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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区优秀民办教育机构招生推荐品牌

红飘带舞蹈学校
下南门国美电器四楼 7763383/13873636363

鸿升农贸市场374号（常英学校旁）7700588/18073609129

鼎城大湖路严家岗 7395938

桃源县公安局旁 6620505/13762656416

汉寿县龙阳镇城中缘路4号 13117561188

陬市工商银行左侧（原华裳制衣厂3楼）6646773/18973621313

常德市常英学校
电话：
地址：

7281718 / 13607360938
常德市武陵大道北段

明星拉丁舞学校
电话：
地址：

7233809 / 13974297510
武陵区和平街下南门邮政局五、六楼

常德长怡学校
电话：
地址：

2918733
武陵区永安街道稻香路庆丰巷

九年一贯制寄宿学校

武陵区沙港路鸿升农贸市场374号

培训学校
电话：
地址：

0736-7133555/17773649093

启明星小提琴·钢琴艺术学校
电话：
地址：

7222656/7807666
下南门时代大厦5楼

亚历山大教育培训机构
地址：新大陆3楼（沅安路武陵阁往东100米）
电话：7767999/7228333 400-8549-333

王焱钢琴艺术学校
电话：
地址：

7258115
常德市下南门新华大厦八楼

武陵阁校区 7257257
下南门校区 7281281
龙港巷校区 7283283

红飞马美术学校华翔舞蹈学校
电话：
地址：

13973613499/0736-7722767
武陵阁沅安路往东100米处（新大陆培训航母二楼）

露晞国际舞蹈学校
地址：武陵区步行街西班牙足球广场三楼

（原金钻广场C1区）
电话：7288989/18975613518

常德市紫兰幼儿园
朗州北路芷兰小区内

电话：
地址：

0736-7701988 15386133398 地址：武陵区丹洲乡丹砂村二组
招生电话：13873627048

丹洲乡丹砂幼儿园 博才幼儿园
地址：武陵区高坪头安置小区
电话：2651201/13507364617

新蕾幼儿园
电话：
地址：

7226472
战备桥新一村

水晶宫幼儿园
电话：
地址：火车站南坪中学前进100米处

18974288871余园长 电话：
地址：

新邦壹品北大附校幼儿园
7722277/18974288871
武陵区火车站旁新邦壹品小区内

新雅蓓幼儿园
电话：
地址：

15886612726 /7085785
南坪汇金社区1组298号 朗州北路华达幸福湾小区（武陵区公安局对面）

电话：
地址：

香港伟才（国际）幸福湾幼儿园
0736-7218222/13517365288

卫培教育培训中心
电话：
地址：武陵区四眼井社区首创大厦八楼

7792469

武陵阁三福百货三楼 7224075

紫桥社区居委会二楼 7717397

英达外语·3Q中考常德市沅郡学校

常德大道2058号
电话：
地址：

7777058 / 180073683280736-7177926

金钻广场C2区2楼

立星少儿拉丁舞学校
电话：
地址：

长麓（茂林）培训学校
地址：武陵阁广场东侧商厦茂林教育2-3楼
电话：7177771/7770007

艾乐（国际）翡翠湾幼儿园
地址：武陵区老堤障路三一翡翠湾南大门
电话：7282222/18973660066

花蕾幼儿园
电话：

朗州园：

北站园：

7088093/7208278 /13087363175
盐业公司院内

朝阳路北站城西铭苑内

阳光幼儿园

电话：2517080/18973637816
地址：阳光花城内老轴承厂幼儿园

阳光幼儿园 芦山乡多乐幼儿园
电话：
地址：

7750888/15873683952
芦山中学对面

育才幼儿园
电话：
地址：

7788906
三闾路451号（育才小学旁）

辰河教育·剑桥外语
电话：
地址：

7236589
育才路176号

金钻校区：步行城金钻C1区2楼
（中影大时代旁） 7287505

善卷校区：善卷乐学城四楼（九中斜对门） 7377505

市水榭花城 15973602590
汉寿教学点 18973698869
紫桥教学点 13511163334

常德分校奥帅教育
通往长沙四大名校的桥梁

电话：
地址：武陵大道美景大厦7楼701室

0736—2661110/18182141999

朝阳教育培训学校朝阳教育培训学校朝阳教育培训学校今朝教育培训学校
电话：
地址：

7723031/7723032

朗州北路芷兰居斜对面（芷金花园侧门）

经典幼儿园
0736-7807733/13875015770

武陵区滨湖路816号（市残联斜对面）

电话：
地址：

0736—7766906/15073665561（唐）/18174269390（王）
常德市青年南路64号文化宫公园内

文化宫幼儿园
电话：
地址：

紫桥幼儿园
电话：
地址：

7717881
紫桥小区

丹洲中心幼儿园
电话：
地址：

7080153
武陵区丹洲乡洉湖村

武陵区沙港路500号

沙港社区明星幼儿园
电话：
地址：

0736-7879333/13973667111

大地幼稚园
电话：
地址：

7779660
鸿升小区北区108号

春蕾幼儿园
电话：
地址：

7770092
东江街道新坪社区1组

水榭花城幼儿园
电话：
地址：

2589588/18273629333（郑）
常德市一中对街（滨湖公园老大门）

雏鹰幼儿园
电话：
地址：

7793590
常德市人民东路238号院内

常德市武陵区金钻广场C1区二楼（步行街中影大时代旁）

电话：
地址：

18670665899/0736-7792211

（排名不分先后）
优秀民办教育招生推荐榜

监督电话：13974281767（江记者）

海天酒店
酒店集住宿、餐饮、娱乐一体

化；普通标间 118元/间，豪华标间
128元/间，小单间 108元/间，累计
住3间全天房送钟点房1个，3个钟
点房可抵一个全天房，多住多优惠。

地址：武陵大道与滨湖西路交会处

（常德海关大楼南侧）

电话：0736-7709059

房大舒适卫生好
停车方便不收费
闹市难寻低价位

早教机构寻求合作伙伴

共创辉煌电话：17680571499（马女士）

现 有 市 城 区 早 教 机
构，证照齐全，地理位置优
越，生意火爆，发展后劲
足，现准备扩大经营，欢迎
有实力、热爱儿童教育事
业人士加盟，非诚勿扰！

该厂位于常德经济技术开发
区（常德德山），占地32亩，标准厂
房 6000 平方米，办公综合楼 3000
平方米，有金属加工、行车、结构
件设备等，公交车9路、快速公交
Ｈ13 路直接到达，厂址临近 319、
207国道、长常高速出口及常德大
道（适合办厂、房产开发、物流仓
储、办校、酒店），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有意者面议。

厂房整体出售

联系人：杨老板 13807428268

配送秘制羊杂火锅及朱
氏私房菜、冷碟。

吃一只烤全羊
恭请贵宾提前 2 小时预

订, 以确保烤全羊风味
贵宾专线:7813678
地址:常德职业技术学院

往桃源方向前进800米

重庆朱氏烤全羊

常 德 经 开 区 ，占 地

7000平方米，单独院落，标

准厂房，办公楼，食堂，交

通便利，环境优美。

厂房出售

联系人李先生13907425725

大额资金投房地产、矿山能源、

化工、金融、酒店、旅游、教育、农业

制造加工在建扩建工程等项目及正

在经营中（缺乏资金）的企业合作！

放款快速，手续简单！

恒峰投资

高薪聘请全国业务代表

邮箱：2664116714@qq.com
电话：15077908847 新兴微丰紫米粉除了低

脂、富锌、高营养等优势外，还
具有天然浅紫色泽、滑润透
明、浓郁稻米香味、浸泡时间
短、煮制不糊汤、断条少、口感
软滑、柔韧爽口等特征。

微丰紫米粉隆重上市啦！
绿色生态•健康营养

销售电话:0766-2966988

京源发业

地址：常德市育才东路 202号（长
怡中学与市工商局中段）。
电话：0736—7261887
网址：WWW.Jybf888.COM

纯真发手工织发量身定制

浑然天成，犹如自身头发再生

让您远离秃顶、脱发、白发烦恼

可吹、拉、烫、染，方便自如

远离染发、烫发伤害

可游泳、打球及做任何剧烈运动

头等大事当然要交给京源发业

参加央视CCTV《对话中国品牌》民族品牌企业
纯手工真人发私人量身定制

注册号：430702600136683

分类广告电话：0736 - 2530790 排版QQ：1037513527
地址：柳叶大道常德日报传媒集团10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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