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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海市徐汇区民办幼儿园
办学许可证在有效期内公告名单

2014年上海市徐汇区民办非学历教育
培训机构办学许可在有效期内公告名单
办学许可证号 机构全称 注册地址 办学许可证号 机构全称 注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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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办前进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青少年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徐汇区精英文化进修学校
上海市西南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南海模范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尚品进修学校
上海音协音乐进修学校
上海东华国际人才研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巾帼园进修学校
上海交响音乐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希望之星进修学校
上海市华育业余学院
上海市申洋国际交流进修学院
上海华东电脑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财政培训中心
上海徐汇区培英进修学校
上海博华进修学院
上海市民进自强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育林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国育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东方中医进修学校
上海市贺绿汀艺术专修学校
上海市新知进修学院
上海市妇女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徐汇区好莱坞音乐进修学校
上海市青少年科技业余学校
上海金盾现代保安人员培训中心
上海中智国际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中学生业余学校
上海徐汇区蒂伊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韦博进修学校
上海中成协培训中心
上海徐汇区中文写作专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振旅进修学校
上海市海外教育专修学校
上海房地产专修学院
上海市徐汇恒甫进修学校

上海市徐汇凌云科技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思源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徐汇区尚思业余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百辉教育进修学校
上海市昂立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东汇育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连锁经营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盛大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汇文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凯业教育培训中心

裕德路 '+*号 '!"+室
田林东路 *号
漕宝路 (""号 !"$室
斜土路 !"""号 (楼
丰谷路 ('%弄 !(号
罗秀路 %"号二楼
高安路 '*弄 %号底楼
斜土路 !+"'号嘉汇广场 -(.!!/

天平路 !$%号 !"$室
复兴中路 '!+"弄 !号
中山南二路 &**弄 '%号四楼
岳阳路 '号
漕溪路 '+%号 '(''!'('!室
钦州北路 *&*号
建国西路 +%!号
罗香路 !)'号
龙吴路 '%"!号
漕宝路 (""号
罗秀新村 '(+号
桂林路 $"*号
零陵路 %("号 '%号楼 %")室
东平路 &号
宝庆路 *号二楼
中山西路 !!*'号 !.(楼
华山路!"**号*"*室汇银广场南楼
岳阳路 $%号
龙华西路 '号第二教学楼
安福路 !"'号 '楼
中山南二路 '%'号（教育报刊总社）
辛耕路 )'号 0

衡山路 &!!号 ((楼
蒲汇塘路 '*号
宜山路 %'%号 '号楼四楼
上海市漕东支路 '"'号
淮海中路 '"$%号教育宾馆 !楼
虹漕南路杨家桥 !&号
中漕路 (+号
肇嘉浜路 '"+% 号甲飞雕国际大
厦 !%"(.!%"$室
广元西路 $%号二楼
桂平路 !+"弄 '$号
陕西南路 %$"号
番禺路 *)"号
中山南二路 &**弄 '%号 (楼
丰谷路 ('%弄 !(号一楼
宾阳路 %"弄 '号
天等路 $""号 (号楼
漕溪北路 **号圣爱广场 )"%室

办学许可证 学校名称（全称） 注册地址 办学许可证 学校名称（全称） 注册地址

徐汇区百花街 (*"号
徐汇区古宜路 ')"弄 )号
徐汇区梅陇三村 $&号
徐汇区蒲汇塘路 %"号玉兰花
苑 +号楼
徐汇区梅陇十一村 &+号
徐汇区宛南一村 !(号
徐汇区汇城五村 )%号
徐汇区桂林西街 &弄 %)号
徐汇区大木桥路 !()弄 )号
徐汇区长桥一村 !&号
徐汇区云锦路 *"弄 '"号
徐汇区康健路漕泾一村 ("号
徐汇区田林六村 '"号
徐汇区龙吴路 &**弄 !%号
徐汇区太原路 *)号
徐汇区吴兴路 )%号
徐汇区东湖路 !'号
徐汇区梅陇路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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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樱花园幼稚园
上海市徐汇区新宜幼稚园
上海徐汇区培蕾幼稚园

上海徐汇区蓓蕾幼稚园

上海市徐汇区陇龙幼稚园
上海市徐汇区鲁浦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汇城苑幼稚园
上海市徐汇区杜鹃园幼稚园
上海市徐汇区康乐托儿所
上海市徐汇区上中托儿所
上海徐汇区民办滨江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漕河泾街道中心托儿所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街道中心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小神童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枫叶交响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嘉宝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蒙特梭利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小红花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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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徐汇区民办吉的堡新汇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太阳船幼儿园
上海世纪昂立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新东方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安淇儿幼稚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金贝贝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小伊顿双语幼稚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世纪昂立幼稚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创意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四季方馨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澳宝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东方丽娃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东泉大地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胡姬港湾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维亚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凯琴数码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方馨幼儿园
上海徐汇区民办新世纪幼儿学园

徐汇区康健小区虹漕南路百花
街 '*号、+号
徐汇区龙华西路 ($%弄 *号
徐汇区龙山新村 ''%号
徐汇区宜山路田林十四村 !)号
徐汇区衡山路 &弄 !号
徐汇区龙吟路 (""号
徐汇区宛平南路 %&!号
徐汇区吴中东路 %""弄 ('号
徐汇区柳州路田林十村 +号
徐汇区五原路 ''!号
徐汇区永嘉路 (%+弄 ('号
徐汇区罗秀路 '"&%弄 $".$'号
徐汇区东泉路 +%弄 &号
徐汇区丰谷路 !"%弄 (%号
徐汇区华亭路 )'弄 '号
徐汇区华泾路 &&%号
徐汇区钦州南路 *弄 *.&号
徐汇区桂林路桂林东街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条例〉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徐汇区教育局决定将
!"'$

年办学许可在有效期内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和民办幼儿园进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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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南洋现代教育中心
上海市徐家汇工商管理进修学院
上海市永强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博学科技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新思源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枫桥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精明进修学校
上海市文化经纪人培训中心
上海徐汇区盛华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柏斯艺术专修学校

上海交慧人才专修学院
上海非凡进修学院
上海理财专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立欧进修学校
上海未来路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海移语言文化专修学校

上海复泰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徐汇区迪乐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商外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习盛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大师教育进修学校

上海富民专修学院
上海新群星文化艺术专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新航道进修学校
上海东方文化进修学院
上海英豪教育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凯顿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升华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长颈鹿美语培训学校
上海徐汇区恩菲尔进修学校
上海裕德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青少儿成长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国际文化进修学院
上海同道进修学院
上海市蒙太奇文化艺术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启星进修学校
上海徐汇区华进进修学校
上海市城市规划进修学院
上海华是进修学院
上海徐汇区巧易思进修学校
上海青年文化创意培训中心
上海市华成外语培训中心
上海物业管理行业培训中心
上海徐汇区丁善德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易进文化进修学院

番禺路 ++)号 (楼 1座
高安路 '"%号裙房二楼
永嘉路 )"'号 !楼
老沪闵路 )))号 '号楼 ('(室
番禺路 ''%"号
小木桥路 !+*弄 '号 )1

丰谷路 ('%弄 !(号
龙吴路 '%"!号 (幢
龙吴路 !(**弄 '!"号 ("!室
汾阳路 !"号下沉式音乐广场 2

单元
华发路 !)!号 (楼
广元西路 $%号 !楼东厅
钦州南路 )'号 ',楼
桂林路 $+号五楼
零陵路 ($!号 !号楼 !、$层
虹桥路 *,* 号 '! 幢 0)(,'、
3(''，!+幢 0(!,!

上海市番禺路 ',!*号 !,(室
南丹路 '+&号 (,,%.(,,*室
百色支路 (%号
上海华山路 !,,,号 ),'、),(室
肇嘉浜路 *,)号五洲国际大厦
&楼
罗秀新村 '(+号
中山西路 '%%'号
漕溪北路 ''''号西左裙底楼
石龙路 ($%弄 (号 '号楼 +楼
广元西路 $%号 $,&室
苍梧路 '!号 ',.)幢 !楼
龙华西路 !'弄 *,号
华山路 ')%'号 (楼
龙华西路 (&*弄 $号 %楼
裕德路 $%弄 !号
华山路 !,**号 '),!.'),$室
陕西南路 !,!号
天平路 !$%号 0.+4

田林东路 %**号
苍梧路 ',号 (幢 !楼
华泾路 %,%号 $楼
南丹东路 !%号
漕溪路 '+%号 '!,%室
永嘉路 +&&号 (楼
漕溪北路 %,!号 !,%室
中山南二路 &**弄 '%号四楼
番禺路 *,'弄 !*号
南丹东路 ',&号
沪闵路 *,)%号 *楼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