零启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河湾锦苑 88号 201、94号 201（A区
A4幢） 

唐莉萍 课外补习（小学语文、小学数学） 

47 13202817ZX01209 江阴龙轩阁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青山路169、171号1-3层局部 刘铲淋 
课外补习（小学数学、小学英语）、

美术 

48 13202817ZX01219 江阴市尚心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河湾锦苑B区B1幢70号 王晓峰 
课外补习（小学语文、小学数学、

英语） 

49 13202817ZX01229 江阴优吉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澄江街道世新路116号1号楼268号商铺，
258-272（三楼），282-298（三楼） 

顾金兰 
课外补习（小学语文、小学数学、

小学英语） 

50 13202817ZX01239 
江阴市志诚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华士分

公司 
江阴市华士镇环东路507号 张洁雪 

课外补习（小学语文、小学数学、

初中英语） 

51 13202817ZX01249 江阴市英萃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南闸街道南新街25、27号 何宇豪 课外补习（数学、英语、政治） 

52 13202817ZX01259 江阴市爱尚学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杨子华都春申路259-261号 施玲艳 
课外补习（小学数学，初中英语，

高中数学，高中语文，高中化学，

高中物理） 



 

 - 19 -

序

号 
许可证号 名   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姓 名 
办学内容 

53 13202817ZX01269 江阴环亚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新桥镇文化路398号三楼南侧 赵 勇 
课外补习（小学语文、小学数学、

初中英语） 

54 13202817ZX01279 江阴市大晟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周庄镇白蛇西路45、47、49、51、53、55、
57、59号（2-3层） 

黄 燕 
课外补习（小学语文、小学数学、

小学英语） 

55 13202817ZX01289 江阴市思睿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美嘉广场84-85号1-3层 胡梦烨 
课外补习（小学语文、小学数学、

高中英语） 

56 13202817ZX01299 江阴市新思维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江路152-2号1-3楼 顾仲良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 

57 13202817ZX01309 
江阴市天美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新生路分

公司 
江阴市华士镇新生路162、162号1-2层局部 田梦霞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58 13202817ZX01319 江阴无涯阁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天庆路374、376号 陈何花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高

中政治） 

59 13202817ZX01329 江阴市学知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长江路16号16-1号 李宏伟 
课外补习（语文、高中数学、高中

英语、物理、化学） 

60 13202817ZX01339 
江阴知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中山北路分公

司 
江阴市中山北路80号一层局部 殷小霞 

课外补习（数学、物理、化学、英

语、语文） 

61 13202817ZX01349 江阴市东隅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香山路150,152,162-178号，澄江中路97-99
号三楼 

孙丽娟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62 13202817ZX01359 江阴市黄山湖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澄康路170号、君巫路222号201 符燕媛 
课外补习（高中英语、小学数学、

小学语文） 

63 13202817ZX01369 
江阴玛宝斯坦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城东

分公司 
江阴市新华二村11-13号 夏 伟 

课外补习（英语），艺术培训（美

术） 

64 1302817ZX75049 江阴市品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 江阴市申港街道申港路368、370、372号 沈新花 
课外补习（14周岁以上语文、数学、
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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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302817ZX75059 江阴市创程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申港街道崇文路255号2楼、257号、259
号、261号 

张惠芬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66 1302817ZX75069 江阴市育华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申港街道崇文路555号 彭静丽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67 1302817ZX75079 江阴市思达特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利港街道兴港路364、366号 黄素静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68 1302817ZX75089 江阴市学乐帮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璜土镇迎宾西路 75-3、4号第二层，5、8
号1-2层 

赵 锋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69 13202817ZX75099 江阴睿源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临港开发区夏港街道珠江路25号 顾秋芬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70 13202817ZX75101 江阴舟龙一舞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璜土镇迎宾西路75-19号 成 炎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71 13202817ZX75103 江阴市金皓闻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夏港街道钱江路32.34.36号 刘惠萍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 

72 13202817ZX75104 江阴市新芽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利港刘墅路308.310号 朱慧芳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73 13202817ZX75105 江阴恩博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璜土镇镇澄路3625号 孙洪涛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74 13202817ZX75106 江阴市佳圣美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夏港街道镇澄路92号 史圣霆 
课外补习（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 

75 13202817ZX50049 江阴市慧思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江阴市滨江开发区砂山路98-100号一楼局部 于红英 
课外补习（高中语文、高中数学、

初中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