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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幼儿园

1 鹤庆县云鹤镇菜园幼儿园 鹤庆县云鹤镇菜园村 杨萍香 杨萍香 学前教育 89 合格

2 鹤庆县卓思诺博幼儿园 鹤庆县云鹤镇朝霞路
卓思诺博文化
传播发展有限
公司

张丽 学前教育 92 优秀

3 鹤庆县辛屯镇义朋精灵幼儿园 鹤庆县辛屯镇义朋村 张伶俐 张伶俐 学前教育 90 合格

4 鹤庆县辛屯镇双龙蓝天幼儿园 鹤庆县辛屯镇大龙溪 张贵芬 张贵芬 学前教育 91 优秀

5 鹤庆县辛屯镇新村红星幼儿园 鹤庆县辛屯镇新村 张林柏 张林柏 学前教育 91 优秀

6 鹤庆县辛屯镇逢密晶晶幼儿园 鹤庆县辛屯镇逢密村 李冰梅 李冰梅 学前教育 87 合格

7 鹤庆县辛屯镇三合幼儿园 鹤庆县辛屯镇三合村委会 王灼梅 王灼梅 学前教育 86 合格

8 鹤庆县辛屯镇春芽幼儿园 鹤庆县辛屯镇大登赤铺村 王炳淑 王炳淑 学前教育 88 合格

9 鹤庆县辛屯镇阳光幼儿园 鹤庆县辛屯镇辛屯街 杨琳钰 杨琳钰 学前教育 86 合格

10 鹤庆县辛屯镇如意星星幼儿园 鹤庆县辛屯镇如意村 赵金翠 赵金翠 学前教育 82 合格

11 鹤庆县草海幼儿园 鹤庆县草海镇彭屯村 段汝琴 段汝琴 学前教育 89 合格

12 鹤庆县草海镇柳绿河幼儿园 鹤庆县草海镇柳绿河村 叶美艳 叶美艳 学前教育 85 合格

13 鹤庆县草海镇马厂幼儿园 鹤庆县草海镇马厂大村 王晓光 王晓光 学前教育 88 合格

14 鹤庆县草海镇太平幼儿园 鹤庆县草海镇太平村 董钰菊 董钰菊 学前教育 91 优秀

15 鹤庆县草海镇田屯幼儿园 鹤庆县草海镇田屯村 张正坤 张正坤 学前教育 80 合格

16 鹤庆县草海镇小水美幼儿园 鹤庆县草海镇小水美村 施锦美 施锦美 学前教育 82 合格

17 鹤庆县草海镇新华幼儿园 鹤庆县草海镇新华北邑村 段金烩 段金烩 学前教育 85 合格

18 鹤庆县草海镇石朵河村幼儿园 鹤庆县草海镇石朵河村 王晓光 王晓光 学前教育 92 优秀

19 鹤庆县金墩康福幼儿园 鹤庆县金墩乡康福南长村 李丽雨 李丽雨 学前教育 94 优秀

20 鹤庆县金墩乡金锁幼儿园 鹤庆县金墩乡金锁村 王炳凤 王炳凤 学前教育 88 合格

21 鹤庆县金墩乡赵屯幼儿园 鹤庆县金墩乡赵屯村36号 彭亚林 郜明明 学前教育 85 合格

22 鹤庆县金墩乡映虹幼儿园 鹤庆县金墩乡赵屯下瓦窑村 杨金华 杨  俊 学前教育 87 合格

23 鹤庆县松桂镇星星幼儿园 鹤庆县松桂镇松桂街 孙素元 孙素元 学前教育 92 优秀

24 鹤庆县松桂镇三庄幼儿园 鹤庆县松桂镇三庄村 赵杰瑞 赵杰瑞 学前教育 88 合格

25 鹤庆县松桂镇波罗幼儿园 鹤庆县松桂镇波罗村 刘五一 刘五一 学前教育 86 合格

26 鹤庆县松桂镇龙珠幼儿园 鹤庆县松桂镇龙珠村 桑灿春 桑灿春 学前教育 88 合格

27 鹤庆县松桂镇新窝幼儿园 鹤庆县松桂镇新窝村 杨培松 杨培松 学前教育 86 合格

28 鹤庆县黄坪镇姜寅幼儿园 鹤庆县黄坪镇姜寅村 宋丽梅 宋丽梅 学前教育 92 优秀

29 鹤庆县黄坪镇新星幼儿园 鹤庆县黄坪镇新泉村新街 黄莹 黄莹 学前教育 91 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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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鹤庆县黄坪镇阳光幼儿园 大理州鹤庆县黄坪镇新泉 张文娟 张文娟 学前教育 88 合格

31 鹤庆县黄坪镇新知幼儿园 鹤庆县黄坪镇围子田村 张易琼 张易琼 学前教育 93 优秀

32 鹤庆县黄坪镇新坪幼儿园 鹤庆县黄坪镇新坪村 李丽 李丽 学前教育 88 合格

33 鹤庆县黄坪镇子牙关幼儿园 鹤庆县黄坪镇子牙关村 魏琼琴 魏琼琴 学前教育 85 合格

34 鹤庆县黄坪镇新城幼儿园 鹤庆县黄坪镇黄坪村新城街 谭树枝 谭树枝 学前教育 88 合格

35 鹤庆县黄坪镇均华幼儿园 鹤庆县黄坪镇均华白土坡村 李永琨 李永琨 学前教育 89 合格

36 鹤庆县黄坪镇石洞幼儿园 鹤庆县黄坪镇石洞花龙潭村 韩月琴 韩月琴 学前教育 91 优秀

37 鹤庆县西邑镇芹河幼儿园 鹤庆县西邑镇芹河村 粱金丽 粱金丽 学前教育 84 合格

38 鹤庆县西邑镇七坪幼儿园 鹤庆县西邑镇七坪村 杜和凤 杜和凤 学前教育 91 优秀

校外培训机构

1 鹤庆县神墨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鹤庆县云鹤镇鹤阳西路14号 苏红梅 苏红梅 非学历教育 93 合格

2 鹤庆县睿鼎书法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鹤庆县云鹤镇出租汽车公司二楼 段桂松 段桂松 非学历教育 84 合格

3 鹤庆县龙玄体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鹤庆县云鹤镇花园小区 汪娜 汪娜 非学历教育 95 合格

4 鹤庆县天音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粮食市场路东 杨艳芬 杨艳芬 非学历教育 81 合格

5 鹤庆县惠尔少儿课外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文华小区148号 李树香 李树香 非学历教育 88 合格

6 鹤庆县兰珍舞蹈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兴鹤路菜园村 段家芹 段家芹 非学历教育 89 合格

7 鹤庆县杨智宏书法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金港商业城二楼 杨智宏 杨智宏 非学历教育 93 合格

8 鹤庆县华声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金港商业城三楼 张华生 张华生 非学历教育 92 合格

9 鹤庆县童画树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金港商业城三楼 张添珠 李联弟 非学历教育 84 合格

10 鹤庆县瞳画美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武庙商业街B245 田盈 田盈 非学历教育 82 合格

11 鹤庆县扬洋舞蹈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武庙商业街D栋4楼 杨红枚 杨红枚 非学历教育 91 合格

12 鹤庆县三味书法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武庙商业街G栋 李荣江 李荣江 非学历教育 96 合格

13 鹤庆县智立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鹤庆县云鹤镇兰缘书苑2—2 张文光 杨晓帆 非学历教育 88 合格

14 鹤庆县美伦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兰缘书苑1—9 黄烁恒 黄烁恒 非学历教育 85 合格

15 鹤庆县星冉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鹤庆县云鹤镇文峰社区廉租房北面
商铺

刘五一 刘五一 非学历教育 97 合格

16 鹤庆县育欣舞蹈培训班
鹤庆县云鹤镇森林水岸小区B3栋
214号

王江燕 王江燕 非学历教育 90 合格

17 鹤庆县卓艺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北衙新区A—207号 段丽珠 段丽珠 非学历教育 93 合格

18 鹤庆县铭乐琴行 鹤庆县云鹤镇金菩提商业街 郑剑平 郑勇 非学历教育 85 合格

19 鹤庆县艺韵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南环路异地安置小区 鲁茂燕 鲁茂燕 非学历教育 82 合格

20 鹤庆县琼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鹤庆县云鹤镇原动力健身俱乐部一
层

李桂琼 李桂琼 非学历教育 94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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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鹤庆县舞精灵舞蹈培训中心 鹤庆县原动力俱乐部4楼 寸菊秋 寸菊秋 非学历教育 90 合格

22 鹤庆县木子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兴鹤路南段 李娜 李娜 非学历教育 91 合格

23 鹤庆县赫武跆拳道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兴鹤路南段 杨佳雄 杨佳雄 非学历教育 89 合格

24 鹤庆县风尚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云鹤镇兴鹤路南段 黄江萍 施杜磊 非学历教育 90 合格

25 鹤庆县草海书法培训中心 鹤庆县草海镇新民柏寺村73号 杨玉荣 杨玉荣 非学历教育 80 合格

26 鹤庆县华程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鹤庆县松桂镇松桂街 李新华 李新华 非学历教育 83 合格

27 鹤庆县枫尚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松桂老街 黄江萍 黄江萍 非学历教育 84 合格

28 鹤庆县梓淇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龙开口镇香罗平村58号 杨莲花 杨莲花 非学历教育 85 合格

29 鹤庆县星晨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龙开口镇朵美村 刘凤仙 刘凤仙 非学历教育 83 合格

30 鹤庆县飞扬舞蹈培训中心 鹤庆县黄坪镇新街龙盘村 宋丽梅 宋丽梅 非学历教育 82 合格

31 鹤庆县乖宝贝舞蹈培训中心 鹤庆县黄坪镇官庄 王定红 王定红 非学历教育 84 合格

32 鹤庆县舞苗苗培训中心 鹤庆县黄坪镇糖厂小组 杨永雪 杨永雪 非学历教育 83 合格

33 鹤庆县宇汐书画艺术培训中心 鹤庆县黄坪镇新街村 段丽珠 段丽珠 非学历教育 86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