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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州 市 城 中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城中教民复字〔2021〕9号

★

关于同意精睿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等 58所校外
培训机构注销办学许可证的批复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深

入推进“双减”工作，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将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通知》(教监

管厅〔2021〕1号)等法律法规，城中区教育局予以受理精睿培

训中心有限公司等58所校外培训机构注销办学许可证申请，经

研究决定，同意以下58所培训机构注销办学许可证。

附件：注销办学许可证机构名单



2

（此页无正文）

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

2021年11月22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11月22日印发



附件：

注销办学许可证机构名单

机构名称 地址 法人 重新机构性质

1 柳州精睿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潭中东路11号金苑商厦1-11 韦柳丹 转非学科经营

2 柳州市博航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龙城路21号瑞泰大厦9-1 ，9-10，9-11，9-12 康艳 转非学科经营

3 柳州市多思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龙城路瑞泰大厦六楼601、608—610室 雷健军 转非学科经营

4 柳州市华林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柳州市文华路龙腾阁2栋1-8 姚秀华 转非学科经营

5 广西嘉苗文化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罗池路14号G栋三层G303、G305号 谢燕玲 转非学科经营

6 柳州市今日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瑞康路5号职工之家三层317、319、320室 谢荣业 转非学科经营

7
柳州市城中区日成少儿文化教育培训

部
柳州市城中区五一路8号新华书店综合楼二、三层 李学峰 转非学科经营

8
柳州市拓鹏教育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柳州市东环大道258号沃德梦想1栋2层2一3 邓家伟 转非学科经营

9 柳州优读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三号东涫首座1-201号 陈波翰 转非学科经营

10 柳州市腾越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6号上东龙城世家11栋 黄娟 转非学科经营



11 柳州市睿之翼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景行路19号方东大厦10楼 林海峰 转非学科经营

12 柳州德强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映山街28号二层 唐文博 转非学科经营

13 柳州市米果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文昌路26号东郡1栋金册大厦3-2 韦丽娜 转非学科经营

14 柳州市博学教育培训中心 柳州市解放南路97号华侨大厦9楼 李燕萍 转非学科经营

15
柳州市远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五星分

公司
公园路68号金运来大厦1013号 曾庆伟 转非学科经营

16
柳州市艾瑟伦教育培训中心有限责任

公司
海关路10号钻石苑9栋3楼 伍友良 申请注销

17 柳州市艾途思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文惠路139号二楼 周泫彤 申请注销

18 柳州市拔萃苑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6号龙城世家11栋4楼西面 亓惠志 申请注销

19
柳州市贝斯特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第一

分公司
柳州市河东路19号书香园1栋2楼9、10号门面 廖群恩 申请注销

20
柳州市秉盛课外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龙城路瑞泰大厦612-614 彭春梅 申请注销

21 柳州市博学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6号上东.龙城世家1栋2层209 李燕萍 申请注销

22 柳州市灿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南端2号阳光壹佰城市广场7栋3-3 赵臣 申请注销

23 柳州市城中区博文文化教育培训中心 柳州市八一路艺术中心大楼北三楼 屠云清 申请注销

24 柳州市城中区沃德孚教育培训学校 柳州市映山街67号德福第1栋3楼 潘瑰丽 申请注销



25 柳州市德乐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解放北路5号华天大厦四层部分 杨爱军 申请注销

26 广西柳州第雍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城中区沿江路东堤春晓路项目第A2栋二层2号建筑 莫秋霞 申请注销

27 柳州市东方益学教育培训学校 桂中大道6号龙城世家11栋7、8层 周双军 申请注销

28
柳州市东方益学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映山街33号耀鑫大厦3—1—C002 卢秋萍 申请注销

29
柳州市多思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第

一分公司

瑞康路5号柳州市总工会“职工之家”四层402，408，

409，411室
雷健军 申请注销

30
广西柳州市好好学习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柳州市东堤春晓B2栋2楼 梁思 申请注销

31 柳州市鸿志文化教育投资中心 柳州市龙城路21号瑞泰大厦10-11室 覃春柳 申请注销

32 柳州市华菁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桂中大道19号文源华都11栋213a、201、202 邓华珍 申请注销

33 广西柳州市怀才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6号上东.龙城世家1栋2－1 赵臣 申请注销

34 柳州市辉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映山街15号佳圆大厦12-2.12-3 李丽梅 申请注销

35 柳州市机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映山街33号耀鑫大厦3—1 C001号 骆春玲 申请注销

36 柳州市锦添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龙城路21号瑞泰大厦12-8、9、10、11号 聂前军 申请注销

37 柳州市精学英才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解放南路139号淘园世家四楼 欧阳昭荣 申请注销

38 柳州市君翰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河东路19号书香园3栋2楼17-19号 杜雪芬 申请注销



39 柳州市狮王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南端2号阳光壹佰城市广场5栋2-1号 黄梓洋 申请注销

40
广西柳州市凯翼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

司

桂中大道南端5号兆安·现代城45、46栋2-5、2-6、2-7、

2-8、2-9、2-11
韦凯文 申请注销

41 柳州市乐智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柳州市海关路11号经典时代小区4栋1楼 蒙莹 申请注销

42 柳州市启程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19号文源华都11栋212、213、215室 彭敏玲 申请注销

43 柳州市三人行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6号上东龙城世家11栋2—1东面 盘法明 申请注销

44 广西柳州市桃李园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东台路18号金沙角三区1-2至1-22号 唐小艳 申请注销

45 柳州市沃学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6号上东•龙城世家一栋2—1内201、205 潘瑰丽 申请注销

46 柳州习智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环江滨水大道26号十里江湾11栋2-2/2-3/2-4号 吴琳 申请注销

47 柳州学而思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桂中大道19号文源华都12栋1单元一楼A005号铺位

欣欣相融教育科

技（北京）有限

公司

申请注销

48
柳州市燕园教育培训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桂中大道6号上东.龙城世家11栋201东面左排 黄骏宝 申请注销

49 广西优思维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沿江路28号荣和天誉8栋1-8 牛东 申请注销

50 柳州优文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龙城路21号瑞泰大厦8-14号 罗锡荣 申请注销

51 柳州市优学邦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瑞安路2号恒隆汇3层3015.3016 蒋柠穗 申请注销

52 柳州市优学斯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桂中大道100号兴佳汇景天城1栋1-1号铺面A区 黄娟 申请注销



53 柳州市远景教育培训中心 柳州市滨江东路16号金沙角二区2-1 曾庆伟 申请注销

54 柳州智远学邦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沿江路28号荣和天誉7-102、103、104、106 唐秋玲 申请注销

55 柳州泽才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中山中路2号兴隆大厦12-3,12-4 周琼瑶 申请注销

56 柳州市卓途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中山中路51号盛华财富时代大厦22-6、22-11 周慧敏 申请注销

57 柳州市德尚教育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柳州市公园路47号中环大厦九楼916 钟燕芬 申请注销

58 柳州市学德好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柳州市桂中大道19号文源华都紫荆城十二栋二单元3-1 吴国富 申请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