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厦门市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2022年10月更新（共90家）

序号 所在区 机构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

名
地址 备注

1

思明区
11家

厦门市思明区阳光彼岸培训中心 52350203769289413U 李梨榕 湖滨南路809号国际文化大厦9楼

2 厦门市思明区乾元课外培训学校 52350203MJB976133M 叶家求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503号2楼
32.33.34.35.36.37.41.42.43.44.45室3 厦门市思明区仁智课外培训学校 52350203MJB976141G 林敏 厦门市思明区新华路70-74号103室

4 厦门市思明区快乐优学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03MJB976301P 张浩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37号汇成商业中心二楼15/16/17/18单元

5 厦门市思明区快乐酷学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03MJB9763520 张浩 厦门市思明区角滨路9号银行家园2楼

6 厦门市思明区快乐享学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03MJB976379P 张浩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243--1号二楼

7 厦门市思明区快乐智学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03MJB976440E 张浩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20号帝豪大厦201-208室

8 厦门市思明区向上之力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03MJB976328F 李梨榕 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4号鸿昇大厦4层A1单元

9 厦门市思明区智嘉课外培训学校 52350203MJB976459B 陈育林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11号邮电广通大厦201

10 厦门市思明区万师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03MJB976416X 王玉飞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94-104号第二层C1单元

11 厦门市思明区兰阶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03MJB976846P 吴碧兰 厦门市思明区禾祥西路316号219单元之五

12

湖里区
21家

厦门市湖里区新东方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76387X 杨伟国 园山南路800号三层L3-P-01/02/03/04

13 厦门市湖里区鹭新东方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76408E 杨伟国 园山南路800号厦门联发欣悦里二层L2-P-10号单元

14 厦门市湖里区四钛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76344G 郭标 兴隆路635号201室

15 厦门市湖里区新风众行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76475C 夏财妹 兴隆644-660号二层01单元

16 厦门市湖里区航向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764244 康德亮 嘉禾路388号永同昌大厦一层商场B单元

17 厦门市湖里区万师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76096T 刘庆龙 金尚路401、403号1-2层

18 厦门市湖里区快乐学习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76264W 黄世光 南山路403-104号1-3楼

19 厦门市湖里区长颈鹿英语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682809 林嘉琳 钟宅西里1号店面

20 厦门市湖里区西迪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773471 姜玉华 华光路20-26、20-30号

21 厦门市湖里区魔学奇英语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7658XD 钟霞 五缘西三里32号101单元-2

22 厦门市湖里区魔乐奇英语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76563T 杨玲俐 祥店里171号101-104单元

23 厦门市湖里区易贝乐英语培训学校 52350206MJB96735XE 柯彧 吕岭路1068号东百蔡塘广场3楼B07

24 厦门市湖里区世杰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67528M 郭阳明 吕岭路161号202室、203室

25 厦门市湖里区佳音英语培训中心 52350206594968974Q 张浩 台湾街318号金盛大厦二楼

26 厦门市湖里区多米诺儿童英语培训学校 52350206072841730Y 郑佩琍 仙岳路1939号302-315室

27 厦门市湖里区欣乔英语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61716E 冯美珍 南山路403号B区4楼A单元

28 厦门市湖里区浩博培训中心 5235020656284546XE 严恋莲 悦华路151号2号办公楼401室

29 厦门市湖里区新星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67912850138 林冲 南山路69号

30 厦门市湖里区雄冠跆拳道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6MA329JEP93 廖俊雄 海天路65号鹭辉大厦A2商场之一

31 厦门市湖里区青烁易考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0MA34ULD93L 董青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高崎道778号109-1、109-2
室32 厦门市湖里区唯肯艺术培训中心 52350206MJB960975M 林玉娇 南山路403号B区E单元

33

集美区

5家

厦门市集美区高风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11MJB97607X7 张成水 厦门市集美区建南二里5-12号

34 厦门市集美区宁宝博识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11MJB9760294 吴秀束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文达路13号三楼13-301号

35 厦门市集美区远英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11MJB976176M 郑启建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路5号之十四

36 厦门市集美区百分冠课外培训中心 52350211MJB975982G 庄冠蕊 厦门市集美区集源路41号201



37

集美区
5家

厦门市集美区佳音英语培训中心 523502116782564725 张浩 厦门市集美区集源路19号2楼

38

海沧区

厦门市海沧区宇琳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523502055878587859 吴琳霓 海沧区沧虹路158号505室

39 厦门市海沧区佳音英语培训中心 523502055812548257 张浩 厦门市海沧区刘山中路14号B201室，16号A201-A202

40 厦门市海沧区养正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64351K 姜玉华 海沧区嵩屿北五里19号A212

41 厦门海沧区德安信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619F 王鲁岩 海沧区悦实广场5号楼5406室

42 厦门市海沧区国格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5MA31DA2F7L 余凯 海沧区滨湖北二路98-118号A301a

43 厦门市海沧区四大名补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969M 郭标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北五里19号阿罗海购物中心A117、A215单元

44 厦门市海沧区魔奇英语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1332N 张佩玉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二路98-118号A181、A286单元

45 厦门市海沧区泉优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942X 张剑泉 海沧区沧林路117号（弘盛大厦3楼）

46 厦门市海沧区新东方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432G 杨伟国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二路116号BH201-BH203、BH217-BH220

47 厦门市海沧区四太名补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7064A 郭标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沧湖东一里98号

48 厦门市海沧区天爱成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0MA31ER396W 曾娟娟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一里208号

49 厦门市海沧区多米诺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6MA2XYRGQ4L 陈建虎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北二路98-118号阿罗海城市广场A305-A307

50 厦门市海沧区卡由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0MA2Y2YPN2B 陈雪娇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大道879号商铺二层

51 厦门市海沧快乐学习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3367 黄世光 厦门市海沧区沧虹路158号第二层B01、B03、B04

52 厦门市海沧区知行学堂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74X6 李荣晖 厦门市海沧区沧林路65号之一

53 厦门市海沧区实力东方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4673 吴育展 厦门市海沧区石塘二里16号301室

54 厦门市海沧区思诺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74276 姜玉华 厦门市海沧区兴港路2449号

55 厦门市海沧区壹品培优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74944 田素军 海沧区刘山中路12号C201室、14号B202

56 厦门市海沧区未来佳音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2991 张  浩 海沧嵩屿北五里19号阿罗海购物中心A116单元

57 厦门市海沧区德立元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2991 谢俊雄 海沧大道910号之101一楼

58 厦门市海沧区未名同文学堂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774U 刘素燕 沧虹路319号2楼

59 厦门市海沧区田野间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3MA2Y9GNU6K 李伟斌 海沧区海沧大道914-103号

60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四大名补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8892 郭标 海沧区新景西里109号201单元 

61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四大名补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555H 沈阳 海沧区天竺一里116号201

62 厦门市海沧区德润元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05MJB976715Q 王丽芬 海沧大道910之129.130

63 厦门市海沧区陶音乐伴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5MA3415E97C 俞火平 海沧大道914之109

64 厦门市海沧区元之声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5MA8RYAG352 夏文辉 海沧大道914之107-108

65 厦门市海沧区英程兆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5MA8TLQND6U 韩绍玉 海沧区滨湖北二路60-80号阿罗海城市广场B241-244

66 厦门市海沧区朵拉美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5MA8TPJPB58 冯萍 海沧区滨湖北二路98-118号阿罗海城市广场A211单元

67

同安区
17家

厦门市同安区大默培训学校 52350212MJB976504D 蔡加强 厦门市同安区凤山路754号

68 厦门市同安区阳光彼岸培训中心 52350212MJB976483W 宋瑞晖 厦门市同安区三秀南里31-107号

69 厦门市同安区卓越泛思培训学校 52350212MJB9766434 张学民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凤山一里3-10号

70 厦门市同安区磐金培训学校 52350212MJB976491P 刘育红 厦门市同安区同新北路265号和三秀北里78-8号

71 厦门市同安区艾伦外语培训中心 523502125750068682 刘映红 厦门市同安区城南大街建发大厦二楼

72 厦门市同安区魔奇英语培训中心 523502120583758844 陈煜柳 厦门市同安区银莲路125号

73 厦门市同安区四太名补培训中心 52350212MJB976803B 田赫 厦门市同安区环城西路1256-101号

74 厦门市同安区快乐智学培训中心 52350212MJB9765203 张浩 厦门市同安区环城西路1206号

75 厦门市同安区新东方教育培训学校 52350212MJB9765128 杨伟国 厦门市同安区松柏林北街41号

76 厦门市同安区尚音艺术培训学校 523502120728282889 张超元 厦门市同安区银湖里68-103号

77 厦门市同安区蓓蕾培训学校 523502126712687290 吴海英 厦门市同安区银湖里46号一楼101至108室

78 厦门市同安区永和九年书院 52350212320514246X 李伟新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五秀四里15-6号



79

同安区

17家

厦门市同安区镈知乐艺术培训中心 52350212329576259W 洪小红 厦门市同安区大唐世家一期银莲里120-48号

80 厦门市同安区琴韵敦煌艺术培训中心 52350212685256606K 蓝钰滨 厦门市同安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一楼

81 厦门市同安区华信商业培训中心 52350212791293742Y 颜宝珠 厦门市同安区同新北路265号2022、2023、2024、2025、2026、
2027室82 厦门市同安区新友谊培训中心 52350212581268944L 柯小红 厦门市同安区轮山路300号

83 厦门市同安区人文自考辅导中心 52350212791296329H 董碧真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龙西一里1-14号、1-15号

84

翔安区
7家

厦门市翔安区易百分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13568430855W 陈清滨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舫阳西二路7号301-305室

85 厦门市翔安区阳光彼岸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13MJB976205X 李梨榕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西岩一里3号272-274（泰禾天街）

86 厦门市翔安区李扬状元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13MJB976248B 黄建彬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巷西五里7号105-107单元

87 厦门市翔安区桃李圆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13MJB976221K 林旺金 厦门市翔安区金海街道洞庭路9号华论南商B栋203单元

88 厦门市翔安区泛识卓学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13MJB976280N 江大世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祥福五里21号228-232

89 厦门市翔安区禹坤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13322178514H 陈宸 厦门市翔安区翔安东路2889号321室

90 厦门市翔安区青年教育培训中心 52350213051172734H 陈振标 厦门市翔安区金曾南里6-201二层

厦门市校外培训机构黑名单
2022年10月更新（共28家）

序号 所在区 机构名称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姓

名
地址 列入黑名单原因

1

思明区
14家

厦门子任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优点学堂） 91350203MA32KYK97K 杨丽真 厦门市思明区新华路78号第二层之一 无证办学、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

2 厦门桃李如茨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万邦教育） 91350203MA32ER7D5J 李毅捷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40号之一第三层之2 违规办学

3 厦门因材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思明区梧村分公司 91350203MA335W5YXM 张理国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68号之三 违规办学

4 厦门新奉献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91350203MA339YFW4C 毛来锋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东路920-6号之一 违规办学

5 厦门市思明区育龙课外培训学校 52350203MJB9768115 连晟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40号之一第二层 违规办学 

6 厦门瑞思玛特科技有限公司（多米诺） 91350203MA3495YPXP 陈建虎 厦门市思明区斗西路156-158号610室 违规办学 

7 厦门市思明区天才宝贝儿童教育培训中心 无 曾华宣 厦门市思明区莲景路70号3楼 无证无照 

8 厦门能学汇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励步英语） 91350203MA346QUK47 柯斌 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199号磐基中心之名品中心二层211、212号 违规办学 

9 厦门市双十校友培训中心 52350203B369085120 庄振典 厦门市思明区故宫路109号禾祥花园B楼二层 违规收费

10 厦门市思明区加芬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3MA32T90FXG 祁自彦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628号美仁广场西侧2楼 未在规定时间完成营转非工作

11 新东方教育咨询（厦门）有限公司思北分公司 91350203MA8U3804XB 杨伟国 厦门市思明区湖滨西路10号201单元及301单元之一 违规办学 

12 厦门市会了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1350203MA34F8M42H 邹耀剑 厦门市思明区故宫路127号202室 无证办学 

13 厦门上榜有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91350203MA8UCAFA9W 彭会宁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844号302室02单元 无证办学 

14 厦门润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1350203MA34C4M884 陈巧茹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西路2号4楼 无证办学 

15
湖里区
1家

七彩斑斓教育机构
无 简惠三

湖里区钟宅西二里
超范围违规学科类培训

16

集美区
10家

优悦教育（厦门市君优悦科技有限公司） 91350211M0000MD89K 陈婷婷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大路墘街430号201室 无资质办学

17 京临教育（厦门京临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1350211MA3247769T  洪继华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大路墘街420号201室 无资质办学

18 一对一教育（厦门一对一教育服务有限公司集美分
公司）

91350211MA344N2J9C 李战胜 厦门市集美区石鼓路119号201室 无资质办学

19
厦门80艺术教育培训中心（厦门八零厚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
91350211089900370C  许晨

厦门集美区天安路114号物流园（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前山路
161-401号）

非学科类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20 南风艺术（厦门市柴子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91350211MA33NTPW0P  胡晓伟 厦门市集美区前山路134-1号一层 非学科类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21 厦门市集美区学佳佳课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11MA344JHB8A 刘旭 厦门市集美区杏西路1号E商城2层之一 违规办学

22 厦门静思学堂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91350211MA345ELEXA  蔡桂铃 厦门市集美区杏南路25号二层 无资质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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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
10家

地球村素质提升中心（厦门中三元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91350211MA8UT8JC8D 李斌
厦门市集美区文达路25-8号（注册地址：厦门市集美区宁海二里5

号922室之四）
非学科类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24 厦门新台阶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913502113032020212  李继平 厦门市集美区宁海二里3号211-2单元 无资质办学

25 厦门智向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91350211MA2Y48DT5E 杜茂 厦门市集美区杏东路宁海二里3号314单元 托管机构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作业辅导等

26 海沧区

2家

厦门市海沧区纷分乐学英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91350200MA32K46H18 方芳 厦门市海沧区滨湖一里184号之二 机构已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未按规定办理注销手续

27 厦门溢智慧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91350205MA33615D9P 庄毅丹 海沧区霞光东里538号C1203 无办学资质

28
同安区
1家

厦门市同安区泛学广思培训学校 52350212MJB9766359 江大世 厦门市同安区祥桥二里28号301室
非全日制高中阶段学科类培训，有不良行为（超范围

经营）

https://credit.scjg.xm.gov.cn:8085/xmgsggfw/jsp/ssztcx/javascript:ssztView('2c97f1906c854a20016cd194f5447e1a','06','%E5%8E%A6%E9%97%A8%E6%BA%A2%E6%99%BA%E6%85%A7%E6%95%99%E8%82%B2%E5%92%A8%E8%AF%A2%E6%9C%89%E9%99%90%E5%85%AC%E5%8F%B8','2','1','91350205MA33615D9P','','350205201013640','91350205MA33615D9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