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3

思明区2021年秋季小学招生住宅地段划分一览表

学校 划片招生地段 所属社区居委会

观音山
音乐学

校

塔埔社区 塔埔社区居委会

观音山社区 观音山社区居委会

观日路1-58号；望海路1-73号；吕岭路1721-1725单号；虎仔山路161、169号 何厝社区居委会（部分）

何厝
小学

何厝社区【其中观日路1-58号、望海路1-73号、吕岭路1721-1725单号；虎仔山路161、
169号在观音山音乐学校】

何厝社区居委会（部分）

岭兜村东片、西片、南片、北片，岭兜佳园1-9号 岭兜社区居委会（部分）

厦门第
二实验
小学展
城分校

原岭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有股份的村民直系子女；岭兜一里158-162号、164-193号 岭兜社区居委会（部分）

海峡国际社区；滨海名居 前埔东社区（部分）

前埔
小学

统筹招生

前埔北
区小学

前埔北社区 前埔北社区居委会

莲成社区 【可在前埔北区小学或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展城分校选择报名】 莲成社区

侨福社区 侨福社区居委会

岭兜西一里1-16号（明发城），岭兜西二里1-14号（明发园）；前埔路535号、537号 岭兜社区居委会（部分）

原前埔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有股份的村民直系子女；莲前东路1051-1187单号 前埔社区居委会（部分）

前埔南
区小学

前埔南社区 前埔南社区居委会

莲薇社区 莲薇社区居委会

源泉山庄A地块（前埔六里1-20号） 莲翔社区居委会（部分）

前埔西社区【不含黄厝路34－109号（云海山庄）；黄厝路110－139号（明丽山庄）】 前埔西社区居委会

原前埔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有股份的村民直系子女；源泉海景公寓（前埔六里21号）、莲前
东路1744号，前埔东路20号

前埔社区居委会（部分）

会展南
小学

前埔东社区【其中海峡国际社区、滨海名居在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展城分校】 前埔东社区（部分）

黄厝路34－109号（云海山庄）；黄厝路110－139号（明丽山庄） 前埔西社区居委会（部分）

文兴东五里1-18号（明发国际新城）；前村埔路92-104双号（华林前景城） 前埔社区居委会（部分）

思明区
协和双
语学校

万科金域蓝湾、万景公寓、泥窟和石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有股份的村民直系子女【可在莲前
小学或协和双语学校选报，若选报协和双语学校的学生超过该校片内生计划招生数的，则
采用抽签方式确定录取，未抽中的回莲前小学就学】

万景社区居委会
洪文社区居委会(部分)

莲前
小学

洪文社区的莲前东路以北住宅 洪文社区居委会（部分）

莲丰社区 莲丰社区居委会

莲顺社区 莲顺社区居委会

万景社区 万景社区居委会

瑞景
小学

洪文社区的莲前东路以南住宅 洪文社区居委会（部分）

莲翔社区【其中源泉山庄A地块（前埔六里1-20号）在前埔南区小学】 莲翔社区居委会（部分）

西林东路119号、131-153单号、165-173号、202-206双号（永裕花园）、295-413单号，
云顶岩路30-34号、35-43单号；原农科所管辖地段（西林东路21号、莲前西路702号、708
号）；墩仔小区(西林东路1-7单号)；云顶岩路45-47单号；禹州云顶国际（莲前西路710-
736双号）

莲云社区居委会（部分）

瑞景社区 瑞景社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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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2021年秋季小学招生住宅地段划分一览表

学校 划片招生地段 所属社区居委会

云顶
学校

统筹招生

金鸡
亭小
学

莲怡社区 莲怡社区居委会

西林社区 西林社区居委会

金鸡亭社区 金鸡亭社区居委会

西林东里136-152号（香榭园）；西林东里153-169号、194-209号（云顶花园）；西林东
里210-213、215-223、225-233、235-236号（云顶山庄）

莲云社区居委会（部分）

五中小
学部

莲西社区 莲西社区居委会

莲龙
小学

莲花五村社区 莲花五村社区居委会

龙山社区 龙山社区居委会

华福社区 华福社区居委会

莲花  
小学

莲花北社区 莲花北社区居委会

香秀里1-79号 莲秀社区居委会（部分）

鹭江新
城小学

莲秀社区【其中香秀里1-79号在莲花小学】 莲秀社区居委会（部分）

莲坂村507、510—517号；嘉禾路92号；明发商业广场；嘉禾路130号（御园）、嘉禾路
116号之一；嘉禾路102号、118号；莲花南路7号、9号、18号

盈翠社区居委会（部分）

厦门第
二实验
小学

盈翠里1－53号；盈翠里101－111（盈翠嘉园）；玉荷里1－46号；映碧里1－42号；嘉禾
路94号（新华书店）；嘉禾路104—108双号（香江花园）；嘉禾路112—116双号（阜康大
厦）；盈翠西路26号（盈翠大厦）；涵光路1－19号；莲花南路22号

盈翠社区居委会（部分）

嘉滨
小学

长青社区 长青社区居委会

长青北里1号、65-75（世嘉花园）、81-120号、106-107号；长青路430号、451-530号、
532-536号；湖滨北路175-181单号(英皇湖畔花苑)；松柏路108-152双号；湖滨北路
185—191单号（永升华庭）；湖滨北路195-197单号（宝华花园）；湖滨北路201号（宏业
大厦）；湖滨北路231-237单号（宏益大厦）；湖滨北路243-275单号（锦绣广场）；嘉禾
路321-325单号（汇腾大厦）；莲岳路100-106双号（含之号）；中烟大厦（莲岳路
108—118双号）

松柏社区居委会（部分）

莲岳路169-171号（港龙新城）、175-177单号（金同花园）；育秀里190-194号（住总佳
苑）；水岸筼筜(莲滨里35-36号)

育秀社区居委会（部分）

松柏
小学

莲滨里8-22、25-27号，莲岳路189号（武夷工贸），仙岳路400-450双号（特运），体育
路105-119（艺盛和海鸿花园）、137-149单号（艺盛和海鸿花园）、167-193单号（艺盛
和海鸿花园）育秀里41-58、87-98、102-105、108-118、141-189、201-218号

育秀社区居委会（部分）

长青北里25-64号，莲岳路150—158双号 松柏社区居委会（部分）

莲岳社区 莲岳社区居委会

松柏　
二小

屿后西社区 屿后西社区居委会

屿后社区 屿后社区居委会

民立
二小

仙阁社区 仙阁社区居委会

西郭社区 西郭社区居委会

仙岳社区的仙岳路以北的住宅 仙岳社区居委会(部分)

仙岳
小学

岳阳社区 岳阳社区居委会

仙岳社区的仙岳路以南的住宅；原来西郭四、五、六组（旧户口） 仙岳社区居委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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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2021年秋季小学招生住宅地段划分一览表

学校 划片招生地段 所属社区居委会

滨北
小学
旧校区

官任社区  【可在滨北小学新校区或旧校区选择报名】 官任社区居委会

振兴社区  【可在滨北小学新校区或旧校区选择报名】 振兴社区居委会

天湖路55-69单号（国贸花园）、83-87单号（开元检察、特贸）；湖滨南路81-119单号，
湖滨南路123-135单号；湖滨南路201号之一至之四、203-209单号   【可在滨北小学新校
区或旧校区选择报名】

天湖社区居委会（部分）

滨北
小学
新校区

育秀里37－40号（育秀中心）；蓝湾国际（体育路90—116双号）；体育路2号、78号 育秀社区居委会（部分）

金桥社区 金桥社区居委会

槟榔  
小学

湖光路79-87号，湖光路88-101号，凤屿路302-320双号 湖光社区居委会（部分）

槟榔社区 槟榔社区居委会

湖明
小学

凤屿路2-6、26-32、36-74号，双涵路117-127号、双涵路16-40号（裕康花园），双涵原
村社，湖滨南路328号之一至23号（税务和医药宿舍）、330-338双号、388、398号，厦禾
路1009（造纸厂宿舍），湖滨南六里80-91号，厦禾路1017-1019单号；源昌商业中心（厦
禾路999号）；金鹏花园（厦禾路985、987号）

双涵社区居委会（部分）

湖光社区【其中湖光路79-87号、湖光路88-101号、凤屿路302-320双号在槟榔小学】 湖光社区居委会（部分）

莲兴社区 莲兴社区居委会

湖滨东路72-174双号；凤屿路9、17-117单号；湖滨南路300-318双号；湖滨南五里1-25号
（绿家园）；禾祥东路57-93单号；佳祥花园(湖滨东路82-88双号)

金祥社区居委会（部分）

滨东
小学

四里社区 四里社区居委会

禾祥东路11-55单号（含奔马新村二期），湖滨南路264-294双号，金榜路71-169单号、
176-180双号，后埭溪路238-268双号,金象嘉园（湖滨南三里61-70号），湖滨东路77-83
单号

金祥社区居委会（部分）

外国语
附属小

学

一里社区 一里社区居委会

湖滨南路248号之四至之十六  滨中社区居委会（部分）

梧村
小学

梧村社区 梧村社区居委会

华星大厦（厦禾路913号、915号、湖滨东路2号）；湖滨东路6-12双号、32-40双号（含40
号之一二三四五六）、46-54双号（含50号之一二三）；厦禾路925-927单号（百源双
玺）；厦禾路931-939单号；禾祥东路168-170双号，禾祥东路172-188双号（源昌广
场）；鸿运大厦（湖滨东路66号、禾祥东路108号）；厦禾路945-947单号（官邸大厦）

双涵社区居委会（部分）

金榜山社区 金榜山社区居委会

文屏路13-35单号、57-225单号；文屏路200-208双号 文屏社区居委会（部分）

文屏路7号；后埭溪路88-90双号；文屏一里1-23号（汇丰家园），文屏二里1-61号（金峰
山庄）、83-86号（金峰山庄）

文灶社区居委会（部分）

汇文路51－57、63—69号，湖滨中路2－74双号，厦禾路835－863单号，后埭溪路22-28双
号、105－145单号，禾祥东路7-9单号；湖滨南路258号

滨中社区居委会（部分）

禾祥东一里1-38号【暂由梧村小学招生，待禾祥东小学(工程名)建成后由禾祥东小学(工
程名)招生】

滨中社区居委会（部分）

人民小
学浦南
分校

浦南社区 浦南社区居委会

东坪社区 东坪社区居委会

溪东社区 溪东社区居委会

龙山桥社区 龙山桥社区居委会

思明第
二实验
小学

万寿北社区 万寿北社区居委会

阳台山社区 阳台山社区居委会

坑内路1-59号；育青路1-5单号、7号之一、7号A幢（即7号-4）、9号（铁路以东）、17-
23单号、25-29单号、702号之一、之二、之三、之五；文园路69-73单号、81-85单号；将
军祠199-201单号

坑内社区居委会（部分）

文屏路37号—55单号（领秀城）；文屏路154—190双号 文屏社区居委会（部分）

厦禾路812-820双号，文园路1-57单号、59号（文园春晓），文屏巷15-61单号、20-72双
号，文屏路6-10双号（双星楼台），文屏路14-122双号

文灶社区居委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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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2021年秋季小学招生住宅地段划分一览表

学校 划片招生地段 所属社区居委会

深田
小学

文园雅阁（文塔路86-100双号），将军祠18-32号（双号），将军祠2、3、4、5、6、7、8
、11、15、156号，文园路8、50、52、54、56、66、68号，文塔路1-51号（单号），文新
13组（文园路107号、109号），弘龙商业城（文塔里1-4号），厦禾路786-800号（双
号），雅观园（将军祠33、35号），塔厝社1-88号，文塔苑（厦禾路784号富贵、钻石、
荣华、翡翠楼），厦禾路722、772、774、776、778、780、784号，文秀阁（文塔里5-13
号、文塔西路），将军祠50-58号，将军祠1、27、28、34、35、37、40、55、57、59、
60-62号，文园新村（文塔里161-171号）；厦禾路690-698双号，后江埭48号，西边社1-
60号，将军祠67、68、71、72、74号，五交宿舍(将军祠132-137号)，将军祠83、84、93
、94、141-148、109、118-124、131、159、176-197号，宝成花园（将军祠149-
151号），文园路72-76号、将军祠158号，电台山1-30号，文园路90号；文馨园（文园路
82号-88号）

西边社区居委会

公园东路30-124双号，溪岸街11-19单号，亿力百家苑（溪岸街60-70双号）；白鹤山路3-
48号，白鹤路1-47号、鹤寿路26号，厦禾路630-700双号

深田社区居委会（部分）

湖滨
小学

天湖路2-36双号、天湖路38-40号（假日e时代）、天湖路42-50双号、天湖路77-79号（丽
水华庭）、93-95单号（电力宿舍）、97-99单号（燃气公司）、101-115单号（佳苑星
河）；湖滨南路69号、71-79单号；白鹭洲路491-503单号（金秋豪园）；豆仔尾3号；湖
滨南路43-59单号

天湖社区居委会（部分）

湖滨南路66-84双号；美湖路7-147单号；禾祥西路134-341单号；白鹭洲路197-201单号；
禾祥西路以北的斗西路140-200双号；豆仔尾170号

美湖社区居委会（部分）

美仁前社后社；袁厝60-65、67、77号；厦禾路585-613单号；禾祥西184-194双号；皇家
御城（白鹭洲路59-65单号）

美仁社区居委会（部分）

希望社区 希望社区居委会

后江社区 后江社区居委会

湖滨社区 湖滨社区居委会

公园
小学

厦禾路421-583单号；禾祥西路44-182双号；豆仔尾1-328单双号【不含豆仔尾3号、豆仔
尾168号之二-之四和豆仔尾170号（之一至之四）】；禾祥西路以南的斗西路130-150双号
、斗西路156、158号；美仁里50-62号、美仁里220-288号；美头山1-28号；华侨新村1-10
号 

美仁社区居委会（部分）

美仁新村1-37号，湖滨南路24-64双号，豆仔尾168号之二—之四、332-352双号，禾祥西
路49-51单号           

美湖社区居委会（部分）

溪岸路16-234双号、57-169单号；溪岸街78号（美仁大厦）；厦禾路390-624双号；禾太
街114—116号；后河路1-135单号、2-70双号

溪岸社区居委会（部分）

故宫
小学

厦禾社区【其中东方时代广场（湖滨西路12、16、18号）、源昌国际城（厦禾路261-271
单号、小学路163、165号）在大同小学】

厦禾社区居委会（部分）

禾祥西社区 禾祥西社区居委会

西堤南里1-16号；鹭江道93-97单号(国贸金海岸)、269、275号；湖滨西路81-87单号（慧
景城）   

小学社区居委会（部分）

大同
小学

小打铁1-33单号、2-26双号；开平路1-63单号，2-80双号；厦禾路126-248双号；厦禾巷
1-25单号、2-34双号；开元路191-285单号；道平路1-31单号、4-10双号；八卦埕1-45单
号，2-32双号；十一间1-45单号、2-4双号；南猪行1-85单号、6-64双号；九条巷1-25单
号、2-82双号；夹舨寮1-87单号、4-42双号

营平社区居委会（部分）

小学社区住宅路段【其中西堤南里1-16号；鹭江道93-97单号(国贸金海岸)、269、
275号；湖滨西路81-87单号（慧景城）在故宫小学】  

小学社区居委会（部分）

东方时代广场（湖滨西路12、16、18号）；源昌国际城（厦禾路261-271单号、小学路163
、165号）

厦禾社区居委会（部分）

开禾
小学

统筹招生

民立
小学

中山社区                   中山社区居委会                             

营平路3-55单号、2-80双号；古营路1-55单号、2-60双号；第八市场1-43单号、2-38双
号；河仔乾1-41单号、2-72双号、58号；开禾路2-140双号；开元路103-189单号

营平社区居委会（部分）

文安社区 文安社区居委会

鹭江道社区 鹭江道社区居委会

思北
小学

双莲池社区 双莲池社区居委会

霞溪社区 霞溪社区居委会

大同社区 大同社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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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区2021年秋季小学招生住宅地段划分一览表

学校 划片招生地段 所属社区居委会

园南
小学

镇海明珠(兴华路29-31单号）；万仕嘉园（西山路8号） 虎溪社区居委会（部分）

华新路9-41单号、8-52双号；公园西路3-85单号、2-18双号；北门外街1-25单号、8-134
双号；草埔尾1-19单号、4-18双号；厦禾路以南的斗西路2-90双号、1-173单号；出米岩
8-50双号、35-45单号；公园南路2-38双号；玄妙巷2-72号；斗涵巷2-57号；公园北路2-
80双号、3号；北烘炉埕2-15号

溪岸社区居委会（部分）

深田路1-59号，光荣路1-3号、6-54号，百家村7-57号、10-72号，东门路3号、4-56号，
东门北里1-2号，东门南里1-5单号、2-4双号，协和2-4号，尚武路1-54号，合群路2-
40号，园东里1-9号，民治路1-3号、4-12号，中兴路1-73号、2-42号、共和路1-17号、2-
22号、和衷里1-5号、兴中路3号、新德路2-20，维新路1-19号，自强路1-25号、2-18号，
蓼花路2-20号，虎园路16-24双号，文园路94-98号，永安里5-11号；图强路11号、13号；
复兴路16、34号

深田社区居委会（部分）

文园路93-101单号，育青路2-6双号、7号之二、8号之一、9号（铁路以西）、11-15单双
号、16-42双号、31-37单号

坑内社区居委会（部分）

市实
验小
学

图强路1—10号、12、14、15、17号 深田社区居委会（部分）

白鹿路1、53、55、57、59、61、63、65号；虎园路1、2、5、6、6号之一、6号之四、7、
9、10、11、13、19号；虎溪岩路1、2、3、6、7、8、10、11、17、19、21、23、25、27
号；励志路1、2号；励志里1、2、3、4、6、8、10号；兴华路1号、1号之一、1号之二、1
号之三、3、4、5、6、6号之一、7、7号之一、9、11、15、17、19、21、23、25、27号；
信义里1、5、5号之一、7、8、10、10号之一、12、14、16号；同安路1、2、3、4、5号；
同安里3号之一、5号；石路街24号之一、24号之二、28、30号；福华里7号；新华路
65号；木履桥1号；紫云岩营房；天界路营房；西山部队营房

虎溪社区居委会（部分）

玉滨城一期（公园南路13号、21号）、二期（公园南路23号、35号）、三期（公园南路53
、55、57号），石路街55-1号，公园南路1号、3号、5号、7号、9号，同安里3号、3-1号
、3-3号，同安路11号、11号之1

虎溪社区居委会（部分）

群惠
小学

思南社区【其中寿山路2-16号片区在思明小学】 思南社区居委会（部分）

镇海社区 镇海社区居委会

仁安社区 仁安社区居委会

文安
小学

统筹招生

思明
小学

南华社区 南华社区居委会

巡司顶社区 巡司顶社区居委会

福海社区 福海社区居委会

沙坡尾社区 沙坡尾社区居委会

蜂巢山社区 蜂巢山社区居委会

鸿山社区 鸿山社区居委会

寿山路2-16号 思南社区居委会（部分）

定安
小学

统筹招生

演武
小学

下沃社区 下沃社区居委会

演武社区 演武社区居委会

白城社区【不含博海豪园】 白城社区居委会（部分）

演武
二小

曾厝垵社区 曾厝垵社区居委会

上李社区 上李社区居委会

白城社区，博海豪园 白城社区居委会（部分）

滨海
小学

黄厝社区 黄厝社区居委会

人民            
小学

内厝社区、龙头社区，若有空余学额，则面向思明区招收本区户籍适龄儿童 内厝、龙头社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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