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片号 小学名称 备注

1 崇州市羊马镇学校

2 崇州市三郎学校

3 崇州市街子学校

4 崇州市道明镇学校

5 崇州市桤泉学校

6 崇州市三江小学校

7 崇州市三江镇听江小学校

8 崇州市崇平小学校

9 崇州市怀远镇西山小学校

10 崇州市文井小学校

11 崇州市鸡冠山小学校

12 崇州市东关小学校

原鸡冠山乡各社区、村组

原王场镇东关各社区、村组

原桤泉镇各社区、村组

原三江镇（不包括原听江镇的村组）

原三江镇顺金、三桥、宋桥、崇新、王桥、仁和、皂角、听江村范围

原崇平镇各社区、村组

原怀远镇青峰岭社区 安乐社区 富强村 石子村 和平村 清江村

原文井江镇各社区、村组

崇州市2020年小学入学划片范围

划片范围（具体街道名称）

崇江路社区、伏虎村、凌翔社区、全友社区、场镇村、福田村、菩提村、
经功村、中华小区

原三郎镇街道、社区及各村组

原街子镇唐公社区、天顺村、会元村、古寺村、莲径村

原道明镇各社区、村组



13 崇州市燎原小学校

14 崇州市崇德小学校

15 崇州市江源小学校

16 崇州市中山小学校

17 崇州市大划小学校

18 崇州市梓潼小学校

19 崇州市廖家小学校

20 崇州市元通小学校

21 崇州市锦江小学

22 崇州市观胜镇小学校

23 崇州市公议小学校

24 崇州市上元小学

25 崇州市怀远小学校

26 崇州市何家小学校

原公议乡各社区、村组

原街子镇上元各社区、村组

原怀远镇富丽村 定江桥社区 文井江社区 大顺社区 福桥社区
洄澜社区 泉水社区 黎店村 枫南村 前锋村 龙潭村 三官村 宝峰村

原怀远镇黄鹤村 达通村 天泉社区 共和村 玉圭村 二江村

原大划镇各社区、村组

原梓潼镇各社区、村组

原廖家镇各社区、村组

原元通镇各社区、村组

原锦江乡各社区、村组

原观胜镇各社区、村组

原燎原乡各社区、村组

原燎原乡崇德各社区、村组

原江源镇各社区、村组

原羊马镇猫渡村、泗安村、东平村、大土村、漕溪村、安阜社区



27 崇州市王场小学校

28 崇州市白头镇小学校

29 崇州市济协小学校

30 崇州市隆兴镇小学校

31 崇州市集贤小学校

32 崇州市七一实验小学

33 崇州市学府小学校

原济协乡各社区、村组

原隆兴镇各社区、村组

原集贤乡各社区、村组

唐安西路一段路南（单号）  唐安东路及所辖巷里  行健巷  长青巷双号
晚晴街   晚晴街以南崇庆北路段  崇兴路  晋康中路及所辖巷里  晚晴街
以南晋康北路至唐安东路段  江源中路及所辖巷里  世纪大道以西晚晴街
以南  崇阳大道以南至崇安路及所辖巷里  东兴路  石羊社区  崇庆中路
及所辖巷里  白碾村5组  唐安村  白云村  福兴街  景祥街  王殿村  大
东街  小北街  大北街  小东街  昌明路  三元街  市委大院（桑林街59
、61号）  市政府大院  向荣街  向荣新街  永康东路路北及所辖巷里

团结里  北新里  玲珑巷北坛里  迎春街  东兴街  仁里社区4组  上南街
街东（单号） 文庙街  南米市   正东街街北(单号)

金河街  桑林街  西湖巷  西街及所辖巷里  上南街街西（双号）  三和.
丽水春江  蜀州中路、蜀州北路及所辖巷里  乐瑞街  河之洲  金带街及
所辖巷里  滨江路北段 滨江路南一段  永安西路及所辖巷里  西苑路  普
润街  文井街  宁静巷（北起杨柳街南至唐兴东路）  唐兴路  唐安西路
二段及所辖巷里（原天庆街）  文化西街及以北所辖巷里   杨柳街  杨祠
街  祠堂街  学府街  西前街  永康西路二段路北（劳动局大楼）及所辖
巷里  中铁.汉嘉御景  机电校  市建五公司  万煤干休所  汇蜀花园  西

郊村  西河村  北楸社区3、4、5、6、7、8组  白碾村2、8组

原王场镇各社区、村组

原白头镇各社区、村组



34 崇州市辰居小学校

35 崇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36 崇州市蜀南小学校

37 崇州市第二实验小学校

38 崇州市第三实验小学校

全市各乡镇社区、村组

正东街以南所辖巷里  中南街、下南街及所辖巷里  中南横街  南福巷
都市府邸  永康西路一段  永康西路二段路南、永康东路路南及所辖巷里
蜀州南路及所辖巷里  崇庆南路及所辖巷里  白碾村1、3、4、6、7组  瓦
窑村  仁里社区1、2、3、5、6、7组  三和社区  三和东街  三和馨居

三和人家  水运社   怀远路（机关、单位、企业及居民户）  蜀南东路、
蜀南西路及所辖巷里  金丰.翰林苑  学苑路及学院路南北巷  恒宇尊城
鹭岛之星  绿荫路  南河西路、南河东路及所辖巷里  崇庆南路及所辖巷
里  馨苑廉租房小区    晋康南路及所辖巷里  志远路（西起蜀州南路东
至中南街）  蜀州南路路东所辖巷里   蜀南街  黄金巷  天寿巷  东升街

石马巷  金色怡园  滨江路南二段  滨江路南三段  市技工学校

崇阳街道：水陆村、同心村、彭庙村、罗墩村各村组

崇阳街道：朱氏街社区、西桥村、东泉村、清平村、红桥村各村组

唐安西路一段路北（双号）  文化东街  爱民街以南辰居路段所辖巷里
爱民街  早觉街  兴体街  艺苑巷  长城路及所辖巷里  气象站、面粉厂
粮食储备库  毛桥村所有村组  北楸村1、2组  裕丰路（北起成温邛高速
辅道南至金盆地大道）  崇庆北路  长城花园  九龙花园  天顺花园  隆
腾.世纪朗域  文化东街以北所辖巷里  56014部队  北郊村  蜀州北路东
段及所辖巷里  北楸社区1、2组  棋盘村  高墩村  小罗村  新民村  石
埂村  白石村  太和村  永安村  黑铺村  崇庆北路及所辖巷里  晚晴街
以北晋康北路及所辖巷里  江源北路及所辖巷里  凤栖路、九龙路及所辖
巷里  九龙街  永安东路、永安中路及所辖巷里  金盆地大道  世纪大道

以西晚晴街以北  凤鸣街  玲珑街  张家碾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