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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绿旗荣誉学校 

序号 省份 单位名称 

1 安徽省 安庆市双莲寺小学 

2 甘肃省 *平凉市第十中学 

3 广东省 *深圳市光明新区公明中学 

4 广东省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第四小学 

5 广东省 广州市晓园中学 

6 广东省 *广州市广东实验中学 

7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万秀小学 

8 广西壮族自治区 荔浦市幼儿园 

9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全州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 钦州市人和小学 

11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南溪山小学 

12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希望小学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全州县枧塘镇初级中学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秀厢小学 

15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灵川县八里街九年一贯制学校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幼儿园 

17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灌阳县直属机关第一小学 

18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龙胜县三门镇三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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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县城第一中心小学 

20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林市芦笛小学 

21 贵州省 六盘水市钟山区第二年小学 

22 河北省 张家口市桥西区幼儿园 

23 河北省 *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二幼儿园 

24 湖北省 武汉市东湖风景区华侨城小学 

25 湖北省 宜昌市秭归县直机关幼儿园 

26 湖北省 武汉市江汉区万松园路小学 

27 湖北省 武汉市青山区钢城第十九小学 

28 湖北省 武汉市硚口区舵落口小学 

29 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四美塘幼儿园 

30 湖北省 *武汉市光谷第四小学 

31 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小学 

32 湖北省 十堰市东风 22小学 

33 湖北省 洪湖市第一小学 

34 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区机关幼儿园 

35 湖北省 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小学 

36 湖北省 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37 湖北省 *武汉市青山区新沟桥小学 

38 湖南省 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 

39 湖南省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乡中心小学 

40 湖南省 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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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湖南省 长沙市长沙外国语学校 

42 吉林省 白山市抚松县抚松实验学校 

43 吉林省 *吉林市昌邑区第二实验小学校 

44 江苏省 *南通市实验小学 

45 江苏省 *泰州市姜堰区励才实验学校 

46 江苏省 *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47 江苏省 *扬中市兴隆中心小学 

48 江苏省 *南京市雨花台区小行幼儿园 

49 江苏省 南京市金陵小学 

50 江苏省 宿迁市宿豫区第一实验小学 

51 江苏省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中学 

52 江苏省 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53 江苏省 *苏州市枫桥中心小学 

54 江苏省 *连云港市海头高级中学 

55 江苏省 宿迁市泗阳县众兴镇小学 

56 江苏省 盐城市盐城小学 

57 江苏省 连云港市宁海中学 

58 江苏省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中心幼儿园 

59 江苏省 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圩塘中心小学 

60 江苏省 泰州市永安洲实验学校 

61 江苏省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路小学 

62 江苏省 *盐城市盐城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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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江苏省 *启东市汇龙中学 

64 江苏省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威尼斯水城分校 

65 江西省 九江市湖口县第二小学 

66 江西省 九江市武宁县石门楼镇中心小学 

67 辽宁省 *大连市铁山中心小学 

68 辽宁省 *大连市西岗区红岩小学 

69 辽宁省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心幼儿园 

70 辽宁省 
大连市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

六七医院幼儿园 

71 辽宁省 大连市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圣克拉校区 

72 青海省 *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巴干乡寄小 

73 山东省 东营市实验中学 

74 山东省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第二实验小学 

75 山东省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 

76 山东省 青岛市包头路小学 

77 山东省 济南市济南回民中学 

78 山东省 *济南市舜耕小学 

79 山东省 *济南市槐荫区大金小学 

80 山东省 青岛市书院路小学 

81 山东省 龙口第一中学 

82 山东省 *济南市历下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83 山东省 *济南舜耕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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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山东省 *济南市章丘区清照小学 

85 山东省 济南市槐荫实验小学 

86 山东省 *济南市济南中学 

87 山东省 *济南市天桥区实验小学 

88 山东省 *青岛市青岛第二中学 

89 山东省 *济南市济南第五中学 

90 山西省 长治市城区淮海小学 

91 陕西省 *汉中市宁强县南街小学 

92 上海市 *上海市普陀区绿洲幼儿园 

93 上海市 上海市恒力锦沧幼儿园 

94 上海市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实验小学 

95 上海市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新村幼儿园 

96 上海市 *上海市普陀区恒德小学 

97 上海市 *上海市五四中学 

98 上海市 上海临港实验中学 

99 上海市 上海市梅陇中学 

100 上海市 上海市奉贤区聚贤幼儿园 

101 上海市 上海市金山区金卫幼儿园 

102 上海市 真如翠英幼儿园 

103 上海市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104 上海市 上海市嘉定区南苑小学 

105 上海市 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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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星号（*）为通过复评的学校，表格顺序按照省级区划和评审情

况确定。 

 

 

 

 

 

 

 

106 上海市 *上海市长宁区适存小学 

107 上海市 *上海市奉贤区洪庙中学 

108 上海市 *上海外国语大学尚阳外国语学校 

109 上海市 *上海市久隆模范中学 

110 上海市 *上海市徐汇区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111 四川省 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小学 

112 四川省 南充市营山县金华希望学校 

113 四川省 南充市顺庆区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114 四川省 成都市西安路小学校 

115 天津市 *天津市第五十五中学 

116 云南省 曲靖市麒麟区北关小学 

117 云南省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小街小学—中国科学

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118 浙江省 杭州市濮家小学教育集团 

119 浙江省 宁波市镇海区招宝山街西门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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