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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海口小学初中划片情况一揽表
1．市直属学校招生范围划分
小 学
招 生 范 围
海口市滨海第 滨海大道北侧（至海边），港进路和港集路以东，世贸
九小学
北路以西
海口市滨海
第九小学

金盘实验学校

永万路以西至长安路以东，海盛路（永万路路口至创
业路路口）以北，美林路延伸路段（规划路）以北
海瑞学校

（西海岸校区）

海府路单号(从 1 号至省府大院东边围墙止)，海府
海府二十五小 路双号（从 2 号至蓝天路口、46 至 48 号除外），和平
南路（1-21 号），红坎坡 1-64 号
安民路以西，沿江五西路从安民路口往西段以北一
海甸二十五小 片，世纪大桥北岸沿世纪大道至海甸六路以西一片，
海甸六东路以北一片
东至凤翔路口与东线高速公路交叉口，沿东线高速
公路与椰海大道交叉口以西；西至美舍河与凤翔路
路口交叉处，沿凤翔路以南至丁村路口，直至兰鹰石
化有限公司以东；南至兰鹰石化有限公司与货运干
白驹学校
道交叉口，沿椰海大道以北直至与东线高速公路交
(小学部)
叉口处；北至凤翔路与东线高速公路交叉口处，沿凤
翔路以南，至凡华宾馆交叉路口处，顺沿大道至省疗
养院旁（不含省疗院）与美舍河交叉口，顺沿美舍河
以南与凤翔路交叉口
初 中
招 生 范 围
海南侨中
永万路以西至长安路以东，海盛路（永万路路口至创
业路路口）以北，美林路延伸路段（规划路）以北。
初中部
龙华路双号从 8 号起至滨河路叉口以北、省人民医
院至盐灶路八灶路口以南、八灶路以东、滨河路以东
一片；大同路 2 号至大同二横路口以西、大同二横以
市一中
北、龙华路单号新时代广场至玉河天桥以南一片（含
沿街门牌）；龙华路单号从得胜沙路口至龙华路 29
号（以门牌号为准）
海甸五西路以北、人民大道以西一片；世纪大桥北岸
海口实验中学
沿世纪大道至五西路口以西一片
中山路以东，琼州大道以西，建国路以南，文庄路以
琼山中学
北
人民大道以西、海甸五西路以南；海达路（延伸至海
甸溪）以西，海甸二东路以南；长堤路（从龙华路口至
博爱北路口 148 号路段），得胜沙路，竹林里，人和
市二中
坊，富兴街，彰兴街，永兴街，大兴街，新民东路，解放
东路，博爱北路，中山路，新华北路，振东坊，义兴街
（单号 1-155、双号 2-190）
白龙南路，青年路，海府一横路，琼苑路，流水坡村，
九村，美舍上下村，晋江村，群上村，下洋村，瓦灶村，
市四中
沙亮村，和邦路，山内一、二、三里，渡头村,龙岐村，
嘉华路以东至海府路以西、国兴大道以北至蓝天路
以南一片。海府一横路口至国兴大道
长流中学
长流镇及所辖村庄
海港路以西、海盛路以北、永万路以东一片；海港集
海港学校
团职工子女
博雅路以南、琼州大道及东线高速公路以东至南渡
琼山侨中
江以西一片（不含那央村委会和儒逢村委会所辖自
然村）
灵山镇及镇所辖各村（东和村、罗王村、沙头村、仲恺
灵山中学
村除外）
东至从桂林上路与琼州大道交叉口、沿琼州大道至
那梅立交以西、凤翔路和振发路、海南欣和绿色农产
品包装有限公司、东线高速公路以西一片；西至从桂
白驹学校
林上路与琼州大道交叉口沿桂林上路至中山南路与
(初中部)
美舍河交叉处、沿美舍河与大和乐酒店交叉处、顺沿
凤翔路与丁村路口、兰鹰石化有限公司、石塔以东一
片、那央居委会、儒逢村居委会。

2．秀英区学校招生范围划分
初 中

市十四中

招 生 范 围
丘海大道、丽晶路以西，海港路以东，海盛
路以南。一砖厂路以南、港澳开发区以东
一片；海南省化工厂等原办学企业的职工
子弟，秀英大道，秀英小街，海商路，丘海
大道，秀华路，书场村，海榆中线至市二砖
厂 ，永 庄 村 ，向 荣 村 ，新 村 ，水 头 村 ，业 里
村，周仁村，儒益村，海秀二路，金滩路，海
盛路（永万路口至长泰路口止）

长德学校

博养村、美新村、大效村、富屋村、雨苍村

新海学校

新海村、荣山寮村、镇海村

丰南中学

丰仍村委会、拔南村

荣山中学

西秀镇所辖区域

石山中学

石山镇所辖区域

东山中学
永兴中学

东山镇所辖区域
永兴镇所辖区域

小 学

招 生 范 围

二十七小

海港路以西，海盛路以北，永万路以东一
片；海港路以东、丘海大道以西、滨海大道
以南、丘海一横路以北一片；港进路和港
集路以西、
滨海大道以北至石油库一段。

三十三小

书场村、海南五金仓库；秀英大道至海港
路以东、丘海大道以西、丘海一横路以南、
秀华路以北一片；秀英大道以西、科技大
道以东、
海盛路以南、
一砖厂路以北一片。

秀峰实验学校

八中

十一中

城西中学

玉沙学校
秀英学校
坡博实验学校
龙泉中学
龙桥中学
新坡中学
遵谭中学
小 学

十一小
（广场校区）

十一小
（义龙校区）

龙华小学

金盘实验学校

十小

十二小

二十小

二十六小

玉沙小

滨海小

秀英学校

海瑞学校

秀峰实验学校
坡博实验学校

秀华路以南、南海大道以北、秀英大道以
东、丘海大道以西一片；秀英大道以西、
海南职工秀英子弟学校 科技大道以东、南海大道以北、一砖厂路
以南一片；海盛路以南、南海大道以北、
科技大道以西一片。

注：各乡镇小学招收辖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海燕小
城西小
丁村小
农垦一小

3．龙华区学校招生范围划分
初 中

义龙中学

招 生 范 围
义龙东、西路，义龙横路，义龙后路，龙昆里；龙昆上下
村，大同里（含二、三里），大同一横路，大同南街，万国
西路，大同路 26 号起至海秀东路叉口段；龙华路（单号
从 31 号起，双号从 66 号起）；金龙路单号从龙华路交叉
口起至侨中路口止，国贸大道单号从龙昆路交界点起
至国贸一横路口止（国贸一横路东侧）；海秀路（单号从
1 号至海垦天桥，双号从 48 号起至金垦路口止），侨中
村，侨中里，华海路，龙昆南路西侧（海秀路至南沙路叉
口一段），南沙路北侧（从龙昆南路口至金宇、南沙路交
叉路口一段），金宇路以北至侨中路口止。

农垦二小

农垦三小

第九小学

金盘开发区（中沙路、金盘路、建设一、二、三横路）；南
海大道以北的坡巷路以西至金牛路口止（不含坡巷路
以东至龙昆南路的琼山片区）；南沙路；金垦路以东金
宇路以南；头铺村；农垦总医院；南航司令部大院；金地
路；金牛路以东；南海大道以南的坡巷路以西至海口保
税区止。
海垦路以西至丘海大道，北至滨海大道，南至滨涯路
（不含滨濂村和金山小区，属秀峰实验学校范围）；世贸
南路（即秀英炮台前面路）至滨海大道路口以西至丘海
大道路口。
1、海垦路以东，金垦路、农垦设计院和金牛路连接线以
西（北至海秀中路，南至南海大道，含农垦设计院）；2、
海垦路与滨涯路交界点起至南海大道以西（北至滨涯
路，西至丘海大道）；3、滨濂村、金山小区、顺发新村。
滨海大道龙华路口至丘海大道路口止以北，龙华东路
滨海大道路口至盐灶路口以西，盐灶路龙华路口至八
灶路口以北，八灶路以西，玉河路八灶路口到滨河路口
以北，滨河路以西，龙华东路滨河路口起到南大立交桥
以西，国贸大道龙昆路口至玉沙路口以北、玉沙路以东
围成区域；含义兴街（龙华路至盐灶路段，单号 157 起、
双号 192 号起）。
新华南路，文明西路，新民西路，解放西路，广场路，公
园路，居仁坊，西门外，博爱南路双号，东湖路，园内
里，海秀路 1 号和 3 号，大同路（单号 1 至 25 号，双号 8
至 22 号），解放东路
南海大道与龙昆南路交叉点起至坡巷路止以南一带；
城西路；学院路、苍峄路四周，凤翔西路以东至椰海大
道一带。
国贸一横路以西至玉沙路（北至国贸路止，南至金龙路
止）；金海广场；玉沙路以西至世贸东路止（北至滨海大
道，南至金龙路）
秀英村范围；秀英炮台，农垦二供北院，凤凰新村，军安
花苑，华秀花园小区。
坡博村、面前坡。
龙泉镇管辖区域
龙桥镇管辖区域
新坡镇管辖区域
遵谭镇管辖区域
招 生 范 围
大同路单号 1 号至大英西路路口、双号 2 号至万国大都
会，万国西路西侧、大同里、大同二里、大同三里、大同
一横路自义龙东路路口至大同路路口、大英西路东侧、
海秀东路北侧自海秀路 1 号（省广播电视台）至大英西
路路口、公园路、广场路、广场横路（含原青少年宫）、
新华南路单号自解放西路路口至广场路路口、双号自
新民西路路口至东湖路路口，新民西路单号、新民西路
双号自西门外至新华南路路口、博爱南路双号自新民
西路口至东湖路路口、东湖路、居仁坊、文明西路、园内
里。
海秀东路北侧自乐普生至龙昆北路路口、大英西路单
号（大英西路东侧）、大同路自大英西路路口华发大厦
至彩虹天桥段南侧、万国西路东侧、大同路双号自万国
西路路口香港城起，龙昆北路东侧自海秀东路路口至
龙华路路口、义龙东路、义龙西路、义龙后路、义龙横
路、龙昆里、大同南街、龙丰路。正义路以南（龙昆南路
正义路口起，以正义路为界以南，西至海口市中级人民
法院，南至南沙路）。
月朗新村（含原市政府办公厅宿舍），龙昆上、下村，龙
阳路，龙华路玉河天桥以西至立交桥，龙昆北路东边龙
华路口至玉河路口止、滨河路（含龙华路 21 号友谊住
宅小区），龙昆下新村（注：龙昆下村搬去龙昆下新村的
农业户口）。
金盘开发区；金盘路；南海大道保税区路口起以东（南
至白水塘路，东至坡巷路和城西路交汇处）；南海大道
以北的坡巷路以西至金牛路口止（不含坡巷路以东至
龙昆南路的琼山片区）；南沙路以东（不含坡博村、面前
坡村）
解放东路及横巷，新华北路，人和坊，中山路，大兴西
路，中山横路，长堤路（从博爱北路口至新华北路口），
博爱北路西侧（解放东路口至长堤路）
义兴街，义胜街，富兴街，竹林村，得胜沙路，龙华一横，
彰兴街，滨海医院，龙华路以东（得胜沙路起至东方广
场一带）
盐灶路路口（省人民医院北面）起至玉河天桥以西一带
（含龙华工商所）；龙华二横路；滨海居委会；海南人民
医院；滨海大道北边住户，滨海大道南边学校附近（盐
灶路与八灶街交叉点起往北延线（小巷）以东至滨海大
道路口止）。
海秀路南大立交桥以西（南至奥林匹克花园（含金牛岭
公园宿舍），北至双拥路菜市场路口）；金垦路 1 至 7 号
（金垦路与金宇路口交叉路口止）；一供，正义路以北
（龙昆南路的正义路口起，以正义路为界以北片区，北
至海秀路）。
玉沙村；珠江社区；龙华南社区；国贸社区（龙华西路住
户除外）；世贸社区（省电力村除外）；万绿园社区；龙昆
下新村非农业户口；龙昆北路 14 号（原市委大院宿舍
住户）；华海路，龙华西路（南大桥以西一带）。
滨海新村；龙昆北路东边玉河路以北；龙昆北路西边到
滨海立交桥沿边；盐灶第三居委会；八灶村。滨海大道
南边学校附近（盐灶路与八灶街交叉点起往北延线（小
巷）以西至滨海大道路口止，含老庙村）。
秀英村范围；秀英炮台，农垦二供北院，凤凰新村，军安
花苑，华秀花园小区。
丘海大道（电力村、椰海山庄、水利水电综合公司）；海
秀路（边防检查站、省茶叶加工厂仓库、土产进出口公
司仓库 123 号、省药材仓库 134 号、省扶贫公司 138 号、
省农机公司 139 号、宝迪花园）；丘海大道滨涯路（滨涯
村）；海瑞后路（光华厂、粮油进出口公司）；濠江花园。
海垦路以西（北至海秀路，南至滨涯路，农垦西大院除
外）；海濂路；滨涯路以北；顺发社区；海垦一社区；海垦
二社区；金山小区。
坡博村、面前坡。
南航部队，头铺村，海南省农垦总医院，海南大学（城西
校区）。
坡巷路连接城西路和学院路以东片区（北至南海大道，
东至龙昆南路，南至椰海大道）。
凤翔路西路 1 号到 65 号，丁村。
海秀中路 100 号（二供南院）至海垦天桥路口路段以南
（不含金牛岭公园宿舍）；农垦西大院；海垦路从海垦天
桥至金岭路以东，金岭路以北。
金垦路北侧从康年皇冠大酒店路口起至金岭路路口，
南面从康年皇冠大酒店路口起至农垦设计院；金岭路
自金垦路口起东边南侧；金宇东路至龙华法院止；南沙
路西侧至滨涯路口；滨涯路与金牛路交叉口起至南沙
路以北。
南海大道以北（西与丘海大道交界、东与金牛路交界）；
滨涯路以南，丘海大道以东；海垦路从金岭路至滨涯路
口以东，金岭路沿金垦路至农垦设计院以西；锦地翰城
一期，南海幸福城。
解放西路（含永兴街）、大同一横路、大同二横路、龙华
路从友谊天桥至玉河天桥路段。

注：各乡镇小学招收辖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4．琼山区学校招生范围划分
学 校

招 生 范 围
东至兴丹路至红城湖路与美舍河交叉口以西（除巴伦路与
美舍河交叉处沿美舍河至红城湖路以西）；南至美舍河以
东（高登东路口至中山南路与美舍河交叉路段）；西至中
琼山一小
山路（从建国路与中山南交叉口沿中山南路、沿忠介路明
洋商行沿县后街、沿万寿亭路与中山南交叉、沿中山南路
与美舍河交叉口路段以东）；北至建国路以南。
琼山一小 永乔村、兴民村、美爱村、 珠良村、永田村、文森村、玉洲
那央校区 村、梧大村、新潭村。
东至中山南路以西（从忠介路 47 号与草芽巷 42 号交叉口
沿草芽巷至草芽巷与万寿路交叉口沿万寿亭与中山南路
交叉口，至中山南路与美舍河交叉口以西路段）；西至龙
琼山二小
昆路以东（板桥路口至龙昆路与凤翔路交叉路段）；南至
发射台以北（龙昆南路与凤翔路与中山南路路段）；北至
大路街、板桥路路段以南。
琼山二小 玉雅村、王李村、玉吴村、玉成村、玉苍村、大路村、公务
红星校区 村、沙上村。
东至中山北路与忠介路口以西和巴伦路与美舍河交叉处
沿美舍河至红城湖路以西；南至中山北路与忠介路口以北
（含忠介路 11 号沿县后街至草芽巷 12 号沿草芽巷至草芽
琼山三小
巷 42 号与忠介路 47 号交叉口以北）；西至朱云路以东（朱
云路与忠介路交叉口沿朱云路至红城湖路口）；北至朱云
路与红城湖交叉口沿红城湖路与琼州大道路交叉口以南
琼山三小
尚道村、美元村、北点村、礼文村、玉杖村、老市村。
五岳校区
东至海府路与红城湖交叉口沿海府路与国兴大道交叉口
的路段以西；南至龙昆南路金竹园、定安小区、红城湖公
琼山四小 寓围墙、沿红城湖边到红城湖路至海府路交叉口以北；
西至
龙昆南路与道客路交叉口沿龙昆南路与国兴大道路交叉口的
路段以东；
北至国兴西大道以南。
东至永昌村沿滨江路以西至博雅路交叉处；西至琼州大道
与桂林下路交叉处沿桂林下路以东、沿凤翔路以北、那梅
立交、沿东线高速公路交叉口至东线高速公路以东、货运
琼山五小 干道至儒俊水厂前面路段以北与琼州大道交叉口路段；南
至琼州大道与罗牛山饲料总厂沿永昌村以北（含附近企事
业单位）；北至博雅路至滨江路交叉口以南（除红军苑至
博雅路 516 号以东外）。
南渡村、冯村、郑村、北拱村、北点村、北汉村、儒俊村、钛
琼山五小
厂、商校，儒传村、逢考村、茶田村、儒俊水厂、饲料总厂以
南片区。
东至大路街路口沿朱云路北段以西；南至大路街、板桥路
与龙昆路交叉路口以北；西北边从朱云路口沿红城湖路段
琼山六小 与板桥路口交叉口、龙昆路金竹园、定安小区、红城湖公
寓围墙沿红城湖边以南、特区报西对面的琼山区行政区
域。
东至滨江路路以西；西至琼洲大道与美舍河交叉沿美舍河
以东、省干部疗养院与桂林下路口交叉以东；南至博雅路
与琼洲大道交叉口沿博雅路与滨江路交叉口路段以北（含
琼山七小
红军苑至博雅路 516 号以东）；北至琼洲大道与高登东路
交叉口沿高登东路至兴丹路沿兴丹路与红城湖路且沿红
城湖路与滨江路交叉口路段以南）。
东至滨江以西；西以海府路与红城湖交叉口沿海府路与国
兴大道交叉口的路段以东；南至海府路与红城湖交叉口沿
攀丹小学
红城湖路至滨江路交叉口的路段以北；北至国兴东大道以
南。
东至滨江路以西；西至板桥路口与龙昆南路交叉口沿龙昆
南路与国兴大道交叉口以东，特区报西对面的琼山区行政
区域；南至龙昆南路口与板桥路交叉口、沿板桥路、大路
琼山二中
街、忠介路以北的路段、沿中山南路、建国路、巴伦路、沿
美舍河至红城湖路交叉口以北；北至国兴大道路与龙昆南
路交叉口沿国兴大道路与滨江路交叉口的路段以南。
东至滨江路以西；西至板桥路口与龙昆南路交叉口沿龙昆
路与交叉口凤翔路段以东；南至龙昆路与凤翔路交叉口沿
凤翔路至桂林上路，至沿博雅路与琼州大道交叉口沿博雅
府城中学 路以北；北至龙昆南路口与板桥路交叉口，沿板桥路、大
路街、忠介路，沿建国路、巴伦路、沿美舍河至红城湖路交
叉口沿红城湖路与滨江路交叉口路段以南，
（中山路以
东，琼州大道以西，建国路以南，文庄路以北除外）。
铁桥校区

注：乡镇、红明和东昌农场中小学招收本辖区的适龄儿童少年。

5．美兰区学校招生范围划分
初 中
七 中

九 中

十 中

沿江中学

海联中学
东营中学
演丰中学
三江中学
咸来中学
大华中学
桂林洋中学
小 学
英才小学

招 生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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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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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府路（单号 1—75、双号 2—54）、和平南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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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大道以东、三亚上、下街、文明中一、二横路、塘边
路、海甸海达路延伸至海甸溪以东，海甸一、二、三、
四、五东路，长堤路（博爱北路口以东段），博爱南路单
号 1—123 号、博爱北路单号、振东街、长沙坡、新风
里、水巷口、新安村、过港村、福安村、椰子园、牛角村、
振龙坊、龙文坊、龙兴坊、白沙门、白龙北路、和平大
道、和平北路双号、海达路、海景路、福安路。
新埠岛、白沙坊所有住户、仙桥路、板桥横路（含祥和
小区）。
灵山镇东和村、罗王村、沙头村、仲恺村、东头管区、东
平管区、新管管区。
演丰镇所辖各村。
三江镇、三江农场所辖各村。
大致坡咸来附近村庄。
大致坡所辖各村（咸来中学招生范围除外）。
桂林洋农场范围（含塔市）。
招 生 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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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转 0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