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河科技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树青医学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音乐艺术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东方艺术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外资企业管理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新华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市特色教育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百年农工子弟职业学校
郑州商业中等专业学校
登封少林中等专业学校
登封市少林鹅坡武术中等专业学校
少林寺释小龙武术中等专业学校
登封万羊武术中等专业学校
登封少林弘武中等专业学校
登封中岳中等专业学校
登封林峰少林武术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城轨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长城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少林武术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西亚斯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理工职业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电力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通信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畜牧兽医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广志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铁道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亚圣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电子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创新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理工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中原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仲景国医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软件应用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轻工业学校
郑州城铁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美术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绿野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绿业信息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科技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鹤立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时代科技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黄河护理职业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市实验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附属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剑桥教育中心
郑州新东方培训学校
郑州吉的堡外语专修学校
郑州信诺教育培训学校
河南省工人文化宫职工学校培训中心
郑州轨道交通专修学校
郑州国际语言专修学校
郑州赵曼琴古筝艺术专修院
郑州市成人教育中心
郑州国华学校
郑州外语培训服务中心
郑州新世纪高考补习学校
郑州国防科技实用技术专修学校
郑州百牧王专修学校
郑州金明培训中心
郑州市和园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实验补习学校
郑州桃花源中医按摩专修学校
河南省郑州医学科技培训中心
郑州华清教育培训中心
郑州会计专修学校
河南省总工会职工培训中心
郑州华图培训学校
郑州美术辅导中心
郑州市第九中学国际教学中心
郑州三联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外语交流培训中心
郑州科达计算机中等专修学校
郑州星艺奥尔福钢琴文化艺术学校
郑州亚太科技文化培训学校
郑州崇德教育发展培训中心
郑州小小说创作函授辅导中心
郑州中州技术专修学校
郑州鸿图教育培训中心
郑州信德职业专修学校
郑州启迪教育培训中心
郑州武术研习专修院
郑州市常春老年博学院
郑州市育英培训中心
郑州黄河英才专修学校
郑州泰源中等专修学校
郑州少林功夫专修学校
郑州新奇中学
郑州树人中学
郑州励德双语学校
郑州一八联合国际学校
郑州华夏中学
郑州博爵国际学校

郑州市勤礼外语中学
郑州市思齐实验中学
郑州市陇海中学
郑州市京广实验学校
郑州嵩阳中学
郑州尚美中学
郑州二砂寄宿学校
郑州外国语新枫杨学校
郑州枫杨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基石中学
郑州市明新中学
郑州市桃园中学
郑州惠民中学
郑州慧民外语学校
郑州女子高级中学
郑州爱中学校
黄河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登封少林中学
郑州剑桥中学
郑州市中牟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荥阳索河中学
新密市京密联谊学校
新密市青屏高级中学
新密英华学校
郑州市为民高中
河南郑州建业外国语中学
郑州市明德中学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分园
郑州鑫苑花园实验幼儿园
郑州星源外国语学校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河南分校
郑州中学生学习报社附属学校
郑州城市管理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平原邮电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铁路信息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津孚国际学校

新审批单位
郑州领航实验学校
郑州啟思中学
郑州优胜实验中学
郑州市维纲中学
郑州四禾美术学校

郑州中原外语学校
郑州中原龙点文化艺术学校
郑州中原区诺生外国语学校
郑州中原科技教育学校
郑州市中原大山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中原永兴辅导学校
郑州中原唐洪伏古筝艺术学校
郑州中原龙门辅导学校
郑州中原新概念外语学校
郑州中原金苹果文化艺术中心
郑州中原现代外国语学校
郑州中原天骄学校
郑州中原创奇潜能开发学校
郑州中原约克外语学校
郑州中原韵之星少儿艺术中心
郑州中原名师教育考试培训学校
郑州中原标准课堂辅导中心
郑州中原巨人文化艺术学校
郑州市中原博奥数学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宏音教育辅导学校
郑州中原听道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一鸣外语学校
郑州中原思源辅导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阳光雨文化艺术中心
郑州中原知音钢琴艺术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大拇指艺术学校
郑州中原东方作文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思凯辅导学校
郑州中原银星少儿艺术学校
郑州中原流碧补习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毛毛外语学校
郑州中原文博辅导学校
郑州市中原莱茵艺术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蔚蓝艺术中心
郑州中原龙凤第二课堂
郑州市中原区睿杰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凯文培训学校
郑州中原蓝海贝外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英慧文化培训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领跑辅导学校
郑州中原轻松中小学生辅导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晨钟数理化辅导中心
郑州联大外国语中心学校
郑州中原区星之苑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中原区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子菁音乐艺术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锐林教育辅导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睿源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智慧树潜能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学大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阳光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金剑桥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三一外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平行线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蒲蒲蓝绘本阅读教育机构
郑州中原区绿洲英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锡安山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中原区壹鼎之星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新天地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众享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汉枫教育培训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渥尔特外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启智教育辅导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新大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学而思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艾维教育培训学校
中原区当代数学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清美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中原聆智文化艺术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乔治外语学校
郑州中原爱乐乐团艺术学校
郑州中原英才培训学校
郑州中原砺智特色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新思维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红舞鞋舞蹈艺术团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童英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求实数理化培训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贝瑞少儿英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周老师语数英辅导学校
郑州中原大地教育培训中心
郑州市中原经典物理培优辅导学校

郑州二七未来英语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巨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现代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新概念外国语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银星影视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平行线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新理念外语辅导中心
郑州二七燕园辅导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锐林辅导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西斯达外国语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新思路辅导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三一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海天外语学校
郑州二七各润辅导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学大辅导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文博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大文辅导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优程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京翰数理化培训中心
郑州二七英典语言培训中心
郑州二七东方砺智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珠峰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飞凡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二七阳光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迪菲科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中视希望英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问知堂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科途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童话美术教育培训
郑州市二七区绿洲英语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联大外国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启航辅导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新港湾美术学校
郑州二七奇妙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世纪星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路加辅导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郑学数理化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朗文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睿博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快乐神算子学校
郑州二七龙门辅导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金钥匙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乔登美语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蓝天少儿舞蹈艺术中心
郑州二七美邦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二七金韵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二七唐洪伏古筝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志德数理化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江山辅导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心趣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特一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威尔外国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爱可恩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英特外语特长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伯乐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晨涛艺术与传媒培训中心
郑州二七贝贝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欧文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朗悦钢琴艺术中心
郑州二七国兴书法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东方作文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国师高考补习学校
郑州二七天使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金日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绿云辅导中心
郑州二七桃源补习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晨钟数理化辅导中心
郑州二七美林绘画艺术中心
郑州二七星艺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一诺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世纪爱乐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导航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利亚音乐培训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屯蒙养正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第柒美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贝特福尔艺术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天韵音乐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佳英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艺童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百岚绘画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天圆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爱贝英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尚学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思英培训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芬芳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艺人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星苑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乐谷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九思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方正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阿诺杉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舞之韵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博奥数学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大华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新篇章英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加芬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卓尔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梵高美术培训学校
郑州二七一品艺术培训学校

新审批单位
郑州市二七区捷登数理化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拼图作文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启扬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凯伦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星创想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鼎尖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红英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肖邦少儿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多缤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中诚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博通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心智源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颂科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益新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五优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当代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智胜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小舞星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舞影秀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力行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方舟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中原之星艺术家园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艺纳新动力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新干线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宏学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善思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名舞培训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旭彤培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学大数理化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晨钟数理化辅导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灵格风英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播睿智数学培训中心
郑州联大外国语培训学校
郑州金水睿源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贝斯特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国师数理化培训学校
郑州金水西雨绘画艺术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阳光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独树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兰音钢琴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新星丹砚少儿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龙文数理化培训班
郑州金水英杰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东升少儿汉语语言培训班
郑州金水卓越外国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云帆数学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天韵音乐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金色银星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济善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爱贝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环球雅思培训学校
郑州金水音乐之声钢琴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丁老师文化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金色未来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方德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翰苑书画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乔登美语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新概念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金水星星索钢琴艺术培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新航道外国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原力度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良林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英才培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莱登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视界窗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英美佳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赋乐音乐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众享教育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山木教育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安然写作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悦心语作文培训班
郑州金水飞旋恰恰拉丁舞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东阳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德誉堂珠心算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沃伦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雀之灵少儿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程攻数学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铮铮数理化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艺纳新动力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学岸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圣恩来读写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伟岸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惠文教育培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花季雨季动漫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益闽少儿英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炳烛数理化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赢学数理化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海韵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戴蒙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梦想钢琴艺术教育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大瑞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优硕读写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京翰数理化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静雅艺术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畅逸博数理化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育珑天教育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柏艳美术学校
郑州金水耶鲁外语培训学校
郑州金水辰龙绘画艺术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方舟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腾飞电脑培训学校
郑州金水万国培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培德馨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博格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平行线数理化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高虹艺术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子菁音乐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威尔外国语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爱乐钢琴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剑智英语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艺林艺术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中传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玛玡外语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致格数理化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楷励外语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郑学数理化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星海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听道外国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英思力美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培雅英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英途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一鸣外国语培训中心
郑州英之辅语言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德普施英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雅途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格林威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尼德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希蒙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伍德派克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秉新读写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海思源数学培训班
郑州金水育春业余培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英伦英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英堡英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英仕达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爱诺外语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一八联合英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育腾数理化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美仑悦音艺术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朗文外国语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四禾美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芝麻少儿美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硕原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菲咔英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圣三一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星飞扬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爱尼贝贝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英佰瑞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博胜数理化培训中心
郑州金水西斯达外国语培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基石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学而思数理化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星华艺钢琴艺术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艾斯杰外语培训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新威外语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尚翔数理化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郑北数理化培训班
郑州市金水区小百花文艺辅导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洋帆英语培训班

二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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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区民办学校（教育机构）2015年度年检结果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和

河南省教育厅有关规定，郑州市教育局对全市民办学校（教育
机构）进行了2015年度办学情况检查。现将郑州市区民办学
校（教育机构）合格、基本合格单位公布如下：

市管民办学校

（下转A04版）

中原区

金水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