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名称 专业 地址 联系电话
化妆师 成都市总府路23号 13808202086
美发师 成都市总府路23号 13808202086
化妆师 成都双桥路184号3楼 18981827009
美甲师 成都双桥路184号3楼 18981827009
美容师 成都双桥路184号3楼 18981827009
中式烹调师 成都双桥路184号3楼 18981827009
家政服务员 成都市双流县九江镇双温路198号 18980760856 85187958
育婴师 成都市双流县九江镇双温路198号 18980760856 85187958
保健按摩师 成都市海椒市街12号
健康管理师 成都市海椒市街12号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海椒市街12号
育婴师 成都市海椒市街12号
足部按摩师 成都市海椒市街12号
餐厅服务员 成都市东华门街13号 18708210516
茶艺师 成都市东华门街13号 18708210516
公共营养师 成都市东华门街13号 18708210516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成都市东华门街13号 18708210516
汽车修理工 成都市东华门街13号 18708210516
西式面点师 成都市东华门街13号 18708210516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东华门街13号 18708210516
中式烹调师 成都市东华门街13号 18708210516

6 成都百特尔人力资源职业培训学校 健康管理师 成都市芳草东街105号 13018297177
7 成都北方汽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汽车修理工 龙泉驿区平安场双龙路 18615790763

叉车司机 龙泉驿区西河镇胜利路29号 13568920712
焊工 龙泉驿区西河镇胜利路29号 13568920712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龙泉驿区西河镇胜利路29号 13568920712
汽车修理工 龙泉驿区西河镇胜利路29号 13568920712
养老护理员 龙泉驿区西河镇胜利路29号 13568920712

9 成都长征长宝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汽车修理工 成华区龙潭乡鹤林村12组 66667116 13982191988
10 成都德泰堂健康管理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成华区成致路6号15幢 15882445271

化妆师 青羊区小南街3号 18081063331
养老护理员 青羊区小南街3号 18081063331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龙泉驿区车城东7路699号 13708069018
数控车工 龙泉驿区车城东7路699号 13708069018
数控铣工 龙泉驿区车城东7路699号 13708069018
无线电调试工 龙泉驿区车城东7路699号 13708069018
化妆师 成华区猛追湾街153号 13668147689
美发师 成华区猛追湾街153号 13668147689
美甲师 成华区猛追湾街153号 13668147689
美容师 成华区猛追湾街153号 13668147689
钢筋工 武侯区高升桥北街9号7楼 17761261531
架子工 武侯区高升桥北街9号7楼 17761261531
砌筑工 武侯区高升桥北街9号7楼 17761261531
装饰装修工（含抹灰工） 武侯区高升桥北街9号7楼 17761261531
美容师 成都市锦江区菱菓路90号 18581852242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锦江区菱菓路90号 18581852242

16 成都康怡医护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养老护理员 青羊区大石西路12号4楼 13541031850
化妆师 青羊区锣锅巷31号7楼1号 18728420059
美发师 青羊区锣锅巷31号7楼1号 18728420059
形象设计师 青羊区锣锅巷31号7楼1号 18728420059
花卉园艺工（花卉工和绿化工） 温江区德通桥路392号 13330983783
计算机操作员 温江区德通桥路392号 13330983783
商品营业员 温江区德通桥路392号 13330983783

19 成都千里马工程机械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叉车司机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现代工业港港大路739号 15008485217
20 成都青鸟信息技术学校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大慈善路22号 13540694997

家政服务员 人民南路三段17号附1号 13547975857
育婴师 人民南路三段17号附1号 13547975857

22 成都实达应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式烹调师 锦江区南府街72号204室 13551386984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清江东路118号 13882228400
中式烹调师 成都市清江东路118号 13882228400
家政服务员 成都市宁夏街167号 86267864
手绣制作工 成都市宁夏街167号 86267864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宁夏街167号 86267864
育婴师 成都市宁夏街167号 86267864
中式烹调师 成都市宁夏街167号 86267864
餐厅服务员 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办事处 13550281907
茶艺师 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办事处 13550281907
焊工 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办事处 13550281907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 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办事处 13550281907
家政服务员 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办事处 13550281907
起重工 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办事处 13550281907
汽车驾驶员 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办事处 13550281907
汽车修理工 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办事处 13550281907
中式烹调师 双流县西航港街道办事处 13550281907
餐厅服务员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茶艺师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车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电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电子设备装接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调酒师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工具钳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管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机修钳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计算机操作员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客房服务员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汽车驾驶员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汽车客运服务员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汽车修理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钳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商品营业员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收银员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数控铣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无线电调试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成都阿杰形象设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艾米丽化妆造型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爱泽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按摩职业培训学校

成都百成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博瑞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东方远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黑珍珠化妆美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建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锦欣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卢卡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

成都三六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市创新就业培训中心

成都市妇联女性就业服务中心

成都市机械职业技术学校

成都市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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铣工 成都市郫县红光镇港通北三路1899号 18628279630
26 成都市建达建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钢筋工 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段二号6楼 13648011298

家政服务员 二环路北一段189号林贸大厦5楼 13980887850
养老护理员 二环路北一段189号林贸大厦5楼 13980887850
育婴师 二环路北一段189号林贸大厦5楼 13980887850
化妆师 金牛区迎宾大道兴盛西路2号B座301 87771629
美甲师 金牛区迎宾大道兴盛西路2号B座301 87771629

29 成都市锦江区锦伈中医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美容师 成都市锦江区菱菓路90号 18581852242
插花员 锦江区三圣乡红砂村高店子鲜花批发市场内 18581877317
花卉园艺工（花卉工和绿化工） 锦江区三圣乡红砂村高店子鲜花批发市场内 18581877317
公共营养师 羊市街21号 13880681057
健康管理师 羊市街21号 13880681057
餐厅服务员 成都市龙泉驿区外东十陵镇 18602809557
插花员 成都市龙泉驿区外东十陵镇 18602809557
茶艺师 成都市龙泉驿区外东十陵镇 18602809557
调酒师 成都市龙泉驿区外东十陵镇 18602809557
景观设计师 成都市龙泉驿区外东十陵镇 18602809557
客房服务员 成都市龙泉驿区外东十陵镇 18602809557
前厅服务员 成都市龙泉驿区外东十陵镇 18602809557
叉车司机 龙泉驿区天生路155号 13488995239
电工 龙泉驿区天生路155号 13488995239
焊工 龙泉驿区天生路155号 13488995239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龙泉驿区天生路155号 13488995239
室内装饰设计员 龙泉驿区天生路155号 13488995239
养老护理员 龙泉驿区天生路155号 13488995239
叉车司机 大弯镇广场东侧 13458535402
电工 大弯镇广场东侧 13458535402
焊工 大弯镇广场东侧 13458535402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大弯镇广场东侧 13458535402
计算机操作员 大弯镇广场东侧 13458535402
家政服务员 大弯镇广场东侧 13458535402
育婴师 大弯镇广场东侧 13458535402
中式面点师 大弯镇广场东侧 13458535402
茶艺师 芳沁街79号 18200493792
公共营养师 芳沁街79号 18200493792
架子工 芳沁街79号 18200493792
中式烹调师 芳沁街79号 18200493792
装饰装修工（含抹灰工） 芳沁街79号 18200493792
电工 双流县东升南昌路顺风商城141号 13550281907
公共营养师 双流县东升南昌路顺风商城141号 13550281907
餐厅服务员 武侯区菊乐路9号 15388111959
公共营养师 武侯区菊乐路9号 15388111959
计算机操作员 武侯区菊乐路9号 15388111959
中式面点师 武侯区菊乐路9号 15388111959
中式烹调师 武侯区菊乐路9号 15388111959
餐厅服务员 温江区柳城街道航天路38号 13808178744
计算机操作员 温江区柳城街道航天路38号 13808178744
家政服务员 温江区柳城街道航天路38号 13808178744
商品营业员 温江区柳城街道航天路38号 13808178744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锦江区合欢树街489号 13880431543
医药购销员 成都市锦江区合欢树街489号 13880431543
咖啡师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西一段19号 18981791603
西式面点师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西一段19号 18981791603
西式烹调师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西一段19号 18981791603
餐厅服务员 成都市通锦桥87号华诚商厦902室 18280271900
家政服务员 成都市通锦桥87号华诚商厦902室 18280271900
客房服务员 成都市通锦桥87号华诚商厦902室 18280271900

42 成都市新洋实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计算机操作员 成都市二环路西二段77号 13980754623
餐厅服务员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插花员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叉车司机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茶艺师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焊工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计算机操作员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家政服务员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客房服务员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砌筑工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商品营业员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西式面点师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养老护理员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营养配餐员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育婴师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中式面点师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中式烹调师 金牛区一环路西3段7号 13880809907
化妆师 红星路二段二号 13693445513
美发师 红星路二段二号 13693445513
美容师 红星路二段二号 13693445513
餐厅服务员 青羊区青华路49号团校办公楼1206室 15198275400
公共营养师 青羊区青华路49号团校办公楼1206室 15198275400
混凝土工 青羊区青华路49号团校办公楼1206室 15198275400
砌筑工 青羊区青华路49号团校办公楼1206室 15198275400
营养配餐员 青羊区青华路49号团校办公楼1206室 15198275400

46 成都五月花计算机专业学校 中式烹调师 成都市金牛区金牛乡淳风桥村三组 13540617905
计算机操作员 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五段龙舟路口 13540617905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五段龙舟路口 13540617905
景观设计师 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五段龙舟路口 13540617905
汽车驾驶员 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五段龙舟路口 13540617905
室内装饰设计员 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五段龙舟路口 13540617905
收银员 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五段龙舟路口 13540617905
数控车工 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五段龙舟路口 13540617905
育婴师 成都市锦江区二环路东五段龙舟路口 13540617905

48 成都希萌西子美容化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化妆师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三段22号 13880222931
公共营养师 双流区西航港大道中二段天鹅度假村 17761253086

成都市技师学院

成都市金牛区川妹子家政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市金牛区罗丹时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市锦江区鑫泰阳花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市均衡营养保健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市旅游产业促进中心

成都市齐鑫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市青白江区再创职业培训学校

成都市人力资源管理培训中心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市顺心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成都市温江区海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市携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市新梦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市新世纪信用管理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成都市新月华应用技术职业培训学校

成都树美美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四通应用技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五月花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象上职业技能培训学校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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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双流区西航港大道中二段天鹅度假村 17761253086
养老护理员 双流区西航港大道中二段天鹅度假村 17761253086
西式面点师 四川省成都市蛟龙工业港双流园区高新大道10座 15208436086
中式面点师 四川省成都市蛟龙工业港双流园区高新大道10座 15208436086
中式烹调师 四川省成都市蛟龙工业港双流园区高新大道10座 15208436086
保健按摩师 人民南路二段22号零三招待所 15184325572
保育员 人民南路二段22号零三招待所 15184325572
公共营养师 人民南路二段22号零三招待所 15184325572
家政服务员 人民南路二段22号零三招待所 15184325572
养老护理员 人民南路二段22号零三招待所 15184325572
育婴师 人民南路二段22号零三招待所 15184325572
家政服务员 西玉龙街210号外贸大厦1706 13281861699
育婴师 西玉龙街210号外贸大厦1706 13281861699
公共营养师 成都市一环路东三段64号 18782440273
医药购销员 成都市一环路东三段64号 18782440273
公共营养师 青羊区青华路49号 15308088778
健康管理师 青羊区青华路49号 15308088778
美容师 青羊区青华路49号 15308088778
计算机操作员 红星路二段106号九环宾馆7楼 13981796997
室内装饰设计员 红星路二段106号九环宾馆7楼 13981796997

56 成都英才软件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成都市紫东楼街49号东方广场26楼 84449938-6014
公共营养师 青羊区石人南路99号附6号 13980096221
化妆师 青羊区石人南路99号附6号 13980096221
美容师 青羊区石人南路99号附6号 13980096221
美发师 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东街126号二楼 13668263782
美容师 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东街126号二楼 13668263782

59 成都职大培训中心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南府街72号 13880788772
60 成都职英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公共营养师 成都市青羊区方池街13号 13541304512

保健按摩师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37号 13551151874
公共营养师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37号 13551151874
健康管理师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37号 13551151874
食品检验工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37号 13551151874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37号 13551151874
足部按摩师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37号 13551151874
餐厅服务员 崇州市崇阳镇北郊村二组 13980010185
电工 崇州市崇阳镇北郊村二组 13980010185
电子设备装接工 崇州市崇阳镇北郊村二组 13980010185
公共营养师 崇州市崇阳镇北郊村二组 13980010185
计算机操作员 崇州市崇阳镇北郊村二组 13980010185
木工 崇州市崇阳镇北郊村二组 13980010185
商品营业员 崇州市崇阳镇北郊村二组 13980010185
制鞋工 崇州市崇阳镇北郊村二组 13980010185
家政服务员 崇州市学苑南路120号 17780707653
养老护理员 崇州市学苑南路120号 17780707653
育婴师 崇州市学苑南路120号 17780707653
电子设备装接工 崇州市崇阳镇同心集中居住区1485号 13689005855
公共营养师 崇州市崇阳镇同心集中居住区1485号 13689005855
计算机操作员 崇州市崇阳镇同心集中居住区1485号 13689005855
保育员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餐厅服务员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茶艺师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车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电子设备装接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钢筋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焊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混凝土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计算机操作员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家政服务员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客房服务员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木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砌筑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汽车修理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钳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商品营业员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数控车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铣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养老护理员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育婴师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制鞋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中式烹调师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装饰装修工（含抹灰工） 崇州市崇阳街道中南街615号附1号 13980969592
茶艺师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电工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焊工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化妆师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咖啡师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美发师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汽车修理工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育婴师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中式面点师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中式烹调师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 13699065769
餐厅服务员 大邑县锦屏大道11号 13980778118
车工 大邑县锦屏大道11号 13980778118
电工 大邑县锦屏大道11号 13980778118
焊工 大邑县锦屏大道11号 13980778118
计算机操作员 大邑县锦屏大道11号 13980778118
客房服务员 大邑县锦屏大道11号 13980778118
汽车修理工 大邑县锦屏大道11号 13980778118
钳工 大邑县锦屏大道11号 13980778118
数控车工 大邑县锦屏大道11号 13980778118
养老护理员 大邑县锦屏大道11号 13980778118

68 大邑县助帮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汽车修理工 大邑县晋原镇红光社区 13072886999
办公设备维修工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成都象上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

成都新华亿母婴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新生力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逸成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成都益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银河信息技术学校

成都英华劳动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成都耘涛美容美发职业培训学校

成都中医大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崇州市前程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崇州市西蜀巧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崇州市新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崇州市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川大科技园职业技能培训学院

大邑县技工学校

都江堰市启迪计算机培训学校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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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服务员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公共营养师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花卉园艺工（花卉工和绿化工）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化妆师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计算机操作员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家政服务员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美发师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美容师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商品营业员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养老护理员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育婴师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中式烹调师 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100号 18908022117
办公设备维修工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保健按摩师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餐厅服务员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电工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焊工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计算机操作员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客房服务员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汽车修理工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育婴师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中式烹调师 灌口镇张爷庙街14号（广场欣城底楼） 18081927028
餐厅服务员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电工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焊工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计算机操作员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客房服务员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汽车修理工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前厅服务员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养老护理员 都江堰市蒲阳路口 13688141875
保健按摩师 都江堰市都江大道154号 13689038975
餐厅服务员 都江堰市都江大道154号 13689038975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都江堰市都江大道154号 13689038975
计算机操作员 都江堰市都江大道154号 13689038975
客房服务员 都江堰市都江大道154号 13689038975
美发师 都江堰市都江大道154号 13689038975
美甲师 都江堰市都江大道154号 13689038975
美容师 都江堰市都江大道154号 13689038975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校区内 87204258
客房服务员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校区内 87204258
用户通信终端维修员 都江堰市职业中学校区内 87204258
餐厅服务员 龙泉街道天生路155号 13488995239
计算机操作员 龙泉街道天生路155号 13488995239
家政服务员 龙泉街道天生路155号 13488995239
电工 彭州市三界镇罗万场万工堰 18782191591
焊工 彭州市三界镇罗万场万工堰 18782191591
餐厅服务员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茶叶加工工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茶艺师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电工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计算机操作员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木工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砌筑工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汽车修理工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商品营业员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中式烹调师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了翁路一组 18080131225
茶艺师 鹤山镇西影街22号 13982032366
计算机操作员 鹤山镇西影街22号 13982032366
公共营养师 双流东升街办紫东阁街14号 13709019845
化妆师 双流东升街办紫东阁街14号 13709019845
餐厅服务员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茶艺师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公共营养师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化妆师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计算机操作员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家政服务员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养老护理员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育婴师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中式面点师 双流县东升镇南昌路179号 13982190888
餐厅服务员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街47号7楼 13882107797
公共营养师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街47号7楼 13882107797
健康管理师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街47号7楼 13882107797
摄影师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街47号7楼 13882107797
食品检验工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街47号7楼 13882107797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街47号7楼 13882107797
育婴师 成都市武侯区科华街47号7楼 13882107797
公共营养师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15号 87712324
健康管理师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15号 87712324
美容师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15号 87712324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15号 87712324
育婴师 成都市金牛区十二桥路15号 87712324
美甲师 成都市东华正街33号 13983114451
美容师 成都市东华正街33号 13983114451
形象设计师 成都市东华正街33号 13983114451

都江堰市启迪计算机培训学校

都江堰市上月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都江堰市四维计算机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都江堰市伊丽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都江堰市益永职业培训学校

龙泉星月职业培训学校

彭州市瑞意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蒲江县技工学校

蒲江县就业训练中心

双流县树才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双流益州职业技术学校

四川博思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四川搏锦程职业培训学校

四川成都金典美容艺术培训学校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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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营养师 成都市青江东路118号 18981710265
健康管理师 成都市青江东路118号 18981710265

84 四川国信安职业培训学校 计算机操作员 成都市高新区创业路16号 13678061161
85 四川华夏茶艺培训学校 茶艺师 成都市蜀汉路355号 13688486690

茶艺师 崇州街子镇古寺村凤栖山庄 18200323328
电工 崇州街子镇古寺村凤栖山庄 18200323328
焊工 崇州街子镇古寺村凤栖山庄 18200323328
计算机操作员 崇州街子镇古寺村凤栖山庄 18200323328
中式烹调师 崇州街子镇古寺村凤栖山庄 18200323328

87 四川卡能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室内装饰设计员 成都市少城路27号少城大厦四楼2号 13730859425
88 四川科力职业学校 养老护理员 成都五块大石站北路81号 18180784078

车工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车辆电工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电工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计算机操作员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砌筑工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汽车修理工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室内装饰设计员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数控车工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数控铣工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铣工 崇州市冰河北路 13981956339
电工 成都市红牌楼佳灵路22号 18982182636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成都市红牌楼佳灵路22号 18982182636
计算机操作员 成都市红牌楼佳灵路22号 18982182636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成都市红牌楼佳灵路22号 18982182636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成都市红牌楼佳灵路22号 18982182636
汽车驾驶员 成都市红牌楼佳灵路22号 18982182636
汽车修理工 成都市红牌楼佳灵路22号 18982182636
保健按摩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餐厅服务员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插花员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茶叶加工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茶艺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电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调酒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公共营养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焊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花卉园艺工（花卉工和绿化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会计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计算机操作员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家用电器产品维修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家政服务员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景观设计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咖啡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客房服务员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美发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美容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木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汽车驾驶员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汽车修理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前厅服务员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商品营业员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食品检验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西式面点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西式烹调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养老护理员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育婴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制鞋工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中式面点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中式烹调师 营门口路18号 13709006501
餐厅服务员 茶店子健康巷7号 13982181919 67583288
公共营养师 茶店子健康巷7号 13982181919 67583288
计算机操作员 茶店子健康巷7号 13982181919 67583288
中式烹调师 茶店子健康巷7号 13982181919 67583288
茶艺师 二环路北一段111号西南交通大学眷诚斋3号楼
公共营养师 二环路北一段111号西南交通大学眷诚斋3号楼
焊工 二环路北一段111号西南交通大学眷诚斋3号楼
景观设计师 二环路北一段111号西南交通大学眷诚斋3号楼
养老护理员 二环路北一段111号西南交通大学眷诚斋3号楼
医药购销员 二环路北一段111号西南交通大学眷诚斋3号楼

94 四川万通汽修职业培训学校 汽车修理工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街道办事处同安路6号 18782027199
保健按摩师 成都市建设西街3号
健康管理师 成都市建设西街3号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建设西街3号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成都市双流县蛟龙工业港蛟龙大道5段23号 18280322659
计算机操作员 成都市双流县蛟龙工业港蛟龙大道5段23号 18280322659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成都市双流县蛟龙工业港蛟龙大道5段23号 18280322659
餐厅服务员 成都市东风路29号4楼 13628036791
公共营养师 成都市东风路29号4楼 13628036791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成都市东风路29号4楼 13628036791
家政服务员 成都市东风路29号4楼 13628036791
客房服务员 成都市东风路29号4楼 13628036791
中式烹调师 成都市东风路29号4楼 13628036791
餐厅服务员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茶艺师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电工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电子设备装接工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公共营养师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计算机操作员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计算机网络管理员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四川高新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四川金科职业培训学校

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四川省交通管理学校

四川省就业训练中心

四川省商业服务学校

四川唐院交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四川新高健康管理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四川新华电脑学校

四川阳光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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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工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家政服务员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客房服务员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商品营业员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收银员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用户通信终端维修员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中式烹调师 成都市锦江区驿都大道静康路536号 13096337552
叉车司机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锦绣路 15196638029
茶艺师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锦绣路 15196638029
焊工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锦绣路 15196638029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锦绣路 15196638029
计算机操作员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锦绣路 15196638029
砌筑工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锦绣路 15196638029
养老护理员 成都市龙泉驿区同安镇锦绣路 15196638029
餐厅服务员 新津县武阳中路28号 18908022117
公共营养师 新津县武阳中路28号 18908022117
化妆师 新津县武阳中路28号 18908022117
计算机安装调试维修员、维修工 新津县武阳中路28号 18908022117
计算机操作员 新津县武阳中路28号 18908022117
家政服务员 新津县武阳中路28号 18908022117
美容师 新津县武阳中路28号 18908022117
养老护理员 新津县武阳中路28号 18908022117
育婴师 新津县武阳中路28号 18908022117
计算机操作员 邛崃市固驿镇春台社区三组 15828398050
家政服务员 邛崃市固驿镇春台社区三组 15828398050
中式烹调师 邛崃市固驿镇春台社区三组 15828398050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自修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新津县启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邛崃市农业技术职业培训学校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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