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市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范围
更新时间：2018年12月29日

序号
镇
区 许可证号 学校名称 培训专业（工种） 办学等级 地址 联系电话 有效期

不在国家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  范
围的专业（工种）

1

东

区

人社民4420004000161号 中山市智健职业培训学校 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 初级、中级
中山市东区中山五路紫马岭公园  

东门侧广弘颐养院行政楼 1楼

0760-

23606033
2019年5月11日 养老护理员、家政服务员

2 人社民4420004000135号 中山漫龙动漫职业培训学校
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员、计算机3DMAX、计

算机程序员
中级 中山市东区亨尾大街168号

0760-

88851618

2018年12月30日  

（年审中）

计算机图形图像处理员、计算机

3DMAX、计算机程序员

3 人社民4420004000139号 中山市城市建设培训学校
手工木工、钢筋工、混凝土工、架子工、防

水工、砖瓦工、油漆工、抹灰工
中级 中山市东区柏苑路21-25号

0760-

88668871
2019年3月28日 砖瓦工、油漆工、抹灰工

4 人社民4400003160003号 中山市居安消防职业培训学校 消防设施操作员 中级 中山市博鳌商业大厦3栋2楼
0760-

23775119
2020年11月27日

5

南

区

人社民4420003000157号 中山市博雅职业培训学校 茶艺师、评茶员 初、中、高级
中山市南区长环105国道侧华通行

办公大楼二楼B区

89910078

13420221188 2019年12月23日

6 人社民4420004000133号 中山市诺安职业培训学校

员工关系管理 专项能力

中山市南区先施一路6号

员工关系管理

汽车维修工、维修电工、家政服务员、电梯

安装维修工、办公软件应用

初级、中级、

高级

28190962、

13822772568

2018年12月29日

（年审中）

家政服务员、维修电工、办公软件

应用、微型计算机安装调试与维修

、图形图像处理员、餐厅服务员、

电子装接、叉车司机、汽车驾驶员

焊工、钳工、车工、模具工、微型计算机安

装调试与维修、图形图像处理员、餐厅服务

员、电子装接、叉车司机、汽车驾驶员、中

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 

初级、中级

7

西

区

人社民4420004000160号 中山市尚博职业培训学校
汽车维修工、茶艺师、办公软件应用、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师

初级、中级、

高级、技师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11号美银国际

大厦1幢605卡、2幢702卡、703卡
13726057209 2019年3月22日 办公软件应用

8 人社民4420003000164号 中山市恒博职业培训学校
办公软件应用(WINDOWS)、图形图像处理、

会计软件应用（用友软件）
中级、高级

中山市西区富华道21号富洲     

假日广场主楼三楼
13018741028 2020年7月31日

办公软件应用(WINDOWS)、图形图像

处理、会计软件应用（用友软件）

9 人社民4420003000159号 中山市百越职业培训学校

育婴员 初级
中山市西区彩虹大道61号公交   

大楼二层之二
13528237275 2020年12月12日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高级

10

石

岐

区

人社民4420003000048号 中山市玛丽艳娜职业培训学校 美容师 高级
中山市石岐区东明北路民营科技园

完美大厦二楼

88713950/ 

13450999808
2019年3月31日

11 人社民4420003000057号
中山市创辉汽车摩托车     

职业培训学校
汽车维修工、摩托车维修工、汽车驾驶员 高级 中山市石岐区莲塘路石街 6号

85600910/ 

13928190776
2019年3月31日 摩托车维修工、汽车驾驶员

12 人社民4420005000101号
中山市酷女孩美甲         

职业培训学校

美容师、艺术化妆师 中级
中山市石岐区逢源路1号2001卡、

203卡

88878646/ 

13822715942
2019年3月31日 艺术化妆师、美甲师

美甲师 高级

13 人社民4420004000003号 中山市石岐艺晋职业培训学校

计算机辅助设计、图形图像处理 中级

中山市石岐区湖滨北路3号
88722050/ 

13189219302
2019年3月31日

计算机辅助设计、图形图像处理、

办公软件应用（windows） 
办公软件应用（windows）                                    高级

14 人社民4420003000015号 中山市申达职业培训学校

景点导游、妇婴护理 专项能力

中山市石岐区孙文西路44号     

综合楼二楼

88810318/ 

13902826101
2019年3月31日

景点导游、妇婴护理

养老护理员                          初级 养老护理员

中式烹调师、西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西

式面点师、茶艺师、家政服务员、育婴员
高级 家政服务员

15 人社民4420003000001号 中山市现美职业培训学校

员工关系管理 专项能力

中山市石岐区宏基路24号
88717997/ 

13802663863
2019年3月31日

员工关系管理

育婴员 初级

茶艺师、美甲师、艺术化妆师、仓库保管员 中级 艺术化妆师、仓库保管员、美甲师

美发师、美容师、家政服务员 高级 家政服务员

16 人社民4420003000012号 中山市金玲职业培训学校

西式面点师、艺术化妆师、茶艺师、绿化工 中级

中山市石岐区华柏路9号
88233299/ 

13715642211
2019年3月31日

艺术化妆师、绿化工

美容师、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家政服

务员                                  
高级 家政服务员

17 人社民4420003000155号 中山市百城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高级
中山市石岐区南基路            

2号7层之一B区

88793883/ 

13652226978

、88806117

2019年4月15日

18 人社民4420004000148号 中山市真情职业培训学校 育婴员 中级 中山市石岐区湖滨中路三号三楼
88719816/ 

13318287688
2020年12月28日

19 人社民4420005000150号 中山市石岐宝娜职业培训学校 美容师、艺术化妆师 初级 中山市石岐东华路22号21-23卡 13827000224 2020年12月28日 艺术化妆师

20 人社民4420003000153号 中山市卓越职业培训学校

保育员、茶艺师 中级

中山市石岐区莲塘路36号 13726116062 2019年9月29日
劳动关系协调员、心理咨询师、公共营养师

、理财规划师、育婴员、家政服务员
高级

心理咨询师、公共营养师、理财规

划师、家政服务员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企业培训师、职业指

导师
高级技师 企业培训师、职业指导师

21 人社民4400003050006号 广东博大职业培训学院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仓库保管员 中级

中山市石岐区莲塘路36号
0760-

86510686
2019年12月14日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仓库保管员

秘书、公关员、计算机操作员、计算机维修

工、汽车维修工、电工、焊工、物业管理、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指导师、营业员

、餐厅服务员、家政服务员、育婴员、保育

员、茶艺师、评茶员、花卉园艺师、办公设

备维修工、办公软件应用

高级

秘书、公关员、计算机操作员、计

算机维修工、物业管理、职业指导

师、营业员、餐厅服务员、家政服

务员、花卉园艺师、办公设备维修

工、办公软件应用

22

火

炬

区

人社民4420005000096号
中山市火炬区创艺         

职业培训学校
美发师、美容师 初级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康乐园商业广场

康富楼9楼A区
13560680151

2018年12月31日   

（年审中）

23 人社民4420003000021号
中山市火炬区张企          

职业培训学校

计算机操作员、计算机辅助设计、图形图像

处理员
中级、高级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边康乐园  

张企文化广场三楼
18666183721

2018年12月31日   

（年审中）

计算机操作员、计算机辅助设计、

图形图像处理员、维修电工、电子

仪器仪表装配工、注塑工、餐厅服

务员、仓库保管员、包装工、营业

员、家政服务员、艺术化妆师、平

版印刷工、电子装接工、平面磨床

操作、制鞋针车

电工、焊工、汽车维修工、模具工、冲压工

、中式面点师、中式烹调师、育婴员、西式

面点师、维修电工、电子仪器仪表装配工、

注塑工、餐厅服务员、仓库保管员、包装工

、营业员、家政服务员、艺术化妆师、平版

印刷工、电子装接工、平面磨床操作、制鞋

针车

初级、中级、

高级

24 人社民4420003000023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         

艺晋职业培训学校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计算机操作员、办公软

件、计算机辅助设计、图形图像处理员
中级、高级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边东镇大道

国祥路3号
13189219302

2018年12月31日   

（年审中）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计算机操作员

、办公软件、计算机辅助设计、图

形图像处理员



24

火

炬

区

人社民4420003000023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         

艺晋职业培训学校 模具工、美容师、茶艺师、评茶员、育婴员

、西式面点师

初级、中级、

高级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边东镇大道

国祥路3号
13189219302

2018年12月31日   

（年审中）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计算机操作员

、办公软件、计算机辅助设计、图

形图像处理员

25 人社民4420004000162号 中山市新程职业培训学校 育婴员 初、中级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祥兴路 6号    

数贸大厦北翼13层1321卡
13602977884 2019年12月31日

26

小榄

镇

人社民4420004000054号 中山市小榄汇众职业培训学校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计算机操作员、计算机

辅助设计、冲压工、塑料注塑工、制锁工、

制鞋工、服装缝纫工、图形图像处理员、营

业员、用户通信终端维修员、物流师、仓库

保管员、广告设计师、模具制造工、家用电

子产品维修工、电气设备安装工、维修电工

车工、焊工、电工、钳工、美容师、美发师

、加工中心操作工、汽车维修工、家政服务

员

中级 中山市小榄镇莲塘大街47号 22838322 2019年3月31日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计算机操作员

、计算机辅助设计、塑料注塑工、

制锁工、制鞋工、服装缝纫工、图

形图像处理员、营业员、用户通信

终端维修员、物流师、仓库保管员

、广告设计师、模具制造工、家用

电子产品维修工、电气设备安装工

、维修电工、加工中心操作工、家

政服务员

27 人社民4420004000152号 中山市小榄智博职业培训学校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茶艺师 中级
中山市小榄镇兴宁南路          

2号之一5至6楼
22553085 2021年3月31日

育婴员 高级

28 人社民4420004000158号
中山市小榄贝司特         

职业培训学校

妇婴护理 专项能力

中山市小榄镇新华西路          

3号键华楼5楼
22237331 2019年3月31日

妇婴护理

育婴员、公共营养师 中级 公共营养师

心理咨询师 高级 心理咨询师

29

古

镇

人社民4420003000163号 中山市古镇灯都职业培训学校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 中级

中山市古镇镇平和路          

106号4栋1-2层

0760-

23773728
2020年1月19日

计算机辅助设计Autocad

图形图像处理员 中级、高级 图形图像处理员

办公软件应用office 高级 办公软件应用office

30 人社民4420005000128号 中山市古镇艺能职业培训学校

图形图像处理员 初级、高级

中山市古镇车站南路古一灯饰城  

耀丰楼13-14号

0760-

22533810
2019年3月31日

图形图像处理员

美容师、艺术化妆师 初级、中级 艺术化妆师

办公软件应用 高级 办公软件应用

31

沙

溪

镇
人社民4420004000088号 中山市沙溪艺晋职业培训学校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计算机操作员、图形图

像处理员、营业员、用户通信终端维修员、

计算机辅助设计

中级 中山市沙溪镇宝珠中路2号 13018741028 2019年3月10日

多媒体作品制作员、计算机操作员

、图形图像处理员、营业员、用户

通信终端维修员、计算机辅助设计

32

板

芙

镇
人社民4420004000134号 中山市工贸职业培训学校

电工、钳工、焊工、数控车工、服装制作工

、餐厅服务员、企业培训师、中式烹调师、

家政服务员、茶艺师、制鞋工、仓库保管工

、办公软件应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育

婴员

初级、中级、

高级

中山市板芙镇工业大道 23612255 2019年6月24日

服装制作工、餐厅服务员、企业培

训师、家政服务员、制鞋工、仓库

保管工、办公软件应用

创业培训、员工关系管理 专项 员工关系管理

会计软件应用（用友软件） 中级、高级 会计软件应用（用友软件）

办公软件应用(WINDOWS)、图形图像处理

（Photoshop)、计算机程序设计员、计算机

辅助设计

中级、高级

办公软件应用(WINDOWS)、图形图像

处理（Photoshop)、计算机程序设

计员、计算机辅助设计

33

东

凤

镇
人社民4420004000156号 中山市晨曦职业培训学校

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茶

艺师、西式面点师、美容师
初级、中级

中山市东凤镇西堤路23号 22596899 2020年10月31日

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保健按

摩师

妇婴护理、产妇护理 专项 妇婴护理、产妇护理

育婴员、保育员、艺术化妆师
初、中级、高

级
艺术化妆师

34
坦

洲
人社民442005000093号 中山市坦洲星悦职业培训学校 美容师、美发师 初级 中山市坦洲镇金斗新村6号 86288813 2019年3月22日

注：1、结合我市实际，我局将不定期更新相关机构名录 ；                                                                                                                                    

    2、不在国家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范围的专业 （工种）只能开展培训，不能开展鉴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