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东区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范围

（正住户籍片区，随迁子女入学由东区教育和体育局安排）

攀枝花市第一小学校：榕树街、人民街（单号）、人民街 448—684

号（双号）、花城中街、文景巷、佳怡花园、炳草岗大街 42 号—222

号（双号）、炳草岗大街 323—423号（单号）、德阳巷、商业街、花城

上街、攀枝花大道东段 628—860号（双号）、炳草岗大街 271号（新

华街三村 19号）、公园路、文青巷、攀枝花大道东段 859号、867、907、

1007、1009号（单号）、攀枝花大道中段 71号、73号、74号、89号、

91号、95号、97号、宁和巷、御林园。

攀枝花市第二小学校教育集团

炳草岗学校：：人民街 2号、通达巷、通湖巷、桃源街 1—90号、

攀枝花大道东段 516号、542号、572号、桃源街 96号、竹苑巷、竹

雅巷、竹园巷、攀枝花大道东段 739号、769号、771号、809号、华

芝·中央铭城（与攀枝花市第四初级中学校小学部共同招生范围）。

龙珠学校：金泰悦城（与攀枝花市第四初级中学校小学部共同招

生范围）、奥林匹克花园（与攀枝花市第四初级中学校小学部共同招生

范围）、花溪谷、攀大·学府广场、攀大·学府新天地、新宏国际、安

泰家园、龙箐花园、阳城龙庭、龙江明珠、龙江云洲、君临江山、龙

湾峰景、三中家属楼（机场路 107号）、攀枝花学院北苑家属区（学园

路 4、6、8、10号）、阳光郦景、阳平路、阳秋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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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凤凰小学（原四小）：民福巷、民安巷、民祥巷、民生路、

民众巷、金沙江大道中段、花城下街、凤凰东街、凤凰西街、泉福路、

人民街 32号、人民街 56号、人民街 72—446号中的双号。

攀枝花市第五小学校：：中心医院大门外公路至华山干货市场一线

以北，公山湾至元亨建材市场一线以南，金沙江至仁和沟一线以东（不

含大渡口南街、大渡口北街、大渡口街单号）。

攀枝花市第六小学校：中心医院大门外公路至华山干货市场一线

以南，巴斯箐与仁和交界处以北、仁和沟以东的东区所属的片区。

攀枝花市第九小学校：马兰山（含马兰山）沿公路至马兰山路口

至原 45路起点站，经小巷上行至敬仁堂，沿公路上行至市十五中学北

后门一线以南，瓜子坪葡萄沟一线以北，另含银露苑、锦华苑和机制

公司自建的六栋楼房，阳光馨园社区中的 1—12栋。

攀枝花市第十小学校：大修厂至经贸旅游学校（瓜子坪校区），沿

三公司东面的山沟至攀密公路到原 45 路起点站，经小巷上行至敬仁

堂，沿公路上行至市十五中学北后门一线以北。

攀枝花市第十二小学校：八四六厂以北至双龙滩村。

攀枝花市东区银江中心学校招生范围：变电站以东、雅江桥以西，

八四六厂（含八四六厂）以南，金沙江南岸以北。另含高粱坪工业园

区。

攀枝花市第四初级中学校（攀枝花市实验学校）

小学部：临江路派出所管辖区域内的市三中、学院路隧道、华芝·中

央铭城（与攀枝花市第二小学校教育集团炳草岗学校共同招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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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泰悦城（与攀枝花市第二小学校教育集团龙珠学校共同招生范围）、

奥林匹克花园（与攀枝花市第二小学校教育集团龙珠学校共同招生范

围）、万象城、馨港湾、攀枝花学院北苑家属区（不含学园路 4、6、8、

10号）、印象马德里、三森家具城、十九冶经济适用房、长途汽车客运

中心及沿线以西片区。

初中部：临江路派出所管辖区域内的金泰悦城（与攀枝花市第二

十五中小学校教育集团阳光外国语学校初中部共同招生范围）、新宏

国际、安泰家园、君临江山、阳城龙庭、龙江明珠、龙江云洲、奥林

匹克花园（与攀枝花市第二十五中小学校教育集团阳光外国语学校初

中部共同招生范围）、龙箐花园、阳光骊景、印象马德里、三森家具

城及沿线以西片区（不含金碧天下、金海·世纪城、金海·学府花园、

佳联梦苑）、华芝·中央铭城、万象城、馨港湾、炳草岗派出所管辖

区域内的竹雅巷。

攀枝花市外国语学校

单校划片：炳草岗派出所管辖区域内的竹苑巷、竹园巷。

多校片区：按照市教育和体育局相关文件执行。

攀枝花市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华山分校(原市四中)：大渡口派出所

管辖区域（不含大渡口南街、大渡口北街、大渡口街单号）。

攀枝花市第二初级中学：炳草岗派出所管辖区域（不含竹苑巷、

竹园巷）。

攀枝花市弄弄坪学校（原十六中小）：万立桥沿公路下行经螺丝

嘴沿炳清线上行至修建部公路路口，沿公路下行沿攀钢厂区外延至攀

钢 2号门，沿炳清线上行至凉风坳至弄弄沟，沿山沟下行至万立桥环



4

形以内（即原十四小、十六小招生范围）。

攀枝花市银江中学（原十七中）：变电站以东，雅江桥以西，含

倮果片区、八四六厂片区、高粱坪工业园区、五道河和马家湾片区、

倮果对面金沙江南岸片区。

攀枝花市第十八中小学：万立桥沿公路下行，经螺丝嘴沿炳清线

上行至修建部公路路口，沿公路下行沿山沟至渡口大桥，沿金沙江下

行至万立桥对应处上行至万立桥的环形以内。

攀枝花市第十九中小学校教育集团

小学部：

密地外国语学校：：学校大门口沿铁路下行至游泳池东面挡墙，沿

葡萄沟上行至后山铁路，沿红花巷下行至学校大门的环形以内。

小攀枝花外国语学校：大修厂至经贸旅游学校（瓜子坪办学点），

沿三公司东面的山沟下行至攀密公路至“阳光馨园”北部一线以北片

区，另含阳光馨园社区中的 13—36栋。

初中部单校划片：：红花田沿山坡下行至密地外国语学校后山铁

路，沿红花巷下行至密地外国语学校正门，沿公路下行至攀密公路一

线以北片区。

初中部多校划片：按照市教育和体育局相关文件执行。

攀枝花市向阳实验学校（原市二十中小）：荷花池片区、钢花村

片区、向阳村。

攀枝花市第二十一中小学：万立桥纵向一线以北、马鹿箐以南片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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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南山实验学校（原市二十三中小）：金沙江以南、仁和

沟以西、南山宾馆以北的东区所属的片区，另含远达南山花园。

攀枝花市江南学校（原市二十四中小）

小学部：临江路派出所管辖区域内的交警三大队、泊林郡、玛尚、

地龙井攀钢房区、三森家具城、儿童福利院及沿线以东片区、马家田

（含马家田）沿东侧山沟下行至金沙江一线以西、金沙江（滨江大道）

以南的片区。

初中部：临江路派出所管辖区域内的力山箐华苑、炳东新区、润

泽苑、汽配市场、阳平路、泊林郡、玛尚、地龙井攀钢房区、三森家

具城及沿线以东片区、马家田（含马家田）沿东侧山沟下行至金沙江

一线以西、金沙江（滨江大道）以南的片区。

攀枝花市第二十五中小学校教育集团

大渡口外国语学校单校片区：大渡口南街、大渡口北街、大渡口

街单号。

大渡口外国语学校初中部多校片区：按照市教育和体育局相关文

件执行。

阳光外国语学校(四十中小)：临江路派出所管辖区域内的金海·学

府花园、金海·世纪城、佳联梦苑、奥林匹克花园（与攀枝花市第四

初级中学校初中部共同招生范围）、金泰悦城（与攀枝花市第四初级中

学校初中部共同招生范围）。

花城外国语学校(四十二中小)：临江路派出所管辖区域内的金域阳

光、公交公司住宅小区、远达·帝景华庭、天悦湾、金碧天下、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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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公园大地、御林景秀、商行住宅小区、龙发·时代天街、永生·半

山康城、中环·天地、恒大城（暂定）、天德华府（暂定）、廉租房和

人才公寓。

攀枝花市第二十八中小学校：红花田沿山坡下行至密地外国语学

校后山铁路，沿红花巷下行至密地外国语学校正门，沿公路下行至攀

密公路，沿公路下行至变电站，沿山沟上行至机电至红花田环形以内；

另含风华苑；马坎至变电站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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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西区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范围

十中教育集团清香坪校区(十八小)：招收户籍在西区苏铁中路以北

西至市十二中连接线，东至文化岛（苏铁中路 2-72、星瑞一期、星瑞

二期、清香坪北街 134号）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苏铁中路以南建

兴路以西至中国建设银行清香坪支行（苏铁中路 281号）范围内正住

户籍的适龄人口。

十中教育集团大水井校区(十九小)：招收户籍在西区苏铁中路以北

东至市十二中连接线，西至河石坝清乌线片区内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户籍在苏铁中路以南中国建设银行清香坪支行（苏铁中路 281号）以

西至河石坝加油站片区内（包括农村学生）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十中教育集团河门口校区(二十小)：招收户籍在巴关河大桥以西河

门口片区、格里坪洗煤厂片区、高家坪片区、宝鼎佳苑内正住户籍的

适龄人口。

十中教育集团格里坪校区(格小)：招收户籍在格里坪镇辖区内正住

户籍的适龄人口和攀煤技校、龙洞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新庄片区内的

适龄人口除外)。

十中教育集团中心校区(十中)：招收户籍在苏铁中路以北西至河石

坝清乌线，东至文化岛（苏铁中路 2-72号、星瑞一期、星瑞二期、清

香坪北街 134号）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户籍在苏铁中路以南建兴

路以西至河石坝加油站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入学(包括片区内农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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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小学校（除新庄办学点）小学毕业的学生

原则上就读攀枝花市第十初级中学校。

三十一中小教育集团中心校区(三十一中小)：招收户籍在清香坪攀

钢家属区、503电厂家属区范围内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户籍在苏

铁中路路南社区（步行街、福广金城、市建一公司、二医院、书香御

景）范围内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攀西商厦至新庄桥公路以南正住户籍

的适龄人口。攀枝花市第三十七中小学校小学毕业生上就读攀枝花市

第三十一中小学校初中部。

三十一中小教育集团小宝鼎校区(三十七中小)：招收户籍在西区小

宝鼎片区内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三十一中小教育集团动力站校区(三十八中小)：招收户籍在巴关河

片区、动力站片区到河石坝加油站、水泥厂片区、席草坪片区、宝鼎

馨苑内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三十六中小教育集团太平校区(十三中小)：招收户籍在西区摩梭河

派出所片区（不含攀煤供应处和三十九片区）内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三十六中小教育集团花山校区(二十五小)：招收户籍在宝鼎中路派

出所花山片区内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三十六中小教育集团陶家渡校区(三十二中小)：小学部招收户籍在

西区陶家渡 1－4村、宝鼎中路派出所矿建社区和摩梭河部分片区（原

攀煤汽保厂）内以及摩梭河太平北路片区内（即攀煤供应处和三十九

片区）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初中部招收户籍在宝鼎中路派出所和

大宝鼎派出所范围内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户籍在摩梭河太平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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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攀煤供应处和三十九片区）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攀枝花市第

十三中小学校小学毕业生原则上就读攀枝花市第三十二中小学校初中

部。

三十六中小教育集团中心校区(三十六中小)：招收户籍在蓝湖国际

（格萨拉大道 34号、38号、42号），宝鼎金沙（格萨拉大道 11号）

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攀西商厦至新庄桥公路以北正住户籍的适龄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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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仁和区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范围

五十一公里小学：攀枝花大道南段单号：271号—919号；攀枝花

大道南段双号：180号—816号。鑫华路、鑫岛路、鑫光路、鑫南路、

华阳路、天宇路。嘉旺巷、嘉仁巷、华兴巷、华美巷、华益巷、华西

巷、虹桥巷。仁和区前进镇渡口社区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四十九公里小学：攀枝花大道南段单号：921号—1251号；攀枝花

大道南段双号：818号—1262号、炳仁路单号：555号—625号。云盘路、

银华路、华芝路。精诚巷、宝灵寺巷、嘉园巷。仁和区仁和镇花城社

区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仁和区仁和镇老街社区1—4组（原东风5—8

队）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金科集美阳光（花城大道188号）。

东风小学：攀枝花大道南段单号：1253号—1429号；攀枝花大道

南段双号：1264号—1554号。仁和街、宝兴南街、宝兴北街、联通街1

号—70号、宝灵街1号—80号、土城街1号—21号。云康路、云山路、

老环巷、同安巷、同乐巷、正通巷、正兴巷、正和巷。仁和区仁和镇

沙沟村上、下龙潭社（原东风9、10队）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仁和区

仁和镇大河社区1—4组（原东风1—4队）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西路小学：迤沙拉大道单号：1161号—1747号；迤沙拉大道双号：

1004号—1650号。正德街、正通街、正义路、土城南街、土城街22号

—156号、联通街71号—134号、宝灵街121号—183号、攀缘巷。仁和

区仁和镇田坝村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普达阳光、攀商九号公馆（仁



11

华路5号）。

平地镇中心学校：仁和区平地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大田镇中心学校：仁和区大田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阿喇乡中心学校：仁和区啊喇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大龙潭中心学校：仁和区大龙潭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总发乡中心学校：仁和区总发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中坝乡中心学校：仁和区中坝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前进镇中心学校：仁和区前进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同德镇中心学校：仁和区同德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福田镇中心学校：仁和区福田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大河中学(初中部)：攀枝花大道南段单号：1253号—1429号；攀枝

花大道南段双号：1264号—1554号。迤沙拉大道单号：1161号—1747

号；迤沙拉大道双号：1004号—1650号。云康路、云山路、仁和街、

宝兴南街、宝兴北街、联通街、宝灵街、土城街、土城南街、正德街、

正通街、正义路。老环巷、同安巷、同乐巷、正通巷、正兴巷、正和

巷、攀缘巷。仁和区仁和镇沙沟村：上、下龙潭社（原东风9、10队）、

仁和镇大河社区1—4组（原东风1—4队）、仁和区仁和镇老街社区1

—4组（原东风5—8队）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仁和区同德镇正住户籍

的适龄人口。

仁和区民族中学：仁和区中坝乡、福田镇、大龙潭乡（干坝子村、

大龙潭村、拉鲊村、裕民村、迤资村）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仁和区

仁和镇田坝村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攀商九号公馆（仁华路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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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第六中学：攀枝花大道南段单号：271号—1251号；攀枝

花大道南段双号：180号—1262号；炳仁路单号：555号—625号。云盘

路、银华路、华芝路、华阳路、鑫华路、鑫岛路、鑫光路、鑫南路、

天宇路。嘉旺巷、嘉仁巷、嘉园巷、华兴巷、华美巷、华益巷、华西

巷、虹桥巷、精诚巷、宝灵寺巷。仁和区前进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仁和区仁和镇花城社区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普达阳光、金科集美阳

光（花城大道188号）。

总发中学：仁和区总发乡、大龙潭乡（混撒拉村、立柯村、新街

村）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大田中学：仁和区平地镇、大田镇、啊喇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布德中小学：仁和区布德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四川仁和思源实验学校(小学部招收原仁和镇中心校招生范围学

生)：攀枝花大道南段单号：1431号—1953号；攀枝花大道南段双号：

1556号—2300号。迤沙拉大道单号：1749号—2095号；迤沙拉大道

双号：1652号—2248号。和苑路、沙沟路、仁兴路、仁德路、仁政路。

农园巷、沙园巷、林海巷、沙田巷。仁和区仁和镇沙沟村：上沙沟社、

先锋社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仁和区仁和镇莲花村：庙房社、莲花塘

社、高峰社、新村社、回龙社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务本中小学：仁和区务本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太平中小学：仁和区太平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金江中小学：金江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金江至拉

鲊铁路沿线仁和区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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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林小学：仁和区金沙江大道东段175号至641号的正住户籍的适

龄人口。金江村、鱼塘村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及金江镇随迁子女。

攀枝花市第十一中小学校：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彩虹路224号

（攀枝花市金江镇农贸市场）至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金江校区（金

江镇大沙坝金沙江大道钒钛东路（北段）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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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米易县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范围

米易县第一初级中学校：东至安宁河，南起一桥西头米普路以北，

西至米普路以东，北至睿龙花园，100人；全县小学推荐招生，500人；

摇号招生，300人。

米易县第二初级中学校：招收一小、二小、撒莲镇、攀莲镇典所

小学、丙谷镇、草场乡、新山乡生源学生。

米易县第三初级中学校：招收白马镇、湾丘乡小学生源学生。

米易县第四中小学校

小学：招收普威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初中：招收普威镇、白坡彝族乡、麻陇彝族乡小学生源学生。

米易县民族中学校：全县小学切块 180名米易户籍少数民族学生，

攀莲镇中心学校、攀莲镇观音、双沟小学，垭口镇、得石镇小学生源

学生。

米易县第一小学校

东校区：县城东包括青皮村 8、10、11、12、13、14、15、16社，

南至灵官山隧道南口沿 214线米普路-一桥-武装部至睿龙花园，水塘村

1、2社，西至安宁河、北至柳溪河以南范围内的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西校区：东至海棠蓝湾，南至睿龙花园（不包括睿龙花园），克朗

村，北至垭埼沟 1-4社范围内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米易县第二小学校：北至灵官山隧道口沿 214线米普路-一桥-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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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至睿龙花园（不包括睿龙花园）以南，河西小区，青皮村 9社、学

园路、铁建路区域、水塘村（除 1.2社）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随迁子

女。

米易县攀莲镇中心学校：招收攀莲镇一小、二小招生范围以外的

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随迁子女。

米易县新山傈僳族乡中心学校：招收新山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米易县丙谷镇中心学校：招收丙谷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米易县撒莲镇中心学校：招收撒莲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米易县垭口镇中心学校：招收垭口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米易县得石镇中心学校：招收得石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米易县草场乡中心学校：招收草场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米易县白马镇中心学校：招收白马镇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米易县湾丘乡中心学校：招收湾丘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米易县白坡乡中心学校：招收白坡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米易县麻陇乡中心学校：招收麻陇乡正住户籍的适龄人口。



16

附件 5：

盐边县辖区内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范围

县城一小：桐子林镇城南、城北社区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本镇城

南社区随迁子女。

桐子林小学：桐子林镇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本镇内（城南社区除

外）随迁子女。

红格小学：红格镇、新九乡踏砟村、益民乡 2-4社正住户籍适龄人

口及随迁子女。

永兴小学：永兴镇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渔门小学：渔门镇、永兴镇平田村、永兴镇湾塘村 4社和 5社、

惠民乡银河村 5社和 6社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惠民小学：惠民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共和中小学(小学)：共和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新九小学：新九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益民小学：益民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国胜学校：国胜乡、敢鱼乡团结村、红宝乡核桃箐村正住户籍适

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箐河小学：箐河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鳡鱼小学：鳡鱼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红果小学：红果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红宝小学：红宝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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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拉小学：格萨拉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温泉小学：温泉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和爱小学：和爱乡正住户籍适龄人口及随迁子女。

盐边中学（初中）：县城一小、桐子林小学全部毕业学生及县城

内小学毕业随迁子女。

盐边县民族中学：红果小学全部毕业学生、共和小学部分毕业学

生、全县小学毕业少数民族学生及县城内小学毕业随迁子女。

共和中小学(初中)：共和小学毕业学生。本乡镇内小学毕业随迁子

女。

红格中学：红格小学、和爱小学、益民小学、新九小学毕业学生。

上述乡镇内小学毕业随迁子女。

渔门中学：渔门小学、国胜小学、红宝小学、鱤鱼小学毕业学生

及惠民小学部分小学毕业生。上述乡镇内小学毕业随迁子女。

惠民中学：惠民小学毕业学生。本乡镇内小学毕业随迁子女。

永兴中学：永兴小学、箐河小学、格萨拉乡小学、温泉小学毕业

学生。上述乡镇内小学毕业随迁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