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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琼州大道（建国路口至高登东
路口以西）；西至中山路、马鞍街（从建
国路口，沿中山南路，沿忠介路，沿马鞍
街，沿高登西路，沿中山南路至交美舍
河以东）；南至美舍河（中山南路至高登
里二横，沿高登里二横，沿高登东路至
琼州大道路口以北）；北至建国路（琼州
大道路口至中山路路口以南）。

东至兴丹路（高登东路口至红城湖
路口以西）；西至琼州大道、高登里二横
（红城湖路口至高登东路口，沿高登东路
至高登里二横以东）；南至美舍河（高登
里二横处至高登东路，沿高登东路至兴
丹路口以北）；北至红城湖路（兴丹路口
至琼州大道以南）。

东至中山南路（朱云路与中介路交
叉口，沿朱云路，沿高登西路，沿中山南
路至美舍河交叉口以西）；西至龙昆路
（板桥路口沿龙昆路至凤翔路交叉口以
东）；南至凤翔路（龙昆南路口至美舍
河，沿美舍河至中山南路交叉口以北）；
北至大路街、板桥路以南。

东至琼州大道、中山北路（琼州大
道与红城湖路交叉口，沿琼州大道，沿
建国路，沿中山北路，沿忠介路，沿马鞍
街至高登西路口以西）；西至朱云路（朱
云路与红城湖路交叉口至高登西路口
以东）；南至高登西路（朱云路口至马鞍
街路口以北）；北至红城湖路（朱云路口
至琼州大道路口以南）。

东至海府路（红城湖路口至国兴大
道路口以西）；西至龙昆南路（红城湖路
口至国兴大道路口以东）；南至红城湖
路（龙昆南路口至海府路口以北）；北至
国兴大道（海府路口至龙昆南路口以
南）。（除海航豪庭南苑外）

东至滨江路（合北路口至博雅路口
以西）；西至东线高 速公路（琼州大道与
桂林下路交叉口沿桂林下路，沿凤翔
路，沿东线高速公路至椰海大道交叉处
以东）；南至椰海大道（椰海大道与东线
高速交叉处，沿椰海大道，沿新大洲大
道，沿合北路至滨江路口以北）；北至博
雅路以南。

东至朱云路（大路街路口至红城湖
路口以西）；西至博巷路（龙昆南路以西
的琼山区行政区域）；南至大路街（大路
街、板桥路以北）；北至红城湖路（朱云
路口至龙昆南路口以南）。

东至滨江路（红城湖路路口至博雅
路路口以西）；西至美舍河（红城湖路与
兴丹路交叉口，沿兴丹路，沿高登东路，
沿美舍河至新桥路口，沿省干部疗养院
围墙，沿桂林上路 147号、108-1号至
桂林下路路口以东）；南至博雅路（博雅
路、桂林下路以北）；北至红城湖路（滨
江路口至兴丹路口以南）。

东至滨江路（国兴大道路口至红城
湖路口以西）；西至海府路（国兴大道路
口至红城湖路口以东）；南至红城湖路
（海府路口至滨江路路口以北）；北至国
兴大道（海府路口至滨江路口以南）。

东至南渡江，西至东线高速公路；
南至新大洲大道琼山中学高中部；北至
椰海大道（东线高速公路与椰海大道 交
叉口，沿椰海大道，沿新大洲大道，沿林
村路至响水 河以南，不含世纪佳城南院
和琼山江畔公寓）。

新大洲大道琼山中学高中部以南
（郑村、北拱村、北汉村、尚道村、美元村、
北点村、礼文村、玉杖村、老市村）。

玉雅村、王李村、玉吴村、玉成村、玉
苍村、大路村、公务村、沙上村、石塔。

永乔村、兴民村、美爱村、珠良村、
永田村、文森村、玉洲村、梧大村、新潭
村。

东至滨江路（合北路口至翡翠水城
路口以西），西至新大洲大道（林村路口
至合北路口以东），南至林村路（沿 林村
路至响水河以北，及世纪佳城南院和琼
山江畔公寓 2 区），北至合北路。

1.东至琼州大道（凤翔路口至文庄
路口以西）；西至朱云路、大园路；南至
凤翔路（大园路路口至琼州大道路口以
北）；北至忠介路（忠介路、文庄路以
南）。 2.甘蔗园南八巷、大园里三横巷
以东，大园路以西，高登西街以南，振兴
路以北。

1.东至滨江路（红城湖路口至国兴
大道路口以西）；西至龙昆南路（红城湖
路口至国兴大道路口以东）；南至板桥
路、大路街、忠介路、（从金花路口沿板
桥路，沿大路街，沿忠介路，沿中山北
路，沿建国路，沿琼洲大道，沿红城湖路
至滨江路口以北）；北至国兴大道（龙昆
南路口至滨江路口）以南。2.龙昆南路
以西的琼山区行政区域。

海口市英才小学

海口市龙峰实验小学

海口市第七小学

海口市第八小学

海口市第十三小学

海口市第十四小学

海口市第十六小学

海口市第二十一小学

海口市第二十八小学

海口市第三十一小学

海口市第三十四小学

海口市美兰实验小学

海口市白沙门小学

海口市白龙中心小学

海口市龙岐小学

海口市美苑小学

海口市新埠中心小学
海口市红联小学

海口市第九中学小学部

海口市英才小学滨江分校

海口市第七中学

海口市第九中学

海口市第九中学海甸分校

海口市第十中学

海口市海联中学

9 450

10 500

2 100

2 100

3 150

3 150

6 300

2 100

8 400

6 300

3 150

11 550

7 350

4 200

8 400

9 450

6 300
1 50

4 200

10 500

14 700

19 950

9 450

15 750

8 400

1.市四中；琼苑路以南、海府路单号（琼苑路口至海府一横路口一
带），海府一横路北侧一片（从海府路口至美舍河三号桥），白龙南路（从中
法大厦至武警大厦，美舍河南边一片，含和邦路住户）、美祥路 3 号。2.晋
江横街以南一片（西起群上路路口；东至晋江街路口）；晋江街以西一片；
群上路以东一片；海府一横路以北。

五指山路以东（含沿街铺面），三角池至五指山路口以南一片（包括东
湖里，龙舌坡），蓝天路（从海府路入口至五指山路口段以北一带），海府
路 46、48 号，龙舌后路。

和平南路（单号 1—23 号，双号 2—34 号）、建山里、上坡村（上、下
村）；君尧村、美舍路（东风桥西至中法大厦止）、文明东路（从文明天桥至
东风桥西的南侧）。

联桂坊、博爱南路东侧（文明路口至海府路口）博爱南横路、南门新
村、大英里、南联路、文联路附近一带住户，红坎坡 65—尾号（含工商行银
苑新村宿舍）。

博爱南路东侧（新民路口至文明路口）、龙文坊、龙兴坊、文明中路（至
和平路路口止）、文明一、二横路。

振龙坊、大东路、大兴东路、博爱北路东侧、水巷口、新民东路、塘边
路、牛角村；新风里；和平北以西（三亚上、下、后街）住户。

和平大道（从和平桥起至海甸四东路路口南边）以东一带，海达路以
东一带住户。

振东街居委会辖区、长沙坡、长堤路（以临江楼至酱料厂）等住户。
蓝天路（原机场西路段和原机场 1 号至五指山路口），海秀东路（南

侧从五指山路口起至南大桥止），龙昆南路东边至新建国兴大道路口，五
指山路以西（包括五指山路临街门牌住户），自来水厂。

海甸四西路以南（含拦海村）、海达路以西一带住户。（不含水岸星城
A、B 小区）

青年路北侧（东至朝阳路口以西一带）、文明东路南侧（白龙路口至朝
阳路口）一带住户，文明东北侧板桥路口 57 号至武警医院 27 号。

文明东路以北，和平北路以东，长堤路（和平桥至白龙北路口）以
南，滨江路（白龙北路至文明东路口）以西（其中不含文明东路 224、
228 和 236 号，美都建材城，白龙北路 238 号，岭下村住户，文明东路
29 至 57 号）

和平大道以西，海甸四路以北（不含海大和拦海村），德利路以东，怡
心一横路以南。

青年路南侧（东至美苑路口），白龙南路（东侧从青年路口至美舍河大
桥北边，不含市四中；西侧从文明东路口至美舍河大桥北边）。文明东路
（东风桥东至白龙路口）、岭下村住户（不含岭下村廉租房小区）。

1.海府路（西边从蓝天路口至大英一街海府路口）、东边从海府一横
路口至国兴大道路口、蓝天路南侧（从海府路口至五指山路南路口）、海
府一横路南侧一片（从海府路口至美舍河三号桥止）；美舍河以西（北至美
舍三号桥，南至国兴大道）。大英山西三路以东，五指山南路以西，蓝天路
以南，国兴大道以北一片。大英山东四路以东，海府路以西，白龙南通道
以南，国兴大道以北一片。2.蓝天路以南（西起大英山西四路路口，东至
五指山南路路口），五指山南路以西，大英山西四路以东，大英山西二街以
北。

国兴大道以北，群上路（至美舍名家路口）以东，青年路（从美苑路与
青年路交叉路口至美祥横路）以西一带的住户。不含以下区域：晋江横街
以南一片（西起群上路口，东至晋江街路口）；晋江街以西一片；群上东路
以东一片；海府一横路以北。

新埠镇上及附近一带住户、横沟村一带住户。
三联社区亮脚村、亮肚村、外坪一带住户。
海甸一东路（海甸溪）至海甸二东路（即和平大道以西至人民大

道以东）。
青年路以北、美祥横路、美祥路以东（西至朝阳路口，南至美祥路到国

兴大道路口）；国兴大道以北（西至美祥路口，东至滨江西路路口）；滨江西
路以西（南至国兴大道北至文明东路口）；朝阳路以东（南青年路口。北至
文明东路口）含滨江新苑A、B、C 区。

1.锦山里、锦山里新村、文明中路（博爱南路口至白龙路口以西）、和
平北路单号、建山里、君尧村、上坡村、联桂坊、美舍路、田边村、文联路、南
联路、南门新村、大英新村、博爱 南横路、板桥路（含岭下村）。2.文明东
路以北；滨江路以西（西起蓝水湾3期北门路口，东至滨江路路口）；板桥
横路以南。

海秀路南侧（从三角池至龙昆南路口）、国兴大道以北（东起嘉华路延长
线至国兴大道交界处，西至南大桥以东）、蓝天路（1—33号、双号至嘉华路路
口含嘉华路双号住户）、龙昆南路东侧（至国兴大道龙昆南出口以北段）、西沙
路、万华路、椰林路、天福新村、大英村、南宝路、五指山路、白坡里。

1.海甸一东路以北，横沟河以西，海甸五东路以南，和平大道以东。
2.海甸四东路以南，人民大道以东，海甸二东路以北，海达路以东。3.长
堤路以南，博爱北路，大兴东路，大东路，新民东路，博 爱南路，文明中路，
和平北路，美舍路，美舍河，文明东路，白龙北路以西。

海府路（单号1—75、双号2—54）、和平南路（单号1—39，双号2—
58）、龙舌坡、红坎坡、东湖里、蓝天路（单号 33—尾号段以北一片）、龙舌
后路、博爱南路（单号125—尾号）。

新埠岛（不含新埠路以北，新埠大道接埠北环路以西，埠北环路以南，横
沟河以东一片）、白沙坊所有住户、仙桥路、板桥横路（含祥和小区）。

美兰区属学校
招生范围

计划招生
班数 人数

学校名称

小

学

初

中

海口市琼山文庄第一小学

海口市琼山东门第一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二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三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四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五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六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七小学

海口市琼山区攀丹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九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十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十一小学

海口市琼山第十二小学

海口市琼山椰博小学

海口市琼山府城中学

海口市琼山第二中学

11 550

8 400

10 500

9 450

10 500

16 800

4 200

9 450

4 200

5 250

3 150

5 250

3 150

10 500

24 1200

19 950

招生范围
计划招生
班数 人数

学校名称

琼山区属学校
（上接05版）

秀英区属学校
招生范围

计划招生
班数 人数

学校名称

海口市永庄小学

海口市秀华小学

海口市丘浚学校

海南师大海口新海学校

海口市秀英区康安学校

海口市第十四中学

海口市丰南中学

4 200

4 200

8 400

5 250

6 300

18 900

3 150

永万路以西，南海大道以南，椰海大道以北；永庄村；永庄水库区域。

南海大道以南，永万路以东，海榆中线以西；富康路（东西走向）以南，

金福路以西，海榆中线以东，椰海大道以北；周仁村、儒益村、业里村。

南海大道以南，丘海大道以西，金福路以东，白水塘路以北一片；锦地

翰城二期（秀英片区）；翰林西苑（秀英片区）；水木清华；海秀镇水头村。

粤海大道以西一带，荣山村、拔南村以北（不含荣山村、拔南村）。

长滨路以西、南海大道以北的时代城、金地自在城、永和花园、永秀花

园、康安村委会；长滨路以西、南海大道以南的长流镇域，环球 100 宝龙

城小区、南海幸福汇小区。

丘海大道（海秀西路路口至椰海大道路口段）以西，海秀西路、海盛路

至永万路口以南，兴海路以南的海秀街道办及秀英街道办辖区；海榆中线

至市二砖厂；海秀镇及所辖村庄。

秀英区西秀镇丰盈村委会、拔南村委会，佳元·七彩澜湾。

小

学

初

中

小
学

初
中

（下转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