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华区2020年小学入学划片范围
区（市）县（签章）：

片号 小学名称 划片范围（具体街道名称） 备注

1 成都市双林小学

双林中横路（双号4号-44号）：4号、6号（北新苑）、8号、14号；
双林中横路（单号49号-101号）：49号、51号、53号；
双林路（双号22号-136号（不含136号新1幢、新2幢（名都楼）））：22号、24号、26号、44号、136号、196号；
经华北路：1号、10号、16号、19号（双华苑）；
水碾河路：19号、21号、25号（蜀都惠园）、27号；
双桥路（新华医院以东段）：89号（北一街小区）、149号（北二街小区）、151号、153、171号、178号（新华商住楼）、184号
、199号（聚乐苑）、209号（电信局宿舍）；
双桥南一街；双桥南二街；双桥南三街；双桥南四街；双桥南五街；
双桂路27号（钢管厂3区）；
双燕二巷19号（紫东阳光）；



2
成都市成华小学

校

新鸿路：8号、10号、363号（原23号）、420号（原26号）、430号（原12号）；
新鸿南路：69号、77号（新鸿一区、包括馨地居61幢）、101号（新华家园（原49号））、105号（新龙苑西区（原51号））、
159号（科仪厂宿舍）；
万年场横街（万年小区）：1号、2号、3号、5号、7号、9号、11号、13号、17号、19号、21号、23号、25号；
双林北横路：32号、74号、76号、127号、129号（万晟社区）、131号（新华园）；
双林北支路：1号（恒大中央广场）、30号、60号、471号；
双林南支路：1号1栋、2号1栋、8号（蜜城）、9号1栋、11号、18号1-2栋、20号、22号一栋、28号（枫景雅居）；
二环路东三段（不含189号紫东阳光）：2号（成都制药三厂宿舍）、8号（九龙仓•御园）、10号（十号大院）、12号（新华名园）
、18号（呈祥名居）、23号、25号、27号、29号、31号、33号、35号（千和•家和楼）、36号（仁和苑）、40号、41号、
119号；
东秀一路：139号、199号；
东秀二路：99号（九龙仓•御园）、138号（九龙仓•御公馆）、150号（九龙仓•御公馆）、213号（锦绣东方）；
小龙桥路：69号（中海•新华府）、83号（新龙苑）、85号、87号、134号；
新鸿北支路：1号、2号（川药厂宿舍）、10号（制药五厂宿舍）；
万年场下街：12号、13号（A、B幢）、121号（攀成钢宿舍四期）；
东篱路：10号、12号、14号、29号新6号、53号（银通苑）、68号、103号、122号、175号、177号、179号（东篱苑）；
万年路：31号（东景丽苑）、57号（万年茗居）、107号、109号、167号、251号、269号；
杉板桥路：1号（中迪创世纪广场）、2号（四川制药厂宿舍）、36号（海棠名居）、70号、188号、199号（保利康桥）、208号
（榜样）；
杉板桥南一路163号（锦绣东方）；杉板桥南二路38号（沙河汇厦锦庭）；杉板桥南三路52号（沙河锦庭）；
跳蹬河北路：2号（老电厂宿舍）、185号；双庆路99号（花样年花郡）；
川棉厂宿舍区（锦绣东方）；
双林路（至双林北横路路口的单号）：1号、3号、5号、7号、15号（攀成钢宿舍四期）、51号（环保局宿舍）；
积步街（以西单号）：3号、5号、7号、9号、11号、13号；
万年巷；双园巷：1号；



3
成都市建设路小

学

二环路东二段： 10号（省建六公司宿舍）、22号附1号（和信.融锦云湾）、500号（首创•爱这城）；
建兴路： 12号（虹波苑）、15号（东篱居）、16号（东篱居）；
二环路北二段9号：  （万科金域蓝岸）；
建和路6号：  （颐和家园）；
建业路： 26号（宏明锦苑）、30号（合能耀之城）、88号（龙湖三千里）、89号（龙湖三千里）、 218号（龙湖三千城）、219号
（龙湖三千城）；
国光路： 1号（万科金域蓝岸）、133号（水岸花园）；
建设路（沙河以东段）： 1号（万科金域蓝湾）、2号附18号（首创•爱这城）； 
建设西街（其中建设西街3号沙河以东部分）；
建设中街： 11号（消防队宿舍）、15号（建小宿舍）；
建设北路三段（南侧（厂北路路口至成华区法院））： 10号（新禧苑）、16号（东景苑）、26号（银玺国际）；
建设南路（圣灯路西侧）： 8号（宏明锦苑）、20号（河畔华苑）、26号（V客东区）、98号（红枫岭一期枫瑞苑）；
建设南三路3号：  （光明馨苑东区1-8栋、14-15栋、19-21栋、30栋、31栋）；
圣灯路：2号（朗基少东家）、58号（香木林竹园居）、62号（圣欣苑）、88号（红枫岭一期枫祥苑） ；
建功路：99号（金房玺座）、168号（雍锦阁）；



4
成都双语实验学

校

新鸿南一巷：6号（建川.梦追湾公馆）2号（慧心苑）33号（开心苑）35号（宽心苑）；
新鸿南二巷：18号（院落群）；
一环路东三段：91号、99号、101号、107号；
一环路东二段以西：2-172号（新鸿路口-猛追湾东街口）；
建华南、北巷；
双林路以北（99-293号，含293号五冶宿舍区）；
双林路双号（266--388号）：332号（邮政局宿舍）、348号（富临山川汽车厂宿舍）、388号（富临大厦））；
双林路单号：251号院（电子十一设计院）、293号院；
双林巷；
猛追湾东街；
猛追湾街（成华公园后门以南）：单号71-189号、双号26-68号；
新鸿二区（新鸿南路86号、22号、新鸿路106号、152号城市博客）；
双林北支路471号；
成华大道新鸿路：单号1-175号（145号新鸿苑、119号住宅群、69号成都建材设计院）、双号2-390号（2、4号妇幼保健院宿舍、
20号原疾控中心宿舍、22号聚心苑、24号齐心苑、26号爱心苑、190号航天苑、226号西南物资供应站）；
猛追湾南街：单号1-33号；
天祥街：单号57-131号、双号2-184号；
天祥滨河路：30号、40号、42号、46号、48号、50号、56号；
祥和里单号1-303号、双号2-198号；



5
成都市列五书池

学校

望平街：1号、33号（蜜城）、76号1-2单元、76号3-4单元（四川嘉陵电力公司宿舍）、76号8-9单元（四川省电力公司宿舍）、
78号、118号（天祥大厦）、119号（四川省公路机械厂宿舍）、120号（四川省建筑八公司宿舍）、133号（顺通河滨公寓）；
望平滨河路18号；
布坝子街：8号（8号院），9号（锦江区政府宿舍）、10号（成都市中药材公司宿舍）、布坝子街121号（人民苑）（ 成都市人民纸
箱厂宿舍）；
玉双路：1号（玉双苑）、3号（玉馨苑、玉香苑、玉顺苑）、4号、5号、7号（澳深花园）、8号、9号、27号、52号、110号（四
川电子公司宿舍）、138号（成华区国地税局宿舍）；
东风路：4号、18号（西南电力设计院小区），20号（西南机电公司宿舍），22号、24号（东风路居民点1-8栋，10-11栋，15-16
栋，19-22栋，26-29栋）；
东风路北一巷：1号、新1号（玉风苑）、3号（川剧院小区）、5号、6号（四川省汽车工业公司宿舍）、9号（东风公寓）、11号
（solo公寓）；
东风路北二巷：1号、3号、4号（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宿舍）、5号（市计量局宿舍）；
一环路东三段：1号、3号、5号、6号（居民大院30-38栋）、7号、11号）、58号（玉双苑）、62号（交警宿舍）、65号（四川画
报社职工宿舍）
水碾河北一街；水碾河北二街；水碾河北三街：22号（黄金洲公寓）、33号；
水碾河路35号、37号、39号                                                                 
双林路：136号附一号（名都楼），226号（东方锦都），228号（乾隆天下）；
双林二巷：1号、2号、4号；双林一巷：1号、47号（消防宿舍），                                                                    
双桥路：186号、213号、223号（五冶住宅区）、229号、240号、242号、249号、251号、252号、253号、274号（朝发苑）；
双桥路南六街；                                                                     
双华路：3号、4号；
双华南路：8号、31号；磨子村；



6
成都市成华实验

小学校

新风路：1号（圣合苑）、4号（居民小区）、39号（成华区政府宿舍）、46号（居民小区）、60号（居民小区）、98号（锦电苑）
、113号（国光苑）、131号（机车苑）、181号（金津苑）、189号（东部时空）、208号（居民小区）；
新风巷：1号（泰怡花园）；
双建路：8号（东方明珠东区）、28号（居民小区）、60号（居民小区）、92号（华西苑）、、166号（田园）、189号（明信花
园）、300号（明苑）、325号（桃蹊苑二期）、342号（桃蹊苑）、347号（隆发苑）；
桃蹊路（新风路口以东双号204号以后，单号329号以后）：389号（爱家馨园）；
文德路：1号（教师苑）、3号（居民小区）、4号（居民小区）、44号（锦都馨苑）、50号（上行东方）、58号（宝泰家园）、77
号（明波花园）、143号（143号院）、185号（蓝天苑）、211号（成电花园）、231号（祥和苑）；
文德巷：1号（成电花园）、3号（3号院）；
师友路：1号（居民区）、3号（居民区）、4号（居民区）、6号（居民区）；
桃源街：1号（桃园社区1号院）、2号（桃园社区2号院）、35号（成电花园）；
桃林街：1号（居民小区）、2号（金华苑）、5号（八里锦汇）；
桃华街：45号（博闻时代锦汇）、88号（锦绣上城）；
桃竹街118号（成功悦都）；
二仙桥西一巷：2号（金珠苑）、6号（ 玉锦华庭）；
八里庄路（不含45号、61号、77号、117号）：4号（盐业公司宿舍）、42号、44号（探矿厂宿舍）、46号（地质花园）、69号
（青秀未遮山）；
建设北路三段（北侧部分（至文德路口，不含建设北路三段1号、5号）：11号（东方明珠西区）、185号（东辰瑞景）、189号（嘉
华阁）、233号（省工业设备安装公司第三施工队家属院）、259号（澳深•天健园）；
二仙桥南一路：1号（新华苑）、2号（2号院）、11号（关家苑）、20号、36号（祥和苑南园）；



7
成都市培华小学

校

一环路东二段部分：9号（粮店宿舍）、13号（电焊机厂宿舍）、15号（原：建设南一路30号，八二新区）、239号（八二宿舍）；                            
建设路部分：9号（高地）、29号（29号院）、41和43号（西苑二区）和原一环路东二段11号（八二老区）、45和47号（华联宿
舍） 、53号（邮局宿舍）；       
成华大道新鸿路部分：235和237号（建行宿舍）、301号（301号院）、307号（科学仪器厂宿舍）、311和317号（制药三厂宿
舍）、414号（针织一厂宿舍）、（191、193、197、211、213、215、217、221、227、231号等门牌为临街铺面）、185和
189号（千和苑）；                                          
建设南新路：5号（宏光三区）、7号（2号信箱宿舍）、22号（22号院）、23号（地质勘测队宿舍）、59号（进修校）、83号（美
印厂宿舍）；                                 
培华西路：1号（南苑）、3号、5号（教师苑）、7号（关家公寓）；                                      
培华东路：1号（建设街办宿舍）、8号（红光一区）、10号（建南苑）、11号（红光二区）、15号（807宿舍）；
菽香里：菽香里一巷（菽香里小区）、菽香里二巷 （菽香里小区）；                                       
新鸿南支路：1号、2号、3号、4号、5号、6号；                                                      
建设南二路：1号（亚光小区）；                   
建设南街：8号（8号院）、11号（11号院）、12、14和16号（六医院宿舍）、18号（福利厂宿舍）、19号；  
红光路5号（原建设西街：3号）（光明馨苑西区22栋——29栋）；



8 成都市蓉城小学

金马河路：8号（柏仕公馆）；
邛崃山路：66号（漫岭云天）、 68号（东方新城二期）；                                   
云顶山路：501号（兴城嘉苑一期）、502号（兴城嘉苑二期）农迁：斑竹村1—9组；
东桂1、2、4组；
胜利8组；
杨柳9、10、13组；                               
中环路锦绣大道：4599号（香榭兰庭）；            
杨柳店南路：9号（杨柳小区）；
峨眉山路：555号（佳年华一期、二期）；
大渡河路：199号（兴城嘉苑三期、四期）；
青城山路：118号（香榭兰庭二期）；                                                              
龙泉山路：111号（东汇家园）；
九寨沟路：人居九林语（一期、二期）；

9
成都理工大学附

属小学校 

华净路12号（民兴南苑）、37号（民兴东苑）；民旺一路66号（民兴北苑）

10
成都市二仙桥学

校

机车厂宿舍区；
二仙桥北二路：2号（东圣民居）、4号（东圣苑）、5号（华西建筑公司）、6号、8号（汇融云庭）、9号院、10号（十里翠苑）；
二仙桥北路：28号（华西雅筑）、31号（机车馨苑）、99号；
二仙桥西路（含西北一路二路）：
二仙桥东路：11号、15号附66号（罗兰小镇）、13号（煤管局家属区）、17号（城运高速公司）、21号（石棉矿宿舍）；
仙韵一路（交大建设派）；
仙韵二路（泰博理想城）；



11
四川交响乐团附
属小学(北）

长林盘村；
二仙桥东三路；
民兴路888号（理工东苑）；
民兴北一路66号（正成东区1号）；
民兴北二路：66号（美立方）、158号（蓝润V客尚东一期）、111号（蓝润V客尚东二期）；

12
成都市双庆小学

校

积步街（以东双号）；
万兴街（全部）；
永平街（全部）；
竟成路（全部）；
洁美街（全部）；
联合村1、2、3、4组；
长天路（全部）；
双庆路（不含99号花样年花郡）；
双成五路66号（观城）；
五桂桥北路8号（水岸华庭）、16号（华府沙河）、26号（沙河湾） ；
东浦路3号（水岸东里二期）、5号（水岸东里一期）；
跳蹬河（跳蹬村）1组、3组；
跳蹬河南路7号（沙河丽景）；



13
成都双语实验学
校和悦校区

长融东二路：17号、60、63号（东方惠城A区）；
长融东三路：28号（东方惠城B区）、84号（和悦庭院B区）；
和润路：77号 （城投.东庐）；
和悦路：189号（和悦庭院A区）；
槐树店路：34号（东升花园）、36号（团结小区）、38号（电建二公司）；
和安二路：33号（东锦城（保障性住房））；
东升村：7组、8组、10组；      

代招范围：
长融街：28、29、30号（一代天骄）、31号（华晨雅庭）；
长融东一路：16号；
长融东三路：155号（香山长岛）
长秀路：105号（交大梦家）
槐树店路：40号（欣苑、名苑、宏苑、锦苑）
和友路：328路（舜惠家园）、347号（尚锦城（保障性住房））、359、368号（舜和家园（A\B区））；
崔家店南路：8号        

14
成都市双林小学

御风分校

迎晖路199号（朗诗绿色街区）；
御风一路：6号（明信鹭湾）、9号（明信鹭湾）、35号（锦府）；
御风二路：9号（信和御龙山1期）、19号（信和御龙山2期）；
五桂路：6号（阳光米娅100一期）、34号（中洲里程）、153号（东桂1号院）、168号（东桂2号院）、178号（东桂3号院）；
建材路：8号（阳光米娅100二期）；

15
成都市杨柳小学

校

东虹路：33号、54号、56号（尙东美林一区）、58号（尙东美林二区）、60号（尙东美林三区）、61号、63号、65号、66号（亚
光电子宿舍）；
东虹东三路52号（上东世家）；
天鹅一路：33号（胜天人居）、98号（胜天雅筑）、133号（胜天新苑）；
保和乡杨柳村1-6组；
部分胜利村拆迁安置户；
三五小区（东升村已拆迁安置的3、5、7组和部分天鹅村拆迁安置户）；



16
四川交响乐团附
属小学(南)

关家堰村（不含8、9组）；
崔家店村；
跳蹬河南路（不含7号）：3号（跳蹬河南路3号院）、9号（红桥社区）、11号（生育文化大院）
崔家店路：52号（中粮景云）、151号（蓝光东方天地）、206号（上霖东方）、237（华兴机械厂宿舍、华西花园、华西花园
2期）、260号（阳光家苑）、262号（阳光舜苑）、379号（云水苑）、459号（安逸园）、500号（天空城）、578号（十里彩云
间）、580（树生苑）、637号（连心苑）、789号（上城国际）；
崔家店南路（部分）；
崔家店北一路：6号（送变电小区）、88号（关家社区）；
崔家店北二路：8号（铁塔厂家属区）；
崔家店横一街、横二街；                                                         
二仙桥东二路；
双店西五路（奥园一期）；
槐树店北四路99号（奥园二期）；
杉板桥南五路：199号（云景台）；

代招范围：双店路111号（蓝光公园悦庭）



17
成都市成华区教
育科学研究院附

属小学

海滨湾支路：原机务段宿舍；
仁爱路：166号（泛悦城市广场）；
致强环街：238号-248号（西林小区）；
西林一街：18号（富丽锦城）、29号（驷马康城）、228号（青龙鹭苑）；
西林三街：3号（仁义村）；
西林四街：56（沙河新居）；
西林路：1号（慧苑）、126号（北回归线）、99号北辰美庐、170号（瑞祥御锦）；
仁义路：40号（军星家苑）；
昭觉寺横街：112号（青龙日月苑）；
云龙路：2-100号（青龙小区  ）、111号（青龙公寓）；
致祥路：34号（清兴苑）、35号-85号；
云龙南路：19号-66号（龙城）；
致顺南一街：18-19号（青龙乾院）；
致顺路：168号（军干所）；
青龙路：80号（昭青苑）、190号、290号（石油局家属区）、638号（四川省工业贸易学校家属区）；
昭觉横路：19号（日月苑）；
昭青路：28号-32号（昭青怡苑）；
致顺路：28号（西林豫府A；B区）、171号（青龙铁路居民点1号）、555号（青秀城）；
致兴路：369号（西林豫府A区）；
致强环路：369号（西林豫府B区）、23号（昭青大院A、B、C）；
致力一路：88-99号（马克公馆）；
致力路：566号（海纳时代）；



18
电子科技大学附
属实验小学

建设北路二段（沙河以东）：5号（电子科大宿舍东苑）、9号；
建设北路三段：1号（万基新界）、5号（万基蓝麟）；
石油路（府青路一段19号石油苑、石油路13号嘉通云尚、15号（竹木楼））；
府青路一段（30号、36号院、锦华苑一、二期）；
府青路二段（沙河以南）：3号新1号、16号、18号、18号新1号（富临·沙河新城）；
府青路二段19号（踏水桥西街20号）：云翔金座（二环路以内）；
府青路东五街5号；
府青路东六街；
府青路三段（浅水半岛C区）；
府青东街：27号（府青惠园）、80号（协信中心）；
府青巷（府青巷6号、怡福社区、郦景东城）；
欣然一街、二街（浅水半岛1期A区、3期D区、浅水80俊）；
府华二路68号（蓝光coco，府青东路5号）；
圣灯乡团结村；
一环路东一段（建设北路以北）192号（建设北路一段1号、石油苑、石油社区224号、一环路东一段238号、省建三公司宿舍）、
253号；
二环路北四段2号（蓝水湾）：中房蓝水湾小区、新兴苑；
二环路东一段：11号（玛塞城177、181、183号 、蓝光Coco、刃具厂职工宿舍）、14号（浅水半岛A、B区、怡福巷80号院左侧两
栋）、25号（首创天禧68号）、27号（踏水社区，含首创天禧售楼部旁老小区16栋）、28号（瀚林花园）、29号（踏水社区外电
焊机大厦小区）、30号（香木林小区）、68号（天伦花园）；
怡福路：晨曦苑部分、佳馨苑、安庆苑 、公交苑、东雅苑、华房苑；
怡福巷：八里阳光、东晖花园四区 、80号院、怡福社区；
桃蹊路（新风路以西）：川峰苑253号、明波花园191号、东泰苑181号、桃蹊社区89号、桃蹊路47号院、49号、桃蹊邮电宿舍、景
碧苑68号、新港公寓129号、连心园98号、183号、187号、189号；108号（东晖花园）；
八里庄路：77号、45号（原107号）、117号；
香木林路（香木林花园、紫云居、望园居、圣地名居）；
圣灯公寓、南洋小区、石油小区、法院宿舍；



19
成都市海滨小学

校

新山社区（新山村）；
海滨社区；
成绵高架以北海滨各村组；
三环路以南白莲各村组；
东林二路1000号（新山复郡）；
荆翠东路50号（翠屏北里）；
东裕路130号（银锣湾）；
东荆路8号（东林景忆）；
荆竹中路199号（翠林华庭）；
东丽街：51号（首创光和城）、58号（首创花与城）、138号（金科一城）；
荆竹东路（蓝光coco国际一期）；
龙厢街：288号（蓝光coco国际二期）、299号（蓝光coco国际B区）；



20
电子科技大学附
属实验小学(龙

潭校区)

向龙村：1-5组、11组、12组；
保平村：4组、5组、10组；
石马村1组；鹤林村（不含1组）；
同仁村（不含6组）；
丛树村；威灵村；秀水村；
和成社区：1、3组；
院山村3、4、5组；
主要楼盘：
华甸路：6号（龙华居）；
宝耳路：3号（向龙小区）、9号（居家福地）；
成康路：1号（香木林花园里）、34号（鹤林小区）、40-附28号（水乡茗居西区）；
华康路：8号（金科天籁城）、12号（成康雅筑）；
成宏路：1号（东方丽苑）；
华冠路：3号（秀林尚苑东区）、4号（秀林苑西区）、13号（龙锦雅苑）；
华彩路：21号（龙潭工业园安置房三期东区）；
华实路：2号（二重嘉苑）、10号（龙潭安置小区）、13号（保利林语溪）；
华裕路：9号（水乡嘉苑-c区）；



21
成都市建设路小
学(枫林校区)

圣灯村1-10组；
二仙桥西路：5号（石油总机厂宿舍）、34号；
圣灯路（东侧）：111号（红枫岭二期风悦苑）、圣灯路235号（万科金色乐府一号门）；
建设南支路；
地勘路：1号（春熙苑一期）、6号（冶金勘察院宿舍）；
建设北路三段部分（圣灯路口至二仙桥路口）：56号附3号（49中宿舍）、78号（东方苑）、98号（轻工厅宿舍）、261号（澳深·
天健园）、265号（格林尚城）、289号（春熙苑二期）、496号（晴和苑）；
建设南路（圣灯路东侧）：160号（红枫岭三期枫和苑）、163号（万科金色乐府二号门）；
圣灯东二路32号（东城映象A区）；
枫林北路81号（东城映象B区）；
枫林路233号（东城映象C区）；
二仙桥东路：46号（和泓.东28）、48号（鼎城上都）；
杉板桥路601号，杉板桥路669号（招商华城）；

22
成都大学附属实
验小学（南校

区）

高洪社区、院东社区、院山社区（6、7组）

23
成都市双水小学

校

双荆路：2号（雍华府2期）、6号（雍华府1期）、8号（沙河北岸）；
荆翠西路：2号（金科中心）、39号（荆竹小区8号院）、59号（荆竹小区9号院）；
荆翠南二街：23号（凤翔华庭）；
荆竹西路：138号、159号（蓉铁花园）、258号（荆竹小区7号院）、348号（荆竹小区6号院）、415号（荆竹小区5号院）；
荆顺东街259号（荆竹苑）；
荆竹坝路：9号（荆竹小区1号院）、18号（竹林居）、81号（荆竹小区二号院）、155号（荆竹小区三号院）；
荆竹坝东街：333号（上行锦绣）、336号（富御）；
荆顺路129号（荆竹小区4号院）；
双耀二路：11号、12号（双水康城）；
昭觉寺南路139号；
双兴街、双水碾街、双水碾村；



24
成都市熊猫路小

学校

一里村（一里塘村）；
狮子村；
回龙村；
白莲小区；
熊猫大道；
三环路以北白莲各村组；
将军碑东二路：88号（蓝光金悦府）；
斧头山西巷20、40、85号（菁华翠庭）；
斧头山支巷10号（菁华翠庭）；
湖山路139号（怡里馨居）；
一里塘西巷16号（蓝客城一期）；
湖山路33号（蓝客城二期）；

25
成都大学附属实
验小学（北校

区）

平丰社区、光明社区、新民社区、建设社区

26
成都市龙潭小学

校

保平村：1组、2组、3组、6组、7组、8组、9组；
鹤林村1组；
石马村（不含1组）；
向龙村：6－10组；
同仁村6组；火神庙路；水巷子；朝阳街；粮食巷；
龙潭寺上街；龙潭寺中街；龙潭寺下街；米市坝；
隆兴路；龙潭路；龙树路；龙港二路；龙井路；
龙潭寺东路；龙潭寺南路；龙潭寺西路；龙潭寺北路；
湖秀二路：8号（北湖国际城）、37号（北湖国际城）；
湖景路2号（北湖国际城）；
湖景四路（北湖国际城）；湖山路（全部）;



27 成都市桂林小学

桂林东路1号、2号，桂林萃岛（南区、北区），桂林社区全部；
和成：2组、4组、5组、6组、7组、8组，北湖印象4区；
同乐村全部，北湖印象（1-6区）含A区L组团；
院山村：1组、2组；
桂林西路88号（绿地悦蓉公馆）；
桂林西路90号（恒大锦城）；
桂林西路166号（锦绣花城）；
桂林东五路：46号（民兴人家）

28 成都市龙成小学

猛追湾街（成华公园东门以北）：3号，12号（世茂.玉锦湾）、18号（世茂.玉锦湾）；
猛追湾横街188号（世茂.玉锦湾）；
建设北路一段：1号、7号、58号（世茂.玉锦湾）；
建设路（成华公园东门至沙河段以北）：8号（建设公寓）、26号（第五大道原沙河电影院宿舍）；46号（工商银行宿舍）、52号
（太极宾馆住宅区）；54号（新兴社区六九信箱住宿区）、56号（新东方）；
建设巷：11号（国光九街坊）、12号（国光十街坊）、13号（太阳公元一期）、18号（太阳公元二期）、14号（甲壳特区）；
建设中路：53号（国光一环大厦）；
建设支巷：1号（佳州星城）；建德路1号（佳州星城）；
一环路东一段（部分）：13号（成华区工商局宿舍）；



29
成都市站东小学

校

站北路（以北双号）：站北苑（34号）、中铁八局集体宿舍（38号）；
花径路全部：齐盛花园（4号）、金桂园（76号）、现代金山苑（78号）、北港新城（115号）、北港新城北苑（115号）、花郡佳
园（137号）、 花径园（148号）、北方花园（187号）、滨雅苑（189号）；
福祥街全部：金茂苑（2号） ；
福康街全部：农商银行宿舍、富丽花园（25号）、富顺苑（28号）、东安苑（82号）；
站北中街全部：金山苑（83号）、香澜坊（8号）；
站北北街成华区户籍：河滨丽苑（42号）、站北北街（98号）；
洞子口路819号成华区户籍：芙华新大陆（819号） ；
八里桥路（191-447号）：泰来小区（231号）、信禾人家（202号）、东沙路社区（204号）、天福缘（206号）、馨碧苑
（245号）；
水武街全部：祥苑（39号）、东沙路社区（77号）、旭达新城；
东沙街全部：东沙路社区（50号） 、132号小区；
红花堰社区全部：红花堰住宅小区（升仙湖北路2号）；

30
成都市站东小学
校(南校区)

红花堰小区全部：原红花堰2、3组；                                                                           
站北东横街全部：南一社区、站北路社区、北辰商寓；                                                
站北西横街全部：都市花城、3号院、39号院、65号院、46号院；
站北东横巷全部：站北东横巷83号院；                                                            
站北东街成华区户籍：云景豪庭188号、东泰小区、站北东街121号、站北东街3号院、站北东街52号 ；                               
站北路（以南单号）；                                                                                         
八里桥路（1—178号）：站东小区（67号）、八里桥路84号小区、润芝园（85号）、五汇苑（178号）、成都公交集团公司成彭路
宿舍（28号）；

31
成都市红花实验

学校

白莲池街道石岭社区



32
成都市北新实验

小学

荆竹东路288号（东林城市花园）；
荆竹中路40号（东林小区）；
东荆路988号（华宇阳光尚座）；
荆翠中路88号（蓝光富丽花城）、300号（上东一号二期）；
东昌路55号（上东一号一期）、66号（上东一号三期）；
东林村3组；
将军碑（将军村1-9组）；

33 成都市树德小学

万科北街2号、18号、19号；
万科南街2号、66号；
万科路2号、4号；
和美东路8号、58号、128号、177号、221号、222号；
和美西路8号；
和美路6号；
万宇路1号、169号；
和韵路109号；
万锦路200号；
和丽路、和秀路；
天鹅村（未拆迁安置部分）、胜利村（未拆迁安置部分）；



34
成都市李家沱实

验小学校

一环路北四段：211号（前锋小区）；
前锋路：1号（万科金色家园）、3号（阳光嘉苑）、6号（阳光欣园）；
泰安街：26号（撷英卉苑）、52号（蓝泰公寓）、79号（平景苑东区）；
泰兴路：1号（泰兴苑）、35号、65号（平景苑西区）52号，36号（沙河风情）；
平安正街：2号（金城商住楼）、47号（鹏程苑）、55号（平安馨苑）；
虹波路：9号（水映兰庭）；
华油路：8号（首汇观筑）、51号、95号新37号（瑞苑）、95号新50号、95号新9号（华圣苑）95号新19号，138号、143号（华
油苑）、175号新7号（现代北苑）、175号新15号（成勘苑）29号；
平安村；
三友路：3号、5号（锋尚阳光）、211号（金城商住楼）、229号新1号（沙河庭院）、229号新2号；
府青路二段（沙河以北）：2号（财富又一城）、4号（沙河苑石油小区）、18号
驷马桥路：14号（水畔经典）、19号（驷马城）；驷马桥三路269号；驷马桥路1号；驷马桥路4号；
二环路北四段：3号、5号、4号（416宿舍）、9号（汇融名城）、49号；高车一路；瑞丰巷；3号（永立新城都）；

35 成都市石室小学

双成一路；
双成二路：39号（华润二十四城一期）；
双成三路：15号（华润二十四城六期锦云府）、16号（华润二十四城四期凌云府）、17号（华润二十四城三期紫云府）、18号（华
润二十四城二期尚云庭）；
双福一、二路（含双福一路66号华润二十四城五期熙云府、双福一路58号华润二十四城七期柒公馆）；



36
成都市锦官城小

学

荆竹南街：266号（兴元华盛1期）；
羊子山路：1号（水岸雅居）、3号（朝阳北苑）、5号（阳光四季1幢）、8号（阳光四季2-5幢）、68号（东立国际）、88号（融锦
城）；
羊子山西路：69号（兴元华盛2期）、88号（兴元华盛3期）；
洪山路：68号（丽水澜庭）、69号（丽水澜庭）；
洪山南路：58号（滨河丽景）、99号（阳光水岸）；
洪山北路：99号（仙湖公馆）；
横桥街：10号（朝阳北苑2期）、23号（水二厂宿舍）；
赤虎桥南街：1号（香澜半岛）；
升仙湖北路：62号（欣河苑）、66号（新绿苑红花堰成铁局宿舍）、68号（沙河路苑）；
红花堰；

37
成都市锦汇东城

小学

槐树店路： 12号、25号、26号、31号、32号、35号、37号（玻纤厂、成都玻璃厂、华天阳光、成都市技师学院、五冶技工学校、
五冶红专校宿舍）；
槐树店一路 300号（鲁能城1期）、301号（鲁能城2期）；
槐杨路500号（鲁能城3期）；
建材路：18号、37号、39号（隆鑫九熙）66号（优品尚东）；
槐柳一路（原杨柳路）：88号（优品尚东）；
槐柳二路21号（旭日苑）；
槐荫路：199号（东桂4号院）；

代招服务范围：槐树店路8号（原槐树苑A区）；

38 成都万汇学校

人民塘东二路：39号（民兴苑）；
机车厂生活校区部分（90栋、91栋）；
东华一路： 7号（华林南苑）、41号（富临理工）；
东华二路：5-9号 （华林西苑）；
东华二路：19号（华林东苑）；
人民塘东二路：39号（乐彩城）；
圣灯街道华林一路：199号（民兴西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