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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家小饭桌 黄河十五路十六路之间渤海四路以东 张洪洪 15154359756

2 一百分小饭桌 黄河十五路十六路之间渤海四路以东 张荣跃 15954368068

3 好孩子小饭桌 黄河十五路十六路之间渤海四路以东 耿小花 13210418362

4 阳光托教小饭桌 黄河十五路十六路之间渤海四路以东 张美霞 13475083778

5 爱心托管小饭桌 黄河十五路十六路之间渤海四路以东 侯新红 3898575

6 小天使托教小饭桌 黄河十五路十六路之间渤海四路以东 任海珍 18706629280

7 阳阳小饭桌 黄河十五路十六路之间渤海四路以东 杨俊春 18364968111

8 喜羊羊小饭桌 黄河十五路十六路之间渤海四路以东 茹红玉 18954349097

9 学苑午托中心 渤海四路与渤海五路之间黄河八路南 何洪杰 18769656576

10 邱娜小饭桌 渤海五路以东华天滨中嘉园 邱娜 13515439345

11 博涵学吧小饭桌 渤海四路与渤海五路之间黄河八路以南 王艳芹 13280405667

12 好学生小饭桌 渤海四路与渤海五路之间黄河八路以南 高岩霞 15866651605

13 天天小饭桌 渤海四路与渤海五路之间黄河八路以南 毕宁宁 13615432174

14 小博士小饭桌 渤海四路与渤海五路之间黄河八路以南 董玉华 13954337120

15 希望托辅 黄河八路渤海四路与渤海五路华天北门 张艳丽 13563068022

16 滨城区金八力托管中心 市东办事处宣家居委会 宣延美 13563068123

17 响丁当少儿托辅中心 渤海八路682号金居叶上海 张亭亭 15154318431

18 金苹果小饭桌 逸夫小学西邻50米 魏金娥 13505438227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滨城
区

滨州市登记学生小饭桌名单

序号 名  称

总数：342

县区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19 金摇篮小饭桌 逸夫小学西邻 袁新美 13854380079

20 东方红小饭桌 滨医宿舍 庞玉枝 13906494927

21 明星小饭桌 黄三渤九机电小区 李姝媛 13173421516

22 读书郎小饭桌 黄三渤九 高静 18654302211

23 智馨托教中心 机电小区13号平房 姜丽华 15554368154

24 米奇小饭桌 滨医宿舍 张爱云 13061023993

25 恩惠教育小饭桌 东关小区沿街房 尹新霞 13561574432

26 比百特小饭桌
长一渤十二南首东关新村
9号楼二单元3楼

刘冬梅 15966375599

27 晋级托管 长江一路渤海十二路东关小区 孙建立 13605430746

28 阳光教育小饭桌 渤海十八路东市西洼于村 于桂针 15066999698

29 小神童小饭桌 黄河一路503号逸夫小学7号楼2-102室 董花 15854329687

30 泉香小饭桌 黄河五路渤海七路三中对面 董国玉 15266762899

31 成长小饭桌 黄河五路商业局小区 张文枝 15865417962

32 手牵手小饭桌 黄河五路商业局小区 赵莹 15554388677

33 阳光少年小饭桌 黄河五路商业局小区 陈桂英 3966659

34 智鑫小饭桌 樊家一小区13号楼东单元二楼东户 姜丽华 13061020490

35 爱心小饭桌 樊家一小区22号楼台东单元 1楼东户 胡志叶 13854368575

36 温馨家园小饭桌 樊家一小区23号楼 候惠霞 15065208376

37 成长小饭桌 市政协宿舍1号楼中单元1楼西户 张耀杰 13306498895

38 温馨家园小饭桌 黄河五路508号院内 候惠霞 15065208376

39 红叶小饭桌 黄河五路508号院内 于翠叶 13465088002

40 阳光小饭桌 黄河五路508号院内 胡淑红 13963097355

滨城
区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41 开心小饭桌 黄河五路508号院内 李楠 15065209115

42 英才小饭桌 黄河五路509号院内 董晓杰 15965268758

43 爱心小饭桌 实验小学西邻 于金花 15954338956

44 鑫鑫小饭桌 渤海七路655号工商银行宿舍 张翠 15965264308

45 小状元小饭桌 渤海七路655号 朱月 13963096209

46 博士教育 三中院内 张素珍 13563088199

47 乐逸托管 黄河五路504-8市政协院 刘宁宁 15865409048

48 红领巾小饭桌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办事处梧桐三路 吝海峰 15910061005

49 阳光小饭桌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办事处梧桐三路 张志燕 15065259151

50 山大启航培训中心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办事处梧桐三路 姜红伟 18706618118

51 学生家园小饭桌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办事处梧桐三路 夏淑娟 13371333561

52 小博士大本营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办事处梧桐三路 刘梅娜 18763023612

53 手牵手小饭桌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办事处凤凰三路 于小清 15615288072

54 好孩子小饭桌 黄河十路渤海十一路吉泰阳光花园12号楼西单元 马小芳 18754308829

55 开明小饭桌 黄河十路渤海十一路吉泰阳光花园5号楼2单元101 胡素英 15166812199

56 小书馆小饭桌 吉泰阳光院内华滨嘉苑12号楼中单元 刘玉红 13854367918

57 小书馆托管教育旗舰店 锦绣城二期沿街房1-103 王胜军 13754669797

58 小状元托教中心 黄河十路以北吉泰阳光小区Y13号楼2单元 薛莹 15263018666

59 爱心好孩子小饭桌 华滨家园 雷延芳 18860516667

60 文博小饭桌
黄河十路以北吉泰阳光小区Y13号楼西单元4-5层西
户 郭鹏勃 18654306686

61 启智云教育 黄河十一路渤海十一路西南角 赵有梅 15065298188

62 阳光家园小饭桌 吉泰阳光小区 司海燕 18354368883

滨城
区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63 博士小饭桌 吉泰阳光15号楼西单元 李希红 13906490828

64 小书童服务管理中心 黄河十一路渤海九路交叉口办公楼3楼 王晓莹 13854318997

65 优乐园瑞特托管中心 黄河十路以南渤海十一路以西宝地锦绣城二期 刘会仙 15154359518

66 乐思齐托管教育 黄河十路渤海十一路锦绣城二区 王双双 13589719856

67 智慧园托管 黄河十路渤海十一路吉泰阳光1-1-102 陈井仙 15376295195

68 疯狂龙博士托管中心 渤海十六路698号 及冬梅 13515430511

69 儒雅托管中心 渤海十六路、黄河二路新城广场花园小区109铺 王志勇 18763042831

70 滨州市滨城区ABC托教中心 黄河七路渤海十七路丽景新园10号楼401室 卢海霞 15550282666

71 滨州昂立安亲托管中心 渤海十七路以东黄河七路以西新都心世贸广场 薛伶 18654311066

72
滨州市滨城区萌乐园儿童托
管中心 渤海十七路以东黄河五路-1路北阳光大厦 白光丽 13475430777

73 爱迪小饭桌 黄河七路渤海十七路 许健 13562339111

74 一鸣之家小饭桌 渤海十七路中海购物广场C区 秦永强 13455788198

75 东方之家学生公寓 黄河八路渤海十六路中海豪庭西门 吴业文 18954353456

76 好孩子学生公寓 黄八渤十六 吴红星 13305432277

77 凤凰乐园小饭桌 渤海十六路699号 韩祥云 13605434848

78 优贝学生公寓 中海购物广场D区 杨俊霞 15762191577

79 优胜托管 渤海七路528号1号楼2单元
于岭杰
王中伟 13376493882

80 红黄蓝小饭桌 黄河七路六小东临商铺二楼 张永超 18663081970

81 阳阳小饭桌 滨城区五中家属院内 杨俊青 18364968111

82 艺佰教育小饭桌 滨城区第五中学门口 郭孟磊 15550628085

83 高老师小饭桌 滨城区第五中学门口 高迎春 13506378936

滨城
区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84 爱心小饭桌 北镇小学对面 薛振艳 13854399270

85 欢乐家园小饭桌 黄河五路面粉厂西楼区 刘娟 13173288262

86 开心家园小饭桌 黄河五路面粉厂院内 梅晓磊 13685431990

87 小博士托管中心 黄河五路面粉厂西楼区 都秀霞 13792269630

88 名师课堂小饭桌 黄河五路面粉厂西楼区 袁聪聪 18854351118

89 向阳花小饭桌 黄河五路面粉厂西楼区 邢立峰 15505439119

90 唯杰托辅 黄五渤四往西50米海虹旧货市场 刘志国 13173421469

91 优家小饭桌 黄河五路面粉厂院内 刘春燕 13406258561

1 滨州市沾化区卓越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富城路（实验一小西邻原建
行二楼）

李雪琴 13176292116

2 滨州市沾化区春暖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富城路 王守敏 15905432664

3
 滨州市沾化区快乐贝贝小
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银河五路 李成花 18954343397

4 滨州市沾化区王红霞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城路 王红霞 13685439878

5 滨州市沾化区金林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城路东（清华园商铺） 袁静 15563002555

6 滨州市沾化区童桌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城路西首（实验二小东80米路北） 崔建强 15805436610

7 滨州市沾化区艺轩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城路（实验中学家属院内北） 许文瑞 13505432979

8 滨州市沾化区付老师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城路（机械厂沿街房三楼） 付明云 15266747509

9 滨州市沾化区金兰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城路西首（昌盛小区沿街房三楼） 李雪 13562322851

10 滨州市沾化区童星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城路西首（酒厂家属院内） 丁慧玲 15005432677

11 滨州市沾化区优优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富城路 丁明杰 15266779300

12 滨州市沾化区书航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城路东首 石晓晨 15969989593

沾化
区

滨城
区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13 滨州市沾化区华鲁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城路东首 李长青 13954385428

14 滨州市沾化区酒广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富城路 李春英 15266792151

15 滨州市沾化区博雅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富电路 薛晓蕾 15866660620

16 滨州市沾化区智慧星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富城路 张合青 15606499920

17 滨州市沾化区求知堂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银河四路 杨守星 13562322551

18 滨州市沾化区书香源小饭桌 沾化区富国街道富城路（外贸办公楼四楼） 张欢欢 18054506077

19
滨州市沾化区京华合木小饭
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西杜村 蔡楠楠 18006374698

20 滨州市沾化区智启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金海七路 张建美 18054309910

21 滨州市沾化区博智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金海三路 刘寿松 18654328149

22
滨州市沾化区多维天艺小饭
桌

沾化区富国街道金海三路（富国家苑商铺） 张军 18706616238

23 滨州市沾化区优学邦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富国街道金海八路 霍艳彬 15953207531

24 滨州市沾化区宋聪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商城路南首 宋聪 13954352308

25 滨州市沾化区新时空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英才路 赵金霞 15020582968

26 滨州市沾化区堤子小饭桌 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堤子村 路艳霞 15065242111

27 沾化区泊头镇福轩小饭桌 沾化区泊头镇泊头村 李俊花 15066927939

沾化
区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28 沾化区乐慧小饭桌 沾化区黄升镇邓王村 杨春燕 13012720267

1 孙武街道梦想午托 第一实验学校北20米路西 杨慧芳 15376263060

2 北京书香源托管教育 十字街阁府院里3楼 刘真 15554302234

3 孙武街道芳馨午托 县广播局院内 李红岩 13356293221

4 孙武街道好孩子小饭桌 土产公司南60米 武艳 13465077889

5 孙武街道爱心午托 土产公司南80米 刘红霞 13012726661

6 孙武街道一墨文化艺术教育 富河园尚品女装二楼 陶文娟 15066959110

7 孙武街道温馨午托 安监局西50米路南 王美红 13475052182

8 孙武街道安馨午托 安监局西60米路南 马云飞 13562339298

9 李庄镇阳光乐园小餐厅 李庄镇中心小学门口 任增梅 3357636

10 孙武街道如家学生公寓 第一实验学校南沿街楼 刘岩 15006931605

11 辛店镇爱阅小食堂 辛店镇五街村委会西300米路北 田超 18706637816

12 清河镇新希望教育小饭桌 清河镇丁庄商场 王玲玲 18663081213

13 清河镇小博士寝食服务中心 清河镇文化路西侧 李雪玲 15254337617

14 孙武街道家乐午托 第三实验学校西50米胡同内 王莉莉 15554336027

15 孙武街道温馨家园午托 孙武街道中心幼儿园对过 董小磊 13181013397

16 孙武街道未来星午托 孙武街道中心幼儿园对过 冯燕 18706628818

17 孙武街道安心午托 孙武街道中心幼儿园对过 李海玲 15254398961

18 孙武街道小博士午托 鸿安肥牛西150米路西 吕婷 13181017867

19 孙武街道智慧星午托 御龙国际沿街房 郑云茹 13563097755

沾化
区

惠民
县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20 孙武街道小天使学生公寓 鸿安肥牛东500米路北 李海霞 13605437490

21 孙武街道爱心家园午托 县林业局家属院内 刘玉红 13792284613

22 孙武街道阳光小饭桌 第三实验学校西邻路口南50米 张丛 18654329757

23 孙武街道阳光午托 县林业局家属院内 陈梅兰 15865437996

24 孙武街道蓝精灵午托 孙武街道南门二里 郭建娥 13515437861

25 孙武街道喜洋洋午托 孙武街道南门二里 马海英 13561587551

26 孙武街道家的港湾午托 孙武街道中心幼儿园对过 段洪月 13686307589

27 孙武街道清华园学生公寓 县林业局家属院内 张秀丽 13306490595

28 孙武街道开心午托 鸿安肥牛西100米路北 高贝贝 15954737293

29 孙武街道阳光学生公寓 孙武街道中心幼儿园对过 曲占英 15553494799

30 李庄镇瑞朗小饭桌 李庄镇中心小学门口 刘振清 18354317698

1 阳信县信城致远学生公寓 机关小区沿街房 赵延俊 13793875407

2
阳信县信城致远学生公寓二
店

机关小区沿街房 赵延俊 13793875407

3 阳信县信城红霞学苑 机关小区沿街房 谷立新 15006957316

4 阳信县信城红霞学苑二店 机关小区沿街房 谷立新 15006957316

5 阳信县信城京师小饭桌 机关小区沿街房 王林 13854335466

6 阳信县信城温馨托辅部 实验小学门口 王雪梅 15550213331

7 阳信县信城书香源小饭桌 实验小学门口 田岩松 15552708599

8
阳信县信城南关幼儿园小饭
桌

南关村 毛元彬 13210715556

9 智慧星幼儿园小饭桌 北园村 刘彦庆 15556612888

阳信
县

惠民
县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10 阳信县信城小超人小饭桌 机关小区沿街房 张雪燕 15554399211

11 阳信县信城博远小饭桌 刘大水村 李月堂 18366856197

12 阳信县信城幸福阳光小饭桌 刘大水村 张秋花 15006988205

13 阳信县信城小哈弗幼儿园 牛王堂村 张磊 15553359893

14
阳信县信城小哈弗幼儿园豪
门分园小饭桌

豪门锦绣城 张磊 15553359893

15 阳信县晨光幼儿园 接官亭 程香颖 15550612916

16
北京博苑阳信职专幼儿园小
饭桌

职专院内 刘芳 15006964798

17 阳信县博思小饭桌 光彩城院内 温金霞 15265431136

18 阳信县龙辉小饭桌 刘大水村 豆守花 13906495929

19 阳信县信城博学苑小饭桌 东关村 刘雪燕 15715435278

20
阳信县信城首师蒙台梭利幼
儿园小饭桌

机关小区沿街房 丁晶 18354370598

21 阳信县奇卡早教中心 光彩城院内 刁风华 15169985490

22 安吉儿幼儿园 西关村 王辉 13954315439

23
阳信县信城爱心之家托福中
心

实验小学门口 周立新 15554306260

24 温店镇阳光幼儿园 温店镇温店街 夏洪珍 13793855378

25 王二官社区幼儿园 温店镇王二官村 孙连利 15006998686

阳信
县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26 京师阳光幼儿园后吴店分校 温店镇后吴店村 李玉猛 15006998686

27 阳信县洋湖乡金苹果小饭桌 阳信县洋湖乡勃李街 李伟 15550257666

28 阳信县洋湖乡德敏馨小饭桌 阳信县洋湖乡东高村 张倩倩 18454341558

29 阳信县河流镇爱心托管中心 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河流镇马丰河村 石龙 13181011008

30
阳信县水落坡镇启航教育小
饭桌

水落坡镇水落坡街 郭海霞 13561515123

31
阳信县水落坡镇金太阳小饭
桌

水落坡镇王桥村 韩丹丹 15563062697

1 无棣县优托托小饭桌 无棣县江南金街C27号 田吉燕 15898898623

2 无棣县睿彧诚信小饭桌 无棣县海丰十一路院前街与棣新四路交叉口 周金霞 15318209677

3 无棣县诺飞小饭桌 无棣县城东许村 苏景伟 13406233155

4 无棣县爱森小饭桌 无棣县城东张村 牛利利 18754353887

5 无棣县树棣餐饮部 无棣县中心大街鲁北印刷厂二楼 解连芳 15805433209

6 无棣县贴心小饭桌 无棣县中心大街14号（一实对面） 李  超 15066972453

7 无棣县超凡小饭桌 无棣县棣新四路武装部沿街楼 高井彬 15563096989

8 无棣县小硕士小饭桌 无棣县院前街振华苑 范海霞 15954334881

9 无棣县昌耀小饭桌 无棣县时代华庭沿街楼 崔晓洋 13406158397

10 无棣县金瀚小饭桌 无棣县棣新四路城东张村 董献武 15318219077

阳信
县

无棣
县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11 无棣县小冠军午托部 无棣县怡馨家园A12西单元202室 张国栋 15054381938

12 无棣县智慧树午托部 无棣县怡馨家园B11号楼西单元202室 万君 15965438977

13 无棣县好学生餐饮部 无棣县棣丰街道东方御景8号楼 扈希迎 15169939362

14 无棣县大智餐饮部 无棣县民生街职业中专住宅楼及商铺 程营营 13475065819

15 无棣县欣新七彩虹午托部 无棣县棣新八路滨海大学沿街 崔洪建 15854383810

16 无棣县禧墨午托部 无棣县山水润福苑 张函 18054329060

17 无棣县学信餐饮部 无棣县东方御景沿街楼 武云斌 13954363126

18 无棣县富贵宏午餐部 无棣县棣丰街道棣新六路滨海华庭商铺 南风阳 13561583580

19 无棣县爱心树午托部 无棣县棣新七路怡馨花园B3号楼二单元201室 孙瑞仙 13589733480

20 无棣县赵玉滨午托部 无棣县埕口镇塘坊村265村 郭树华 15854433899

21 无棣县九娟午餐部 无棣县埕口镇塘坊村25号 孙九娟 0543-6456037

22 无棣县柳堡镇欣悦快餐 无棣县柳堡镇 刘真真 15954333758

23 无棣县金翅膀午托部 无棣县埕口镇鲁北集团院内 王金玲 13581155120

24 无棣县柳堡镇金色快餐部 无棣县柳堡镇付O段家村 刘焕芝 15169931857

25 无棣县柳堡镇素梅快餐店 无棣县柳堡镇宋家村 王素梅 15314368885

26 无棣县柳堡镇若茜快餐店 无棣县柳堡镇东岳李村 崔立英 15314371296

27 无棣县柳堡镇启智快餐部 无棣县柳堡镇刘柳村 王方超 15154329989

1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红旗托管中心博兴县博昌办事处西谷王平云街6号 魏芳 13793854414

2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恩泽教育托管中心博兴县博昌办事处西谷王清卫街18号 张月强 15666121705

3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成长快乐家教托管中心博兴县博昌办事处西谷王村和顺街5号 李娟 13954373098

4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起航托管中心博兴县博昌办事处博城四路96号 周红 1876929991

5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阳光家教托管所博兴县博昌办事处西谷王平云街15号 韩海霞 13001522687

无棣
县

博兴
县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6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温馨托管中心博兴县博昌办事处博城四路28号 邱苏花 15318207955

7 博兴县新奥职业学校 博兴县鲁中文化城 益建庆  13854346678

8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韩慧小吃店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博城四路
103号1号楼2单元103号 韩慧

15898926305

9 博兴劈柴院羊汤馆 锦秋务事处菜园村实验幼儿园 王旭娟

10 小博士托管中心 西隅小区 张萍 15969996035

11 小学士教育中心 博城六路棉麻公司院内 高树玲 15854368368

12 博航辅导 南隅小区27号楼东单元101室 郭  聪 1836688220

13 卓越辅导中心 南隅小区30号楼东单元一楼东户 刘  晔 13954336688

14
锦绣前程教育培训中心

西隅花园4号楼西单元302室
 苑  鹏 13581169628

15 哈哈贝贝早教中心 博城六路205号 顾国光 13854365805

16
博兴县锦秋办事处智慧树家
教服务中心

三小东邻
刘明飞 15224366981

17
博兴县锦秋办事处状元辅导
中心

南隅小区30号楼东单元101室
刘冲 18654352191

18
博兴县锦秋办事处非常一二
三幼儿托管中心

新世纪商城D区3号
高俊亭 15154396639

19
博兴县锦秋办事处沐润培训
中心

博城六路棉麻公司商品房
王刚 13954326658

20
博兴县城东街道办事处爱多
宝贝小饭桌

石油公司院内 张银果 15054330880

博兴
县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21
博兴县城东街道办事处新宇
小饭桌

博城五路169号 张占盈 13854332223

22 博兴县鑫鑫小饭桌 乐安实验学校 马欢欢 13854316064

23 博兴县艾美尔托管中心 东河东村 盖爱红 15206866755

24 博兴县湖滨镇太阳花餐饮部 柳桥村 韩立珍 13061040076

1 邹平书香苑教育小饭桌 鹤伴四路 赵静 13465094922

2 邹平县明德学堂 鹤伴四路 李学华 18054300587

3 金榜教育辅导培训学校 见埠工业园 辛明 13465093128

4 乐知教育小饭桌 鹤伴四路 卜秀华 18464280746

5 邹平黄山山水倾城小饭桌 山水倾城小区 贾秀英 13465061036

6 邹平黄山齐明雅苑小饭桌 齐明雅苑小区 怀姗姗 15065270707

7
邹平黄山菲特教育信息咨询
中心小饭桌

御景世家小区 滕华飞 13515434852

8
邹平黄山安亲餐饮经营部小
饭桌

示范小区 杨学美 13793890039

9
邹平黄山易道教育儿童手脑
潜能会馆小饭桌

见埠 信慧 13406197779

10 邹平黄山优学霸小饭桌 创新国际 段作涛 13561510039

11 邹平县黄山北王小饭桌 鹤伴三路御景世家 王健 18766636555

12 邹平黄山爱之家小饭桌 见埠幼儿园东 刑卓 18054306162

13 豆苗小饭桌 高新办东范后小区 李亚鹏 18364929981

博兴
县

邹平
县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14 笔畅教育 高新办东范后小区 贾玉清 15966358339

15 红领巾家园 开发区 成小叶 15805430130

16 茗越教育小饭桌 建宇商场 苏哲 18254327636

17 淘舍教育 建宇商城 周玉杰 18054307330

18 启明星教育 建宇商城 吴桂芹 13793854355

19 领航教育 建宇商城 马莎莎 13963075221

20 茉莉教育 东范后小区19号楼 张倩 15066902365

21 邹平开发区状元堂小饭桌 建宇商城 熊海燕 13793899898

22 爱英教育 实验一小南门对过 李俊 13854342844

23 腾飞教育小饭桌 实验一小南门对过 李佳 15006940414

24 大拇指小饭桌 实验二小对过 张海燕 13792260337

25 智慧家园小饭桌 实验二小对过 张会 15550238536

26 梁邹教育小饭桌 黄山三路 刘斌 18765098066

27 爱心小饭桌 范公商场 霍美子 13405433851

28 龙媒教育 黛溪四路中段 王宁宁 13475430512

29 名扬教育小饭桌 东关东区 贾丽娜 13792280153

30 阳光教育小饭桌 黛溪四路老文化馆 樊文学 13954391521

31 山大教育小饭桌 黄山三路一小南门 王红燕 18254351022

32 清大教育小饭桌 黛溪四路文化馆 杨春兰 13793881060

33 爱之家 畜牧兽医局院内 田玉娥 13395439911

34 东方教育 天兴城 刘粟红 13563095831

35 新希望小饭桌 一小南门 王倩倩 13625430955

邹平
县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36 英才教育 一小南门 张君 18763092377

37 小新星精品小饭桌 天兴城7-111 李红 15066964927

38 梁邹家园小饭桌 邹平畜牧局院内 张建国 13505431693

39 邹平快乐小饭桌 邹平县畜牧局 刘金花 13793881269

40 邹平金星教育小饭桌 安家村沿街房 于海峰 18653308118

41 邹平温馨家园小饭桌 邹平县畜牧局 贾艳青 18663092702

42 邹平县博睿教育小饭桌 黛溪小学附近 石沙沙 15806890475

43 邹平赛英德小饭桌 西关沿街房 李阁 15954329508

44 西关村 王淑祯 15065271746

45 邹平静雅学识苑小饭桌 高速路交警宿舍 石礼燕 18254369818

46 邹平恒源教育小饭桌 黛溪一路329号 刘凯 15969987870

47 邹平大风车教育 黄山三路 王会 18663076806

48 邹平恩博教育小饭桌 黄山三路一小对过 孙伟 15169944155

49 邹平未来星小饭桌 黄山三路西关 段沙 15966355708

50 天飞教育小饭桌 黄山三路西首 李蒋 13563064227

51 邹平睿智托管餐厅 黄山三路鄢家 刘震 15550228818

52 邹平金色童年家教 黄山三路一小东临 夏春燕 13665431810

53 邹平蓝天小饭桌 邹平县北都花园 张静静 18706608059

54
邹平幼贝佳艺术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黛溪四路49号 由银苹 18254381601

55 第二课堂小饭桌 黛溪四路 宋永鑫 17605431629

56 老一中小饭桌 东关西区 洪西梅 18454397260

邹平
县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57 领航教育小饭桌 黛溪小学对面 崔娜 15266742713

1 四季花童小饭桌 恒信安康花园14号楼一单元102室 张海霞 13906490317

2 红领巾小饭桌 胡井小区9号楼102室 翟双 13561584195

3 范文小饭桌（不再经营5.2）胡井小区1号楼201室号 马丽丽 15806898872

4 未来星小饭桌 任家小区1号楼101 尚鹏辉 13406178866

5 博函小饭桌 北任村 任小俊 18764558449

6 灵瞳之家小饭桌 恒信安康小区4号楼西单元101 刘帅帅 13589409361

7 好孩子小饭桌 东李村 张玉莹 18654397770

8 爱心小饭桌托管所 来家村 赵杉 15066937528

9 思琪小饭桌 东李村 安志伟 13589424590

10 启航小饭桌 半岛蓝湾13号西102室 吕海梅 13105436033

11 开心宝贝小饭桌 恒信安康小区25号楼1单元101室 马美 18763072871

12 小太阳小饭桌 北任村 杨艳 18764546940

13 慧聪园小饭桌 恒信安康小区19号楼3单元101室 邓冬珍 13220706754

14 明德教育小饭桌 恒信安康小区1号楼1单元101室 金笑嫚 15615433043

15 好家长小饭桌 宏泰家园4号楼2单元501室 游飞飞 13954318669

16 优学派学生之家 上海世家22号楼中单元101室 赵红卫 13406172706

17 幸福家园托管中心 胡井小区沿街房13号 杨延华 18763030488

18 红领巾小饭桌 东李村 翟双 13561584195

19 宝贝家园小饭桌 北任村 李丽娟 15216498562

20 红杉树托管小饭桌 胡井小区5号楼2单元101室 张桂云 13356286596

21 亲亲宝贝小饭桌 恒信安康小区4号楼2单元202，8号楼1单元202 张敏 13854374000

邹平
县

开发
区



详细地址 负责人 联系电话序号 名  称县区

22 浩然吉祥小饭桌 上海世家沿街房483-2号 刘玉霞 15266703229

23 梦一小饭桌 东李村 赵艳 13371333936

24 开心小饭桌 北任村 宋秀美 15865238110

25 喜洋洋小饭桌 恒信安康小区4号楼东单元201室 张洁 13563078584

26 心怡之家小饭桌 东李村 宋延霞 15169901907

27 阳光乐园小饭桌 北任村 赵秋花 18206570543

28 小博士小饭桌 东李村 王元勇 18266551866

29 育人托管教育 上海世家东门485-16号 王莉 13455768708

30 益学教育托管 张念佛村124号 张学龙 15564066100

31  大尚家苑西门沿街房P002号 陈飞 13285432004

32 忆像托管教育 东李家村民委员会马堡路以东 杨海边 13954319625

33 思悦托管服务教育中心 大尚家苑二区24号楼3单元102室 孙思敏 18354342622

34 优学苑托管中心 张念佛村沿街房 王云霞 18454321918

35 小天才托管 东李村 张燕 15224387786

36 金豆豆小饭桌 大尚家苑二区13号楼东单元101室 马杏娥 13589408856

37 智慧树小饭桌 胡井小区沿街房12号 程淑敏 15954328662

38 颢学安亲托教中心 大尚家苑二区P052 张营涛 18605432992

39 健康食尚小饭桌 东李村171号 高玉玲 18769616625

40 天才小饭桌 大张官村 王小妮 18706631075

41 善智教育 大尚小区P005号 李丹 18754328675

42 优学家小饭桌 恒信安康小区18号楼2单元202室 李珊珊 18366878620

43 言琪托管 东李村38号 阮志娟 1595435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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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成长小饭桌二店 张念佛村 张洪静 13626493411

45 青云翼翔教育 大尚家苑二区P006 赵韶文 18054373006

46 优创小饭桌 张念佛村 刘树峰 13552378369

47 疯狂龙博士托管中心 上海世家485-9号 吴成华 15554300167

48 金八力托管 大尚家苑沿街房P024号 王双双 13589719856

49 书香源托管教育 大尚一区EP117 尚贝贝 18705432022

50 育人托管教育 聚龙花园天龙苑115号 潘东美 13375432935

51 学文小饭桌 渤海二十四路黄河七路小高佳苑4号楼二单元202室 吴忠泉 15854660564

52 恒博育人托管教育中心 大尚家苑二区12号楼东单元402 韩城林 15966363481

53 教育学小饭桌 长江二路渤海二十路（原胡井小学） 卜宪龙 18366860111

54 晨曦托管教育 东李村 张红岩 15006948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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