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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安明家庭 房县大木厂镇

东河村

谢爱娥家庭 洪湖市滨湖街

道滨斗湖村

严昌筠家庭 荆门市掇刀区

白庙街道长源热电社区

叶 辉家庭 鄂州市鄂城区

凤凰街道菜园头社区

毛惠民家庭 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道城东社区

吴 俊家庭 浠水县清泉镇宪司坳社区

陈和安家庭 赤壁市蒲圻街道和尚岭社区

田英卫家庭 随州市曾都区西城街道双龙寺社区

李道坤家庭 建始县业州镇七里坪社区

蔡凤荣家庭 仙桃市西流河镇振兴社区

卢丽君家庭 天门市竟陵街道孙湾社区

舒 心家庭 潜江市经济开发区信心村

卢 芳家庭 神农架林区下谷坪土家族乡兴隆

寺村

董 毅家庭 武汉市洪山区洪山街道金地格林小

城社区

湖南省
刘习明家庭 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航天社区

曹亚斌家庭 衡阳市蒸湘区蒸湘街道世纪城社区

夏昭炎家庭 攸县石羊塘镇谭家垅社区

毛雨时家庭 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

肖剑锋家庭 新宁县回龙寺镇村田村

杨其凡家庭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街道八一村

刘茂云家庭 常德市鼎城区镇德桥镇乔家岗村

李世友家庭 桑植县上河溪乡上河溪村

夏鹏程家庭 益阳市高新区朝阳街道江金社区

马艳玉家庭 永兴县柏林镇洞口村

李拓宇家庭 永州市零陵区七里店街道神仙岭

社区

罗文英家庭 溆浦县长兴街道长兴社区

李旭日家庭 双峰县石牛乡常汉村

李昌裕家庭 龙山县民安街道五爱社区

黄杰生家庭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林海社区

覃玉华家庭 石门县楚江街道老西门社区

罗勇军家庭 娄底市娄星区涟滨街道茅塘社区

广东省
徐暐杰家庭 广州市越秀区流花街道桂花岗社区

洪裕好家庭 广州市南沙区南沙街道海庭社区

辛钧辉家庭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社区

张振科家庭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学府社区

谢 坚家庭 珠海市香洲区梅华街道仁恒社区

纪传英家庭 汕头市龙祥街道周厝塭村

林伟光家庭 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街道莺岗社区

李青霞家庭 紫金县柏埔镇方湖村

黄继勇家庭 梅州市梅江区三角镇坜明村

淡小平家庭 东莞市东城街道星城社区

周 虎家庭 中山市小榄镇沙口社区

冯佑来家庭 台山市台城街道富城社区

吴 锦家庭 雷州市北和镇北糖社区

崔 川家庭 茂名市茂南区官渡街道桥北社区

陈容娇家庭 德庆县德城街道登云村

向镜芬家庭 清远市清城区洲心街道光明社区

吴永光家庭 中山市东区街道东裕社区

闫 禹家庭 珠海市香洲区南屏镇洪湾社区

蔡斯迪家庭 广州市天河区林和街道紫荆社区

吴汉杰家庭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街道东风东路

社区

赵 莹家庭 广州市天河区天园街道东方社区

冯小宁家庭 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街道华工社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钟日胜家庭 南宁市江南区福建园街道淡村路东

社区

蓝 淋家庭 马山县白山镇西华街道西华社区

郑志明家庭 柳州市城中区沿江街道王座社区

赖玉梅家庭 阳朔县白沙镇蕉芭林村

张道炽家庭 桂林市象山区平山街道凯风社区

甘有琴家庭 灵山县三海街道苏屋塘村

梁东丽家庭 容县容州镇城西社区

刘入源家庭 博白县江宁镇长江村

苏勇力家庭 百色市右江区龙景街道逻索社区

黄文宣家庭 南丹县大厂镇巴里社区

李昌洪家庭 崇左市江州区石景林街道丽金社区

熊 滨家庭 南宁市青秀区津头街道凤岭南社区

刘小翌家庭 南宁市良庆区良庆镇五象湖社区

汪伯华家庭 百色市右江区百城街道城东社区

海南省
黄 变家庭 海口市秀英区秀英街道长滨社区

黄娇花家庭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热作场

关义秀家庭 乐东黎族自治县利国镇荷口村

李丽英家庭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三道居

王圣金家庭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长沙村

蒙跃培家庭 白沙县白沙农场白沙居

王存胜家庭 昌江黎族自治县乌烈镇峨港村

张先云家庭 三亚市吉阳区大东海社区

重庆市
吴永富家庭 黔江区城南街道山台山社区

徐玲玲家庭 涪陵区荔枝街道大塘新村社区

范国胥家庭 江北区观音桥街道桃园社区

陈丽芳家庭 九龙坡区西彭镇银燕社区

唐远航家庭 渝北区大竹林街道紫竹苑社区

鲜 敏家庭 巴南区李家沱街道其龙社区

王继渊家庭 合川区合阳街道凉亭子社区

吕祥杰家庭 永川区卫星湖街道石龟寺村

胡忠政家庭 梁平区梁山街道鲁班路北池社区

冉显文家庭 武隆区仙女山街道石梁子社区

杨志刚家庭 忠县忠州街道锦鸿社区

杨大可家庭 云阳县青龙街道滨江社区

许素芳家庭 酉阳县板溪镇扎营村

钟从荣家庭 两江新区鸳鸯街道金谷社区

四川省
杨 丽家庭 简阳市简城街道金水街社区

岳建彪家庭 成都市青羊区府南街道锦屏社区

朱世开家庭 荣县留佳镇老祠村

陆学英家庭 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街道路南社区

周小仪家庭 合江县符阳街道菜坝社区

张 艳家庭 德阳市旌阳区旌阳街道沙河社区

王晓红家庭 盐亭县凤灵街道新西街社区

牟伦德家庭 苍溪县五龙镇青凤村

袁洪兵家庭 遂宁市船山区龙凤镇金桂社区

黄旭东家庭 资中县重龙镇西街社区

黄晓林家庭 峨眉山市胜利街道白龙社区

纪 蓉家庭 阆中市保宁街道观音社区

刘 健家庭 宜宾市翠屏区合江门街道真武社区

张红霞家庭 宜宾市叙州区蕨溪镇三块石村

任景佩家庭 广安市广安区中桥街道莲花社区

李荣华家庭 巴中市巴州区大和乡界牌村

陈汝平家庭 达州市通川区凤西街道龙泉社区

陈怀炯家庭 天全县城厢镇均城社区

徐瑞蓉家庭 眉山市天府新区高家镇鹰头村

杨与齐家庭 乐至县南塔街道曙光社区

赵正宗家庭 金川县勒乌镇金马坪村

阿 珍家庭 道孚县下拖乡一吾村

吉克石乌家庭 昭觉县庆恒乡庆恒村尔巴克苦社

贵州省
张 艳家庭 贵阳市花溪区溪北街道溪北社区

周厚荣家庭 贵阳市南明区西湖路街道东笙巷

社区

贾昌勇家庭 桐梓县娄山关街道西流水社区

龚翠萍家庭 盘州市翰林街道迎旭社区

王月圆家庭 安顺市西秀区新安街道马军屯村

郭 颂家庭 纳雍县文昌街道松林社区

张仕慧家庭 石阡县龙塘镇大屯村

黄 琼家庭 德江县安化街道场口社区

姜发选家庭 黎平县大稼乡邓蒙村

瞿继勇家庭 贵定县昌明镇马踏屯村

郑周英家庭 安龙县洒雨镇海星社区

徐莉娜家庭 贵阳市观山湖区碧海社区金源国际

社区

兰远波家庭 遵义市汇川区上海路街道厦门路

社区

李兴坤家庭 贵阳市南明区二戈寨街道柳井社区

云南省
赵丕鼎家庭 大理市喜洲镇作邑村

张顺东家庭 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坪子村

张丽萍家庭 昆明市西山区棕树营街道棕树营南

社区

朱 黎家庭 西双版纳州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景帕

杭社区

臧庆富家庭 昭通市昭阳区凤凰街道画苑社区

马德静家庭 腾冲市腾越街道下绮罗社区

朱彩焕家庭 师宗县漾月街道西华社区

和学花家庭 丽江市古城区祥和街道顺和社区

封正文家庭 新平县戛洒镇戛洒社区

艾庆玮家庭 昆明市官渡区关上街道关上社区

姚 娜家庭 昆明市盘龙区金辰街道天祥社区

段学娟家庭 永平县杉阳镇杉阳村

格 茸家庭 香格里拉市五境乡泽通村

艾自由家庭 昭通市昭阳区凤凰街道昭阳社区

西藏自治区
仁青桑姆家庭 墨竹工卡县日多乡拉龙村

次仁旺加家庭 萨迦县萨迦镇夏尔巴村

顿 珠家庭 浪卡子县浪卡子镇浪卡子社区

次 仁家庭 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尼池社区

边 巴家庭 昌都市卡若区城关镇嘎东街居委会

旦增罗布家庭 申扎县雄梅镇江雄村

孙 洋家庭 噶尔县狮泉河镇藏布居委会

文黎兴家庭 吉隆县吉隆镇吉隆居委会

陕西省
徐立平家庭 西安市灞桥区田洪街道向阳社区

石志光家庭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建章路街道石化

社区

肖佳蔚家庭 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紫郡长安

社区

杨彩霞家庭 西安市雁塔区小寨路街道小寨东路

社区

蔡瑞杰家庭 宝鸡市金台区中山东路街道市供电

局社区

郭文文家庭 长武县昭仁街道致通社区

吕海东家庭 旬邑县清塬镇吕家村

王彩侠家庭 铜川市耀州区小丘镇红岩村

许明理家庭 潼关县城关街道兴隆社区

侯秀珍家庭 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镇南泥湾村

李学彦家庭 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镇常乐堡村

查振坤家庭 汉阴县城关镇新城社区

周 浩家庭 扶风县城关街道百合社区

白锦仁家庭 定边县定边街道西关民族社区

甘肃省
张金霞家庭 清水县永清镇北城社区

柯璀玲家庭 肃南县裕固族特色村寨

许志强家庭 通渭县榜罗镇张川村

道布青加家庭 肃北县马鬃山镇云母头村

张福友家庭 古浪县大靖镇明珠社区

陈梅珍家庭 和政县城关镇龙泉村

郭满福家庭 清水县郭川镇赵那村

姚双吉家庭 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路街道王家堡

社区

宋新海家庭 嘉峪关市钢城街道朝晖社区

代桂芬家庭 金昌市金川区金川路街道金芝里

社区

张亦兵家庭 兰州市城关区街道渭源路社区

卓玛加布家庭 玛曲县欧拉镇达尔庆村

青海省
王正科家庭 西宁市城中区南滩街道南山社区

蒲生风家庭 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西村

鲍顺海家庭 乌兰县希里沟镇西庄村

扎 保家庭 同德县唐谷镇达隆村

元旦才项家庭 祁连县峨堡镇黄草沟村

李加才让家庭 尖扎县马克唐镇申宝路社区

智合加家庭 久治县索乎日麻乡章达村

巴 桑家庭 玉树市西杭街道扎西大通社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李玉忠家庭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长城花

园社区

白 琴家庭 平罗县陶乐镇施家台子村

温玉波家庭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青山街道蓝山

社区

侯 娜家庭 盐池县花马池镇西苑社区

司继祥家庭 西吉县吉强镇万崖村

咸国平家庭 隆德县城关镇中关村

刘在环家庭 中卫市沙坡头区常乐镇大路街村

杨 烨家庭 中宁县宁安镇红苑社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周喜花家庭 霍城县水定镇东关社区

吾哈斯·苏莱曼家庭 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加依勒

玛街社区

张 彦家庭 布尔津县布尔津镇神湖社区

陈志兰家庭 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金龙镇街道万

向社区

阿丽亚家庭 温泉县博格达尔镇幸福社区

加克拉·火加合买提家庭 昌吉市阿什里乡努尔

加村

努尔布布·力玛洪家庭 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中

亚北路街道迎宾桥社区

郭菊花家庭 哈密市伊州区东河街道可园社区

努尔丁·沙塔尔家庭 吐鲁番市高昌区葡萄镇巴

格日社区

买买提努尔·克德库力家庭 阿图什市光明街道

北山社区

黄英杰家庭 麦盖提县库木库萨尔乡托万哈迪勒

克11村

齐娜尔罕·麦提喀斯木家庭 民丰县尼雅镇甫甫

克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肖 健家庭 第一师阿拉尔市十六团十七连

吐尔买买提·马提家庭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托云

牧场二连

李盼春家庭 第六师五家渠市人民路街道北海东

街社区

黄 钟家庭 第八师石河子市东城街道凤凰家苑

社区

图妮莎罕家庭 第十四师昆玉市一牧场福源社区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徐江华家庭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街道保利益丰

社区

谢 芳家庭 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北影小区

社区

郝鹏飞家庭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街道怡清园

社区

陈阿南家庭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蝶翠华

庭社区

刘兴元家庭 北京市通州区新华街道四元厅社区

李 明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街道广华新城

社区

许 晖家庭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南里社区

牛书磊家庭 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绿杨河景东城

68号楼

刘志强家庭 北京市昌平区城南街道凉水河村

司 戈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和平村社区

王 兵家庭 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街道石子山

社区

张鹏军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街道广百西路

社区

曾佑志家庭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广泉社区

鲁海洋家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

玛依区迎宾路街道润福社区

陈祥炎家庭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杏林街道杏林

社区

刘亚巍家庭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太仆寺

街社区

赵良科家庭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工街道启新

社区

曾 伟家庭 重庆市九龙坡区二郎街道云泽路

社区

黄 媛家庭 海南省三亚市吉阳区海澜社区

王文常家庭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官渡街道四季

城社区

周丰林家庭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城中街道盈口

社区

淳 静家庭 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长风西街

19号

吴亚玲家庭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龙翔街道西站

社区

赵 勇家庭 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20号院

汪宗铁家庭 北海市海城区海角街道独树根东

社区

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名单
（641所）

北京市：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通

州区潞河中学、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东城区史家胡

同小学、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北京大学附属小

学石景山学校、怀柔区第三小学、延庆区第二小学

天津市：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滨海新区大港

第五中学、天津大学附属中学、天津市第一〇二中学、

南仓中学、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河西区梧桐小学、河

北区育婴里小学、西青区辛口镇中心小学

河北省：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医科大学、石家庄市

第二中学、石家庄市第十七中学、承德市民族中学、唐

山市第二中学、唐山市第五十四中学、遵化市第一中

学、廊坊市第四中学、沧州市第十四中学、沧州市第八

中学、河北衡水中学、邢台市第二中学、邯郸市第四中

学、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石家庄市神兴小学、石家庄

市裕东小学、承德高新区凤凰山学校、张家口市下花

园区后堡街小学、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

秦皇岛市海港区建设路小学、玉田县兰坡小学、廊坊

市第九小学、涿州市西丁市口学校、涞水县涞水小学、

高阳县宏润小学、沧州市第二实验小学、衡水市康复

街小学、邢台市家乐园小学、邢台市育才小学、邯郸市

丛台区曙光小学、邯郸市邯山区实验小学、邯郸市复

兴区前进小学、雄县第三小学（中关村第三小学雄安

校区）

山西省：山西大学、山西农业大学、阳高县第一中

学、忻州市高级中学校、孝义中学校、榆次第一中学

校、长治市第一中学校、晋城市第二中学校、临汾市第

一中心学校、运城市实验中学、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

学、大同煤矿集团技师学院、太原市实验小学（漪汾校

区、滨河校区）、山西省实验小学（总校）、大同市云冈

区实验小学校、朔州市第四小学校、吕梁市离石区朝

阳小学校、盂县第三实验小学、沁源县实验小学、晋城

市实验小学校、霍州市实验小学、运城市盐湖区魏风

小学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根河市第

一中学、通辽市扎鲁特旗第四中学、赤峰市敖汉旗新

惠第二中学、北京师范大学乌兰察布集宁附属中学、

兴安盟乌兰浩特蒙古族小学、五原县第一完全小学、

乌海市海勃湾区第五小学、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第

二实验小学、满洲里市第三小学、二连浩特市第一

小学

辽宁省：大连理工大学、大连海事大学、东北育才

学校、鞍山市第八中学、本溪市第十二中学、营口市实

验中学、开原市民主教育集团里仁学校、盘锦市高级中

学、大连市高新区中心小学、抚顺市教师进修学院附属

小学校、丹东市福春街小学、义县朱瑞小学、阜新市海

州区中华路小学、辽阳市师范附属小学、朝阳县瓦房子

镇中心小学、盘锦市大洼区实验小学、葫芦岛市教师进

修学院附属小学

吉林省：东北电力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长春希望高中、吉林市毓文中学、四平市第三中学校、

通化市第一中学、白城市第一中学、辽源市实验中学、

长春市南关区树勋小学、德惠市第六小学、吉林市第

一实验小学、永吉县实验小学、延吉市中央小学、延吉

市北山小学、抚松县实验小学、梅河口市第一实验

小学

黑龙江省：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佳木

斯市第一中学、大庆实验中学、伊春市第一中学、七台

河市第九中学、哈尔滨师范大学青冈实验中学校、齐齐

哈尔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哈尔滨市大同小学校、鸡西

市和平小学、双鸭山市宝山区育人小学、鹤岗市育民小

学、黑河市实验小学、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育才

小学

上海市：复旦大学、同济大学、静安区教育学院附

属学校、华东师范大学第四附属中学、延安中学、向明

中学、七宝中学、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徐汇区高安路第

一小学、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青浦区实验小学

江苏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市第

十三中学、无锡市第一中学、常州西藏民族中学、常熟

中学、海门中学、新海高级中学、清江中学、盐城市第一

中学、姜堰中学、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徐州市民主路小

学校、常州市实验小学、苏州市实验小学校、连云港市

苍梧小学、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学、盐城市大丰区

实验小学、仪征市真州小学、扬中市兴隆中心小学、宿

迁市实验小学

浙江省：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杭

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

校、温州中学、金华市技师学院、衢州市实验学校

（菱湖校区）、舟山中学、天台中学、缙云中学、杭州

市学军小学、宁波市海曙中心小学（本部）、湖州市

爱山小学（仁皇分校）、嘉兴市实验小学（东校区）、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武义县壶山小学、临海市大

洋小学（南校区）

安徽省：安徽师范大学、滁州学院、合肥市第三十

八中学（本部）、亳州市第一中学、阜阳市第三中学、淮

南第二中学、滁州中学、六安市金寨现代产业园区实验

学校、马鞍山市花园初级中学、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

语学校（狮子山中心校区）、广德中学、铜陵市第一中

学、安庆市第二中学（本部）、合肥市稻香村小学（岳西

路校区）、合肥市望湖小学（本部）、淮北市古城路小学、

淮北市黎苑小学、亳州市第一小学、宿州市第一小学胜

利路校区、蚌埠市凤阳路第二小学、阜阳市刘锜小学、

马鞍山市师苑小学、芜湖市天门小学、宣城市第二小

学、铜陵市田家炳小学、池州市贵池区城西小学、安庆

市高琦小学、黄山市实验小学

福建省：福建农林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福建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福州第一中学、厦门外国语学校、漳州

第一中学、泉州市培元中学、莆田第二中学、南平第一

中学、长汀县第一中学（高中部）、宁德第一中学、连江

县实验小学、福州市钱塘小学（钱塘教育集团总校）、厦

门市大同小学、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晋江市第二实

验小学（主校区、晓聪校区）、三明学院附属小学、宁化

师范学校附属小学、莆田市实验小学、邵武市实验小

学、上杭县实验小学

江西省：江西中医药大学、南昌市第一中学、赣州

中学、吉安市第一中学、抚州市第一中学、宜春市第九

中学、余干中学、北京师范大学新余附属学校、萍乡市

卫生学校、新余市暨阳学校、南昌市豫章小学、鹰潭市

师范附属小学、大余县东门小学、景德镇市实验学校、

寻乌县城关小学、九江市浔阳区柴桑小学、吉安师范附

属小学、九江市长虹小学、上饶市逸夫小学、南昌市青

新小学、广昌县第二小学、丰城市新城小学、南丰县子

固小学、婺源县紫阳镇詹天佑小学、乐平市第十小学、

井冈山小学

山东省：中国海洋大学、曲阜师范大学、青岛第

一中学、淄博实验中学、枣庄市第八中学、烟台第一

中学、潍坊第一中学、济宁市第十五中学、泰山中

学、威海市第一中学、日照第一中学、临沂第二中

学、德州市第二中学、聊城第三中学、滨州实验学

校、郓城第一中学、济南市燕柳小学、青岛市实验小

学、淄博市张店区祥瑞园小学、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

小学、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临朐县第一实

验小学、济宁学院附属小学、泰安师范学校附属学校

（本部）、威海市长征路小学、日照市岚山区实验小

学、临沂第三实验小学（本部）、德州经济开发区实

验小学、冠县武训实验小学、滨州市滨城区清怡小

学、菏泽市第二实验小学

河南省：河南师范大学、信阳师范学院、郑州市

第十一中学、郑州商业技师学院、郑州市第七中学、

河南省财经学校、河南化工技师学院、河南医药健康

技师学院、洛阳市第一高级中学、洛阳市实验中学、

鲁山县第一高级中学、安阳市第五中学、内黄县第一

中学、新乡市第十中学、新乡市第一中学、沁阳市第

一中学、濮阳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学、濮阳经济技术

开发区实验学校、三门峡市外国语中学、南阳市第二

十二中学校、商丘市第一高级中学、信阳高级中学、

郸城县第一高级中学、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驻马店

市第二初级中学、驻马店市实验中学、济源第一中

学、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小学、郑州航空港区

实验小学、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郑州市郑东新区

昆丽河小学、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开封市第一师

范附属小学、洛阳市老城区第一小学、平顶山市三六

联校、平顶山市新华区光明路小学、安阳市人民大道

小学、鹤壁市湘江小学、新乡市育才小学（本部、明

德校区）、焦作市中站实验小学、许昌实验小学（本

部）、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南阳市第十二小学校、

南阳市第九小学校、商丘市第一实验小学、息县第九

小学、信阳市第九小学、淮阳外国语实验小学、驻马

店第二实验小学

湖北省：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湖北医药学院、武

汉中学、武汉市晴川初级中学、襄阳市第四中学、宜昌

市第六中学、黄石市第二中学、十堰市实验中学、麻城

市第一中学、崇阳县第一中学、潜江市曹禺中学、武汉

市东西湖区吴家山第一小学、武汉市江汉区北湖小学、

襄阳市大庆路小学（大庆路校区）、黄石市老虎头小学、

荆州市沙市实验小学、荆门市实验小学、鄂州市新民街

小学、孝感市玉泉小学、武穴市师范附属小学（本部）、

崇阳县实验小学、仙桃市仙桃小学（德政园校区）、神农

架林区实验小学

湖南省：湖南大学、中南大学、长沙市第一中学、

长沙市雅礼中学、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衡阳市

第一中学、株洲市第四中学、湘潭县第一中学、邵阳

县岩口铺镇初级中学、岳阳市第十五中学、常德财经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南县第一中学、永州市第一中

学、娄底市第一中学、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中

学、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长沙市岳麓区博才小

学、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衡阳市石鼓区人民路小

学、株洲市天元区泰山学校、湘潭市岳塘区湘机小

学、城步苗族自治县希望小学、

华容县实验小学、湖南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小学、张家界

崇实小学北校、益阳市人民路小

学、郴州市第三完全小学、怀化

市洪江区中山路完全小学校、娄

底市第一小学

广东省：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实验中学、广东广雅中学、深圳外国语学校（初中

部、高中部、龙华高中部）、珠海市斗门区第二中学、佛

山市高明区沧江中学、惠州市东江高级中学、东莞市

东莞中学初中部、中山市东区松苑中学、江门市第一

中学、汕头市第一中学、韶关市第一中学、河源中学实

验学校、肇庆市颂德学校、清远市第一中学、华南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汕尾学校、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

学、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小学、珠海市香洲区第十九小

学、汕头市龙湖区金阳小学、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

小学、韶关市浈江区和平路小学、河源市第一小学、梅

州市梅江区鸿都小学、惠东县平山第一小学、陆河县

实验小学、东莞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中山市实验小学、

江门市江海区礼乐街道新民小学、阳江市实验小学、

湛江市麻章中心小学、信宜市教育城小学、肇庆市奥

威斯实验小学、清远市清新区第一小学、饶平县师范

学校附属小学、揭阳市实验小学、新兴县实验小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南宁

市第十四中学、柳州市第十五中学、岑溪市筋竹中学、

北海市北海中学、贵港市覃塘区蒙公镇民族初级中

学、玉林市第一中学、玉林市玉州区第八初级中学、百

色高级中学、扶绥县龙华中学、广西钦州农业学校、广

西机电工程学校、南宁市桂雅路小学（本部）、南宁市

秀田小学（本部）、柳州市柳南区实验小学、桂林市崇

善小学、桂林市乐群小学、梧州市新兴小学、东兴市京

族学校、浦北县乐民镇中心小学、平南县大安镇中心

小学、平果市第五小学、富川瑶族自治县第一小学、河

池市宜州区第一小学、南丹县第一小学、来宾市实验

小学

海南省：海南师范大学、国兴中学、文昌中学、琼海

市嘉积中学、海口市灵山镇中心学校、海口市第二十七

小学、三亚市第九小学、琼中民族思源实验学校、洋浦

第一小学、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山小学

重庆市：重庆大学、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潼南

第一中学校、巴蜀中学校（本部）、云阳县第三初级中

学、巫山初级中学、涪陵第十四中学校（本部）、开州区

汉丰第一小学、北碚区朝阳小学校、渝北区龙山小学

校、南川区隆化第一小学校（本部）、忠县实验小学校、

荣昌区安富中心小学、梁平区实验小学、武隆区实验

小学

四川省：四川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市七中育

才学校水井坊校区、泸州市第一中学校、绵阳实验高级

中学、广元中学、内江市第六中学、南充高级中学、广安

友谊中学、达州中学、安岳中学、威州民族师范学校、雷

波中学、成都高新区益州小学、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

校、自贡市汇东实验学校、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德阳市岷山路小学、绵阳市科创区博雅学校小学部、遂

宁高升实验小学校、乐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屏山县龙

华镇中心学校、巴中市恩阳区渔溪镇和平场小学、雅安

市名山区实验小学、眉山市彭山区鹏利小学、巴塘县人

民小学、西昌市第二小学

贵州省：贵州师范大学、贵州民族大学、遵义市第

四中学、遵义市第十二中学、安顺市第一高级中学、毕

节市实验高级中学、金沙中学、凯里市第一中学（开怀

校区）、榕江县第一中学、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

义第一中学、贵阳市环西小学、贵阳市南明区尚义路小

学、清镇市第一实验小学、遵义市播州区第一小学、六

盘水市第二实验小学、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第六小学、紫

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第四小学、毕节市实验学校、江口

县第二小学、石阡县第一小学、从江县城关第四小学、

长顺县罗湖希望小学、福泉市第一小学、惠水县长田中

心小学、贞丰县第一小学

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昆明市第三中学（白龙潭

校区、滇池星城校区）、富源县胜境中学、玉溪第八中

学、腾冲市第一中学、昭通市第一中学、丽江市实验学

校、临沧市第一中学、楚雄第一中学、红河哈尼族彝族

自治州第一中学、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学校、大理

市下关第四中学北校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民族

第一中学、昆明市西山区书林第一小学、云南师范大学

附属小学、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会泽县春晖小学、

澄江市凤山小学、施甸县仁和镇五楼明德小学、昭通市

昭阳区第五小学、水富市云富街道中心学校、普洱市思

茅区第四小学、临沧市临翔区南屏小学、楚雄开发区实

验小学（本部）、蒙自市第二小学、弥勒市第一小学、广

南县城区第一小学校、勐腊县第一小学、大理市少年艺

术学校、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城区第一完全小学、德

钦县第一小学

西藏自治区：西藏民族大学、昌都市第一高级中

学、巴青县中学、拉萨市城关区第二小学（本部）、萨

嘎县拉藏乡完小、林芝市第一小学、普兰县巴嘎乡

小学

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市黄河中学、咸阳中

学、咸阳市实验中学、铜川市第一中学、榆林中学、宁强

县天津高级中学、神木中学、商南县鹿城中学、山阳中

学、西安市临潼区铁路小学、西安市莲湖区远东第一小

学、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小学（本部）、西安市碑林区铁

五小学、宝鸡实验小学、千阳县启文小学、彬州市西街

小学、神木市第六小学、汉中市南郑区城关小学、汉阴

县城关一小

甘肃省：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兰州市第三十三

中学、嘉峪关市第一中学、酒泉市敦煌中学、金昌市第

一中学、民勤县第四中学、陇西县第一中学、天水市第

三中学、卓尼县柳林中学、兰州市东郊学校、张掖市甘

州区南关学校、金昌市金川区双湾镇中心小学、武威师

范学校附属小学、靖远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临洮县第一

实验小学、庄浪县第三小学、华池县列宁学校、正宁县

山河小学、清水县西关小学、徽县实验小学、永靖县刘

家峡川北小学

青海省：青海大学、海南藏族自治州第一民族高级

中学、海北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玉树市第三民族

中学、西宁市城西区古城台小学、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

小学、西宁市城西区贾小庄小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大学、银川唐徕回民中学

（高中校区、西校区）、石嘴山市光明中学、银川市兴庆

区回民第二小学（观湖南校区、观湖北校区）、吴忠市利

通街第二小学、中宁县第九小学（本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农业大学、新源县第二中

学、乌苏市第一中学、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乌鲁木齐

市第八中学、和静高级中学、和田市第五中学、哈巴河

县第二小学、精河县第一小学、阜康市厦门实验小学、

托克逊县第一小学、乌什县依麻木镇国家通用语言小

学、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实验小学、疏附县托克

扎克镇中心小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大学、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十师北屯中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第二

小学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