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片号 小学名称

1 简阳市云龙镇中心小学

2 简阳市涌泉镇中心小学

3
简阳市云龙镇百堰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4 简阳市金马镇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5 简阳市五合乡中心小学

6 简阳市射洪坝第一小学及筒车校区

7 简阳市解放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8 简阳市明德小学

9 简阳市简城第一小学水东校区

10
简阳市东溪镇江南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11
简阳市东溪镇新合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12
简阳市石钟镇黄连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新胜村、建政村、易家村、长顺村、桂林村、裕民村、凤凰村

黄连村、天鹅村、石河村、民主村、石王村、五桂村和民强村

（本部）城区五个街道办的城镇户籍的适龄儿童，其法定监护人居住在河东新区城市建成区东城客运站和印鳌路之间的
。
（筒车）城区五个街道办的城镇户籍的适龄儿童，其法定监护人居住在河东新区城市建成区印鳌路和沱四桥之间，雄州
大道以西区域的。

城区五个街道办城镇户籍和射洪坝街道办行政区域且列入城区小学招生范围的农村户籍适龄儿童，其法定监护人居住在射
洪坝街道办所辖农村区域和河东新区城市建成区印鳌路以上和沱四桥东沿线以下区域的。

简城、石桥、新市街道办城镇户籍和东城新区城区小学招生行政区内的城乡户籍适龄儿童其法定监护人居住在该区域（指
城区小学招生区域）的。

户籍在城区五个街道办城镇户籍和射洪坝街道办且列入城区小学招生区域的农村户籍适龄儿童，其法定监护人居住在河东
新区城市建成区树德路、泰安路以上区域和居住射洪坝街道办所辖农村行政区域的。

东溪街道万古村、东溪街道大河村、东溪街道石梯村、东溪街道泉合村  东溪街道松柏村、东溪街道双河村、东溪街道尖
山村、东溪街道阳公村、东溪街道农兴街。

简阳市云龙镇海棠村、全胜村、方井村、翻身村、桤木村、玉金社区

简阳市五合乡红旗村、伍家村、护民村、龙潭村、新乐村、简乐村、时新村、青峰村、施家村、天泉村、石佛村、三包村
、乐安村

简阳市2020年小学入学划片范围
划片范围（具体街道名称）

团碾村、芦茅村、天宫村、千佛村、柏林村、万安村、石玉村、鱼荐村、阳明村、西岩村、白果村、中丰村、庄元村、爱
民村、云龙社区

简阳市涌泉镇社区、骑龙村、崇新村、四宁村、清河村、农田村、齐心村、凉塘村、文会村、鼓楼村、同德村、新寨村、
石柱村、清泉村

简阳市云龙镇云峰村、高堰村、星宿村、白云村、老河村、吉祥村、宝坡村、石塔村、灯塔村、龙安村、



13 简阳市石钟镇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14 简阳市平窝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15 简阳市壮溪乡中心小学

16 简阳市特殊教育学校

17
简阳市石钟镇黄连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均乐村小

18 简阳市禾丰镇中心小学

19
简阳市禾丰镇碑垭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20
简阳市禾丰镇励志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21
简阳市禾丰镇潮水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22 简阳市三合镇中心小学

23
简阳市三合镇塘坝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24 简阳市平武镇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25
简阳市平武镇安佛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26 简阳市普安乡中心小学

27 简阳市实验小学

28 简阳市简城第一小学

29 简阳市简城第三小学

普安乡永明村、安全村、太山村、大柏村、大坝村、连山村

本部招生范围：新民街双号204号以内，单号205号以内；新民后街；政府街双号178号以上，单号193号以上，以及政府
街130号、146号；西街双号224号以上，单号209号以上；建设路162号以上（包括宏馨.尚苑）以及建设中路单号121号以
下；花园街水电设备厂、成堪到铁路往南至人民医院止；医院路212号以内。

 1.政府街(东以五友路街心为界，西以利民桥为界)； 2.马号街；3.正中街； 4.西街(东以五友路街心为界，西以新民
街交界处为界)； 5.建设路城北市场(街心为界)以东。

新民街南段（政府街与新民街交叉口以南，街心为界）、顺城街、南街、石笋街、大古井街、东风路至沱桥以北（街心为
界）、环城东路三、四段、政府东街以南（街心为界）至沱桥止

柿子沟村、南山村、团林坝村、玉清村、农民村、结合村、永乐村、高马河街

三合场镇、石岭村、马骡村、利木村、水磨村、靖水村、小型村

三合镇塘坝村、大佛寺村、金明村、沙河村、民安村、斑竹村、石马井村

平武镇场镇、木桥村、皮匠街村、红庙村、进化村、高店村、高坡村

平武镇八角村、安乐村、梨园村、三佛村、安兴村、尤安村、黄桷埝村

简阳市

君乐村

裕民社区及响水村、元结村、青冈村、火盆村、花园村、磨盘村、翰林村、蒋家桥村、林场村、禾丰村

碑垭村、丙灵村、踏水村、永兴村、香乐村、农云村、上游村

接龙村、牛心村、高石村、城隍村、合群村、民胜村、胜利村

石钟街道、长沟村、前锋村、胜锋村、山泉村、义学村、新华村

何家棚村，狮子桥村，观音寺寸，炮楼村，郑家楼村，古佛庵村，火烧庙村，庙山村，酸枣村，丁家村

光华村、高产村、工农村、柿子湾村、五显庙村、马家祠村、民权村、大池村



30 简阳市简城城北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31 简阳市简城城南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32 简阳市综合实验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33 简阳市华西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34 简阳市简城绛溪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35 简阳市简城城西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36 简阳市石桥小学

37 简阳市新市小学

38 简阳市怀远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39
简阳市新市镇模范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40
简阳市新市镇杨家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41 简阳市实验中学

42 简阳市实验小学凤山校区

43
简阳市江源镇红旗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44
简阳市老龙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学
校

45 简阳市望水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1.医院路以西——棋盘路——空分厂区.2.利民小区——花园街——建设中路137号——建设中路835号（阳峰嘉苑截止）
。3.空分厂区以北——广场路以南。4.中心村4、5、6、7、8、9组。

东以铁路为界，西至Y162乡道，北以凤山路为界，南至与十里坝街道交界处和中心村第二安置点居住的中心村、民望村
、龙垭村和康河村

简阳市江源镇老鹰村、任家村、五洞村、保卫村、顺源村、安民村、东岳村、民族村、丰产村

老龙燕泥村、老龙村、灯坝村、干家沟村、朱家沟村、三里埂村、
土地坳村、赵家小湾村、赵家方家村。

简阳市望水乡望水村、斑竹林村、陈家庙村、高桥村、太医沟村、黑水寺村、青杠湾村

新达街社区，新五社区，张家社区，龙桥社区，飞马社区；游家村，老虎嘴村，蒲家村，石家村，五里登村，花鹿村，马
鞍村，董家村，垣坝村；棉花山街，白塔路附号部分；怀远部分拆迁

简阳市新市街道永和村、怀远村、新建村、光明村、仁义村、爱国村。

下马滩村、三江村、荆州村、互助村、新庙子村、庙子沟村

长安村、红鹤村、桐子湾村、金星村、土桥村、民会村、和平村、界牌村、常家坪村、农场村、紫金村、杨家街场镇

从建设中路铁路平交道口到花园街口西北面（街心为界）、建设中路花园街至昕雅图宾馆西北面（街心为界）

建设中路昕雅图宾馆以西、原华西公司子弟校、原沱江工具厂子弟校招生范围（包括西峰村、民旺村）

升阳村、节约村的农村户口适龄儿童；大葫村、三葫村、济安村、顺河村适龄儿童

金光村、棉丰村、大石村、高屋村、大井村、康河村龙山村

石桥大街社区(大街、中山街、福建街、和平街、江西街、交通路、杨柳街、中和桥街、龙门市场）；红星桥社区（大码
头街、新街、陕西街、珍珠巷、市场巷、海潮寺街、果园巷）；天星村；上安村；杨柳村；团结村；利民村；虎山村；皂
角村；火烧店村；大坪村。

绛溪河以北所有地段居住的城镇户籍适龄儿童，北街、环城东路一、二段、政府东街（街心为界）以北的城镇户籍的适龄
儿童，户籍为节约村一社的适龄儿童

火车站、东风路至沱桥以南（街心为界）



46
简阳市望水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石
岩寺村小

47 简阳市永宁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48 简阳市镇金镇赵家小学
田铺村、凤亭村、二郎村、平顶村、糖坊
村、河坝村、小湾村、方家村

49 简阳市江源镇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50 简阳市镇金镇中心小学

51 简阳市雷家镇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52 宏缘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53
简阳市青龙镇联合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54 简阳市新星九义校

55 简阳市三星中心校

56 简阳市井田九义校

57 简阳市青龙中心校

58 简阳市红沙九义校

59 简阳市踏水九义校

60 简阳市寨子九义校

61 简阳市同合九义校

62 简阳市灵仙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63 简阳市壮溪乡中心小学

64 简阳市养马镇中心小学

65 简阳市养马田家小学校

66 简阳市石盘镇中心小学

尹家祠村、白马庙村、梨儿园村、灵仙庙村、严家祠村、金鱼池村

光华村、工农村、柿子湾村、高产村、马家祠村、五显庙村、民权村、大池村

铁东社区、铁西社区、长岭社区3个居委会，顺江村、马槽沟村、狮子岩村、三元村、石洞村、大坪村、松树湾村、荷花
村、田卜村、栗坪村、熊家碥村、小沟村

养马镇田家坝村、七里村1、2、3组和桥梁厂

龙泉湖社区,团结社区,石盘街道各个村

青龙镇政治村、新堰村、芳草村、学堂村、石桅村、极乐村、银洞村、联合村、民主村、青龙社区

宏缘乡  古井村、螺蛳岭村、人民村、红沙村、驼柏村、荣和村、河心村、壮家村、易家坝村

新生村、发展村、夏家村、柏杨村、中和村、中心街、老沟村、油房村、店子村

泉水村、石炮村、团柏村、白蜡村、大兴村、双益村、来星村、良安村、大树村、柏林街

同合乡三沟村，同合乡三桥村，同合乡西山庙村，同合乡秀阳村，同合乡花坟村，同合乡响水滩村，同合乡干石山村，同
合乡柑子村，同合乡照壁村，同合乡靛缸村，同合乡同合西街，同合乡同合南街，同合乡同合北街，同合乡同合东街

宏缘场镇、渡口村、三多村、米家村、矮桥村、金简村、大堰村、金盆村、兰家村

青龙镇白庙村、水井村、明星村、大松树村、鞍山村、粮丰村、大松树村、郭家村、芋河村等村社

邹家湾村、桐麻岭村、平江村、金盆庙村、春天沟村、雷公庙村、宽沟村、刘家沟村

三星镇利济社区、宝莲村、游林村、蟠龙村、六洞村、新元村、双桂村、民桥村、胜天村、井田村、青龙镇芋河村

冬水村、共和村、水泉村、飞凤村、巩固村、众合村、松明村

石岩寺村

石泉村、互竞村、双井村、红台村、上坪村、芦稿村、大屋村、慈竹村、团岭村

江源镇社区、江源村、花朝村、强民村、月湾村、同乐村、慈堰村、和睦村、强农村。机场拆迁户在江源镇社区购房户子
女。

镇金镇居委会、彭庙村、黄家厅村、镇金村、牌坊村、青竹沟村、凉水井村、南山坳村、红庙山村

雷家场镇、团山村、发青村、金家村、天星井村、金竹村、响坛村、高嘴村、宰龙坳村、九龙滩村、碑湾村



67
简阳市周家乡桂花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68
简阳市石桥镇海井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69 简阳市周家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70 简阳市养马新路小学校

71 简阳市石桥镇赤水九义校

72
简阳市石桥镇石堰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73 简阳市贾家镇中心小学

74 简阳太平桥镇中心小学

75 简阳市高明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76 简阳市贾家镇柏林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77 简阳市贾家镇久隆九义校中心校

78
简阳市贾家镇久隆九义校中心校十
八梯村小

79
简阳市武庙乡五龙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80 简阳市贾家场小学

81 简阳市贾家场小学五里村小

82 简阳市老君井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83 简阳市武庙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84
简阳市武庙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竹
园村小

麦地村、十八梯村

武庙镇中坝村、红庙子村、竹园村

贾家镇五里村、竹林村

城北社区的新华街、久隆村、王家岩村、大山村、双林村、快乐村、车厂村、菠萝村

武庙镇烂田村、五龙村、付夕坪村、龙洞水村、团堡村

贾家镇二道桥村、滴水村、活水村

原老君井乡所辖松林村、红岩村、桂花村、菜园村、石堰村、卧龙村、水口村

武庙镇五一村、武庙村、新庙村、瓦窑村、石庙村、青山村

同合村、建合村、三溪村、燕子村、同心村、二峨村、走马村

贾家镇城北社区、商贸街社区、前进路社区、顺城路社区、团河村、健康村、永盛村、洗银村一、二、三、四、五、六组
、埝水村六、七、八组

太平桥镇龙洞村、永平村、飞鹅村、龙家坝村、太平村、福民坝村、麻石桥村、劲松村、红豆村

高明村、白金村、张寺嘴村、塘塘湾村、农丰村、高塔村、面房村、鲤鱼村、桅杆村

兴隆寺路社区、兴隆寺村、劳动村、高坡子村、协合村、民房村、天宫村、洗银村（七、八、九、十、十一组）、埝水村
（一、二、三、四、五组）

周家乡辖区内9个村:艳丰村，郑公山村，楼子坝村，瓦窑沟村，桑园村，船板沟村，付家祠村，谢家祠村，郭家祠村

渡坝村，野猫村，菱角村，柏香村，永爱村，黄泥村，石厂村，陈家村

周家乡银杏社区：火箭村、天长村、兰家寺村、南冲堰村、三合堰村、四方碑村、拱桥村、河嘴村、桑园村、傅家祠村、
郑公山村、瓦窑沟村、谢家祠村、艳丰村、船板沟村、楼子坝村、郭家祠村

川橡路568号、川橡路168号、新路村、七里村4组5组6组

玉皇村、万家坝村、万家堂村、黄竹村、深湾村、方家寺村、回龙寺村、永达村、先明村、永久村、笔架村、增产村



85
简阳市五指乡九年义务教
育学校

86 简阳市平泉镇中心小学

87
简阳市平泉镇新桥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88 简阳市飞龙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89 简阳市施家镇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90 简阳市施家镇金玉九年义务学校

91 简阳市平息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92 简阳市安乐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93 简阳市五星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施家镇金玉村1-7组，施家镇裕丰村1-6组，施家镇乡西村1-10组，施家镇乡东村1-9组，施家镇龙凤村1-10组，施家镇
新民村1-7组，施家镇南河村1-9组

竹山村1-8社、永福村1-7社、云林村1-9社、古桥村1-9社、义和村1-6社、白羊嘴村1-7社、新安村1-12社、安庆村1-8
社、张林村1-7社、曹家村1-9社、枣子村1-6社、清水村1-9社、民和村1-8社、太安村1-11社

清平村1-9组，悦乐村1-7组，兰坝村1-8组，均平村1-7组，三合村1-7组，兴隆村1-7组，民义村1-5组，天才村1-9组，
清平街，梨园街。

五星下辖五星村、团和村、又新村、农建村、永安村、梓桐村、三堰村、太阳村、荣誉村、群乐村、高坪村等11个村全
域。

高明镇（原五指）下辖8个行政村：石岗村、东风村、辛家桥村、五指村、蝉乐村、前进村、建设村、三大湾村。

龙泉寺社区（前新街、后新街、长兴街、堤坝街、青芦街、南华街）、龙泉村一至十二社、石子村一社到八社、竹湾村
一社到八社、铁佛村一到七社、胜华村一到九社、白合村一到七社、白杨沟村一到六舍、杨家寺村一到六社、石盘村一
到十社、荷桥村一到八社

新桥村1-12组、 长春村1—10组、 进步村1-12组 、石马村1-8组、龙溪村1-5组、黄岭村1-9组

飞龙乡：龙王村1组--11组； 和义村：1组--7组；   方家村：1组--7组；协义村：1组--9组；  朱家碥村：1组--9组

环溪村1-11社、共裕村1-9社、踊跃村1-5社、法堂村1-7社、儒林村1-9社、长琴村1-8、信义村1-6社、大林村1-7社、
四益村1-6社、龙河村1-7社、施家镇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