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硚口区小学对口服务范围一览表
学校名称 对口社区 地址及门牌号码 备注

1 舵落口小学

舵落口社区
舵落口新街 2 号-78 号（双号），舵落口正街 1 号-113 号，工农小路 1 号-工农路 22 号，舵落口二新街 1 号-50

号，舵落口路 1 号-48 号，联谊路 6号、10 号、12 号、14 号、37 号、55 号，舵落口新街 86 号（银舵小区）

舵落口二新街 1-50 号，舵落口正街

1-70 号，舵落口新街 2-20 号，30-50

号（双号），工农小路 1-21 拆迁

工农路社区（A)

工农路 106 号，工农路 104 号，工农路 31 号-77 号（单号），工农路 38 号-104 号（双号），易家墩 1 号-155

号，易家墩 156 号-244 号，古田一路 3 号、5 号、7 号、9 号、11 号、13 号、15 号、17 号、31 号，舵落口新

街 1号-79 号（单号），易家墩 210 号-213 号

古田一路 19，21，23 拆迁

竹叶海社区 一清路 168 号（竹叶海嘉园）

2崇仁路小学

（汉江湾校区）

工农路社区（B） 原双环厂职工子弟

古雅社区 云彩大厦

汉江湾壹号（新建）、招商江湾国际（新建）

3长丰小学

长丰社区
长丰村 1 号-1043 号、丰华园（长丰大道 166 号)、蓝焰物流（古田二路 257 号）、盛世长丰（丰美西路 166

号）、邻里中心（长丰大道 158 号）、长丰村还建小区（新建）
长丰村 1 号-1043 号已经拆迁

天顺园南社区 天顺一村--天顺五村

百泽社区
百姓之春（长丰大道 172 号）、天泽一方（古田四路 199 号）、水运宿舍（新墩一村）、牛奶小区（新墩三村）、

法院宿舍（古田四路 189 号）、公安宿舍（古田四路 181、183、185、187 号）

正康社区

华美小区（古田二路 113 号）、富仕雅庭（长升路 1 号）、三江航天（长升路 15 号）、华丽花园（丰茂路 3

号）、星田公寓（古田二路 101 号）、正康花园（古田二路 102 号）、汉口西园（南泥湾大道 85 号）、古田

公寓（长升路 8 号）、古田三路农场宿舍

华生城市广场三期（新建）、华生城市广场四期（新建）、蓝光林肯（新建）海尔地产国际广场（新建）、天

宇万象国际（新建）

4易家墩小学

天勤花园社区
古田一路 16、18、20、24、26、28、30 号，长丰大道 100 号 (天勤花园) ，长云路 32-38 号，公交三公司、

溢龙汽配城等

古一社区
上铁路大厂 1 号-129 号，解放大道 3、5、7、9、11、23、25、27 号，古田一路 10 号，南泥湾大道 60 号-70

号（双号）

东风社区
东风村 1号-300 号，长丰大道 99 号（2008 城市花园），长风路 21 号（馨竹苑小区），东风村 300 号-799 号

家庭户，东风村创业园（共三栋）

东华社区
东风村 300 号--799 号，工农路 29 号，工农路 103 号，长丰大道 33 号，长丰大道 46-80 号（双号），古田一

路 45 号，古一小路 3、4、5 号

5紫润小学

紫润南社区 城华路 18 号（紫润明园南区 1-16 栋）

紫润北社区 城华路 19 号（紫润明园北区 19-49 栋）

园博南社区 雪莲路 1号（华生汉口城市广场一期北区 17-42 栋）,城华路 6 号（华润翡翠城）

园博北社区 雪莲路 1号（华生汉口城市广场一期北区 1-16 栋）

6东方红二小 云鹤社区 云鹤小区 1 组团（精品园 101--110）



云鹤小区 2 组团（201--214）

云鹤园小区 3组团（云鹤园 301--315）

云鹤小区 4 组团（401--412）

云鹤小区 5 组团（501--510）

云鹤小区 6 组团（601--612）

云鹤小区 7 组团（润和花园 1--22）

南泥湾社区（A） 古田四路 280 号（雅丰园 1--6 栋）

7陈家墩学校

陈家社区

古田路 4号，古田路 8号，

已全部拆迁

陈家墩 1号-32 号，祝家墩 1 号-73 号

龙家墩 1号-61 号，肖家墩 250 号 1-4 单元，肖家墩 114 号-115 号

肖家墩 19 号-23 号、25 号-26 号，肖家墩 28 号-70 号、80 号-100 号、109 号-180 号，古田路 18 号

肖家墩 1-18、24、27-57、72-80、101-108 号，200 号 1-2 单元，古田路 22 号 1-4 单元

古田路 28 号 1 栋 1-6 单元，2 栋 7-10 单元，古田路 28-1～28-33，古田路 30-1～30-38，古田路 32 号（3层

楼）

肖家墩 280 号 1 栋 1-4 单元、2栋 5-8 单元、3 栋 9-12 单元、4栋 13-15 单元 梅艳小区、管煤小区

古田路 2号 1栋 1-4 单元，古田路 2号 2-10 号，祝家墩 1-1-64 号 已拆迁

古南社区

古田南村 1-148 号（陈家墩小区 1-53 栋）

古田南村 149 号（怡景北苑 1-3 栋，共 7个单元）

古田南村 150 号（怡景南苑 1-4 栋，共 8个单元）

干校村 1-142 号
罗家墩新寓，拆迁还建房，暂无门

牌

8古田路小学

生活社区（A）

古田二路 38 号（旧门牌为古田二路 86 号）、古田二路 48 号（1-4），古田二路 92-96 号

古田二路 50 号（1-24）（不包含 50-25~32 的 6 栋原武药宿舍）

古田路 51 号、52 号、53 号、54 号、55 号 古田路 52、54 号为经营门店，无住

户

古田路 56 号（1-2）

古田路 58 号

古田路 66 号

易农街 4号--24 号（双号）

辛家地 2号---400 号（双号） 辛家地 238-400 号（双号）已拆迁

生活三村 140、141 号 生活三村 140 号已拆迁

万人社区（A）

生活三村 1 号-125 号

生活三村 127 号-133 号 生活三村 127-133 号，现仅存 131

号

生活三村 137 号、138 号（南玻还建房）

生活三村 139 号-142 号（精密宿舍） 139-141 号已拆迁

生活三村 143 号、144 号（砂轮宿舍）



生活三村 145 号、146 号、147 号（桥汽宿舍）

生活三村 149 号（华胶宿舍）

生活三村 183 号

生活三村 197 号

易农街 1-25 号（单号） 易农街 1-25 号（单号）现仅存 9 号

易农街 27-73 号

古画社区(A) 古田二路 24 号、26 号、28 号、30 号，古田路 46 号（康怡苑），古田路 63 号

古田社区 古田二路 1 号-37 号（单号），古田二路 4 号-30 号（双号），古田路 38 号、40 号、42 号、54 号

9南垸坊小学

万人社区(B) 解放大道 38 号-44 号（双号）

古三社区

古田三路 5 号、13 号

辛家地 1号-145 号（单号）

解放大道 46 号、48 号，解放大道 66 号（融侨锦城）、

生活社区(B) 农利村农业户口、古田二路 50-（25-28）（原武药宿舍）、古田二路 50-（29-32）（原武药宿舍）

10 崇仁汉滨小学

罗家墩社区
罗家墩 547 号-597 号，罗家墩 123 号，古田三路 1 号、古田三路 3号，古田路 68 号-88 号（双号）（含广电

江湾）,罗家墩 307 号-311 号

古画社区(B) 古田路 67 号（东方花城），古田路 65 号、69 号(内燃宿舍)

军院社区 罗家墩 122 号，三院路 2 号-7 号，三院路 2 号附 1号，古田二路 2 号 A 栋、B栋

红星村农业户口，永利村农业户口

11 辛家地小学

古二社区 解放大道 45 号-55 号（单号）

汉口春天社区 电台村 1号-50 号，解放大道 109 号，解放大道 63 号-77 号（单号），赛达国际

解放大道 63 号、65 号、67 号、69

号已经拆除。现还有解放大道 71 号、

73 号、75 号、77 号。

新华社区 肖家地 1号-550 号，下铁路大厂 1 号-150 号，解放大道 123、125、127、129、131、145、211 号

公安社区（A） 解放大道 86 号，古田三路 4、6号

千禧城（新建）

12 博学小学

博学社区（A） 汉西三路 69 号（华鼎丽都国际）

南泥湾社区(B)
汉西三路 77 号（中民长青国际），汉西三路特 1 号（动物检疫站宿舍），古田四路 66 号（建荣嘉园），幸福

里（新建），广电荣荟（新建），君奕家园（新建）、永利新城（新建）

曾家社区（A）

解放大道 233 号、235 号、237 号、239 号(联发九都府)，古田四路 27 号(长华公寓)，古田四路 41 号、43 号(武

汽宿舍，东鸿小区 2，3 号门）、古田四路 45 号(东鸿小区 1 号门)，古田四路 49 号，解放大道 213 号(楚天大

厦)，解放大道 215 号(商储小区)，解放大道 219 号(水利厅小区),古田四路 33 号、35 号、37 号

古四社区（A） 古田四路 32 号(古田帝园)，南泥湾大道 128 号（中民长青里），古四侧路 1 号

13 韩家墩小学

古五社区（A）
解放大道 331 号、古田五路 1 号、3 号、5 号（三星公寓）、7 号、9 号、11 号、13 号、17 号（古田五路 17

号只限原长汽厂职工直系子女或第三代子女）

古四社区（C）
古田四路 24 号、古田四路 26 号、古田四路 28 号、古四侧路 2 号、古四侧路 3号、古四侧路 4 号（公客宿舍）、

仪表宿舍、解放大道 329 号（武柴宿舍）

曾家社区（B）
解放大道 217 号（电信小区）、古田四路 17 号、古田四路 19 号、古田四路 23 号、古田四路 29 号、古田四路

33 号、古田四路 35 号、古田四路 37 号（古田四路 33、35、37 号只限原轻机厂职工直系子女或第三代子女）



公安社区（B）
古田四路 3 号、古田四路 5 号（西江月小区）、古田四路 9号（紫薇花园）、解放大道 92、96、102、104、

106、108、110 号

博学社区(B) 汉西二路 5-301 号（单号）、木箱厂宿舍

四新社区（A） 解放大道 134 号（只限原水泥制管厂职工直系子女或第三代子女）

南泥湾社区(C) 弘鑫花园

南国洺悦府（仅含原对口拆迁还建）

14 山鹰小学

古四社区（B) 解放大道 309（香港映象）、解放大道 319（香港映象）

古五社区(B) 古田五路 17 号（东源小区，7 栋，含非原长汽厂职工直系子女或第三代子女）

第一栋古田五路 17-68 至 17-71

第二栋古田五路 17-72 至 17-75

第三栋古田五路 17-76 至 17-78

第四栋古田五路 17-79

第五栋古田五路 17-80

第六栋古田五路 17-81 至 17-83

第七栋古田五路 17-84 至 17-85

博学社区（C） 汉西一路 49 号（保利香槟国际 1--9 栋）

南国洺悦府（新建）

15 实验小学

简易社区

简易新村 1-44 号，解放大道 180 号 1-14 栋（外贸小区）、解放大道 182 号 1-10 栋（鄂航宿舍），解放大道

184 号 1-2 单元，简易路 67 号 1-5 栋，简易路 121 号 1-3 单元，简易路 85 号 1-3 单元，简易路 87 号 1-7 单

元，解放大道 186 号 1-6 单元

四新社区（B）
汉水熙园 1-18 栋，新明小区 1、2、3 栋，解放大道 172 号（博学仕府 1-9 栋）、简易路 39 号、简易路 45 号，

简易新村 45-50 号，韩家墩 50 号，解放大道 134 号

综合社区（A）
左岸美邻、简易路 24、26、28、30 号（桂苑西村），简易路 50 号（探矿宿舍）、简易路 52 号、简易路 61

号、简易路 77 号、简易宿舍 678 号，丽水康城（新建）、盛世滨江（新建）

16 水厂路小学

新合社区（A）
解放大道 355 号-399 号（单号），汉西一路（双号）2 号、4 号、6 号、8 号、10 号、12 号、14 号、16 号、

18 号 AB 栋、20 号、24 号

综合社区（B）
建一路 33 号-41 号（单号），建一路 45 号，47 号，51 号，55 号，丽水康城（原建一还建）

简易路 54 号-60 号（双号），解放大道 200 号-224 号（双号）

水厂社区

解放大道 248 号， 建一路 8 号、10 号、12 号、14 号

水厂一路 3至 7号，水厂一路 48 至 63 号，烟厂巷 1 至 4号，烟厂巷 32 至 39 号，烟厂巷 52-67 号，沿河大道

399 号（融侨锦江共 12 个单元），水厂上街 170 号（12 至 14 单元），水厂上街 171 号

17 新合村小学

博学社区（D） 汉西二路 303 号-465 号（单号） 含原知青返城搭建私房区域

汉西社区
汉西一路 97 号-99 号(机电宿舍)，汉西一路 70 号-90 号(铁路宿舍)，汉西一路 87 号-93 号(正达物流宿舍),

汉西二路 54-148 号(双号)
含原知青返城搭建私房区域

新合社区(B)
电源村 3 号-224 号，汉西一路 26 号--70 号(双号），新合村 1 号-154 号，建设大道 1 号-99 号（单号），解

放大道 401 号
电源村 205-216 号正在拆迁

变电社区（A）
新合东村 1 号-341 号

新合后街 1 号-135 号 ，建设大道 8号-120 号（双号）

18 崇仁路小学 丰竹园社区
丰竹园 101-107 栋，丰竹园 108-113 栋，丰竹园 201-205 栋

丰竹园 406-408 栋，丰竹园 301-310 栋，丰竹园 401-405 栋、丰竹园 501-505 栋



常码头 754 号 A、B 两栋 共 4个单元（蕾丹妮公寓）

发展大道 33 号 2栋 6单元（省新华书店宿舍）

常码头 453 号 1 栋 4个单元（市电车公司宿舍）

常腾街 7号 1栋 4 个单元（电信宿舍）

裕和公寓-无门牌 1 栋 5 个单元

19 汉西小学

金阳社区
下双墩 1-340 号，汉西北路 10、12、14、16、18、20、22、24、26(一个单元 8 层楼)，汉西北路 36 号，汉西

北路 44 号(4 个单元 6层楼)

发展社区
发展一村 1号-98 号，发展一村 197-1-13 号（汉西花园），汉西北路 197 附 18 号，汉西北路 205-6-21 号（蓝

天宿舍），汉西北路 102-1-9，汉西北路 211-1-16（空军四站一部分）

双墩社区

汉西北路 193 号，汉西北路 73 号；汉西一村 18-34 号，汉西一村 35-52 号，汉西北路 31、35 号，汉西北路

37 号，汉西北路 39 号，汉西北路 41-1 号，汉西北路 45-1 号；汉西北路 51 号，汉西北路 67 号；建设大道 101

号

汉西村农业户口 、华鼎尚都（新建）、兴华尚都（新建）

20 常码头小学

井南社区
发展二村 1号-69 号，汉西北路 259 号（集装箱宿舍），发展大道 34 号（金山公馆）、发展大道 36 号（武警

宿舍）、发展大道 38 号（市政工程）、发展大道 40 号（铝制品宿舍），常码头特一号（轮渡宿舍）

发展二村 1-3、10、11、17-19、57-59

号已拆除,汉西北路 259 号（集装箱

宿舍）待拆除。

常码社区
发展三村 1-101 号；发展大道 25 号（省农委宿舍）,发展大道 27 号（市新华书店）,发展大道 29 号（交警宿

舍）；常码头 449 号（市药材宿舍）；常码头村 1-804 号；发展大道 1、3、5、7、9、11、13

发展三村 1-10 号，50-56 号，101

号已拆除；常码头村 1-804 号，发

展大道 1、3、5、7、9、11、13 现

已经全部拆迁。

常码头特 2 号（九通宿舍）；汉西路 168 号、汉西北路 211 号、213 号、238 号（空军四站宿舍）

21 东方红小学

（西区）

汉水桥社区（A）

汉水四村 315-426 号（原火柴宿舍）

汉西巷 1 号-4 号、汉水四村 101 号

-245 号（3604 厂一致划归长征小学

对口服务范围）

汉水四村 358 号-1~4（原区城管局环卫宿舍）

汉水四村 301-314 号（原压缩件厂宿舍、私房 1 栋）

汉西路 146 号（金属物资回收厂宿舍）

汉西巷 68 号（鑫海花园）

汉西巷 6-14 号（硚建宿舍）

汉西巷 15 号（弘西花园）

海工社区

解放大道 717 号（原海一社区）

解放大道 763 号（原海二社区）

解放大道 339 号（个别老户口本未更换的门牌号）

学苑社区(A）

解放大道 845 号（原针织厂宿舍）

汉水新村 1号-15 号（3604 厂土地，

一致划归长征小学对口服务范围）

解放大道 809 号（原搪瓷厂宿舍）

解放大道 777 号（汉宝大厦）

解放大道 759 号（26 中教工宿舍新区）

解放大道 765 号（26 中教工宿舍老区）

解放大道 725 号（翰林珑城）



21 东方红小学

（东区）

营南社区

建设大道 316、318、320、322、324、326 号；营房路 125 号起、129-149 号、151-177 号、179-191 号、193、

197、199 号；建设大道 334、336、338、340、342 号；营房南村 1-44 号；营房六村 1-77 号（单号）、2号-52

号（双号）；营房七村特一号

营房社区

营房一村 1-75 号；营房二村 1-85 号；营房三村 1-31 号；营房四村 1-20 号；营房五村 1-36 号，营房路 58-60

号（6 层），宝丰路 83-85 号（3个门）；宝丰路 101 号（2 个门）；宝丰路 107 号（2 个门），(武监）宝丰

路 81-1-2 号、81-3-5 号、81-6-10 号、81-11-13 号、81-14-17 号、81-18-19 号、81-20-22 号、81-23-26 号、

81-27-31 号

营北社区
营房北村 25-31 栋，建设大道 361-391号，营房北村 19-24栋，营房北村 14-18栋学校宿舍 ，建设大道 393-399

号，营房北村 9-13 栋，营房北村 5-8 栋，营房北村 1-4 栋 ，建设大道 401-429 号

解放社区
解放大道 859-1007 号，营房后街 1-99 号(单号）、2-30 号（双号），营房路 1-27 号（单号）、2-54 号（双

号），宝丰路 1-11 号（单号）、宝丰路 23 号

宝丰社区

宝丰路 2号（糖酒宿舍 1栋 1-3 单元），宝丰二路 2号（1 栋 1单元 7 层），宝丰二路 4 号（1 栋 11 层），宝

丰路 12 号（小合园 1 栋 1-3 单元），宝丰路 1 号（血液中心宿舍 1-4 栋 1-9 单元），宝丰路 3 号（结防所宿

舍 1-5 栋 1-13 单元），宝丰路 20 号（武机宿舍 2 栋 1-4 单元），宝丰路 56 号（工业局宿舍 1栋 1-2 单元）；

宝丰路 58 号（工业局宿舍 1 栋 1-2 单元），宝丰路 33 号（牛奶宿舍 1 栋 1-3 单元），宝丰路 116 号（永红幼

儿园宿舍 1-2 栋 1-4 单元），宝丰路 5 号（一师宿舍 1-2 栋 1-4 单元），宝丰路 24 号（材保所宿舍 1 栋 1-3

单元）；解放大道 1045 号（宝丰时代 1 栋楼 30 层），宝丰路 32 号（宝丰人家一栋 2个单元），宝丰二路 7、

9、11、13、15 号，宝丰二路 30-124 号（双号）

宝地社区

宝丰二路 35 号(1 个楼栋 1 个门栋)、宝丰二路 128 号(2 个楼栋 6 个门栋)、宝丰二路 63-65 号(1 个楼栋 2 个

门栋)、宝丰二路 85-87 号（1个楼栋 2 个门栋）、宝丰二路 93-95 号（1 个楼栋 2 个门栋）、宝丰二路 130-162

号、宝丰二路 37-59 号、宝丰二路 67-83 号；航空路 17 号（2 个楼栋 3 个门栋），航空路 15 号（7 个楼栋 24

个门栋；15 号红房子 15 个楼栋 15 个门栋）；建设大道 402 号（5 个楼栋 11 个门栋）；宝丰路 48 号（1 个楼

栋 2个门栋）；宝丰路 66 号（1个楼栋 1个门栋）

公路社区

公路局 28 栋 1-4 号；3 栋 5-6 号（附 3 栋 31 号），公路局 2 栋 9-11 号；1 栋 12-14 号，公路局 22 栋 16-19

号；23 栋 20-24 号；20 栋 25-26 号；19 栋 27-29 号，公路局 4 栋 32 号（附 4 栋 33 号）；公路局 5 栋 34 号

（附 5栋 35-36 号）；公路局 6 栋 37 号；7 栋 38 号，公路局 8 栋 39 号（附 8 栋 40 号），公路局 9 栋 42 号；

10 栋 43 号；11 栋 44 号；24 栋 45-46 号；21 栋 47-49 号；25 栋 50-51 号，26 栋 52-54 号；27 栋 55-57 号；

29 栋 58-59 号，公路局 12 栋 65-67 号；13 栋 68-69 号；30 栋 70-71 号；31 栋 72-73 号；32 栋 74-76 号，33

栋 77-79 号；34 栋 80-81 号；35 栋 82-83 号；36 栋 84-85 号

22 长征小学

阮家台社区

解放大道 276 号或汉宜路 18 号（硚宫宿舍）、解放大道 278 号（华汉广场），汉宜路 46 号、汉宜路 166 号（硚

口管理处）， 阮家台 1号-30 号，阮家台 31 号（铁路小区，13 栋），阮家台 161 号-165 号、168 号-169 号，

沿河大道 356 号（中原羽毛球馆内），阮家台特一号

汉宜社区

解放大道 290 号-308 号，汉宜路 200 号-448 号（双号），汉宜路 143 号-319 号（单号），皮子正街 1 号-89

号（单号）

解放大道 306 号-346 号 仁寿路 1号-11 号（单号） 仁寿路 2 号-46 号（双号），仁寿 1 巷-5 巷 仁寿新村

1 号-7 号 皮子后街 1号-154 号

营前社区（A）

解放大道 510 号-562 号，仁寿路 301 号-359 号（单号），硚口路 113 号-227 号（仁硚新村 东辉小区）

解放大道 460 号-508 号， 仁寿路 162 号-170 号（双号），仁寿路 224 号-300 号（双号）， 营房 1街-4 街 ，

营房前街（全部），双厂巷 67 号（含特一号小区）



汉水桥社区（B）
汉水四村 300 号以下（3604 宿舍 9 栋和 10 栋）， 解放大道 667 号-669 号，汉西巷 1号-5 号（3604 宿舍 11

号楼，不含火柴宿舍）,汉西巷 28 号（3604 宿舍）

仁寿社区（A） 解放大道 348 号，解放大道 358 号-384 号（仅限原四厂联小子弟），解放大道 386 号（金叶大厦）

学苑社区（B） 汉水新村 1 号-15 号（3604 厂土地）

23 东方红小学（南区）

仁寿社区（B）
解放大道 358 号 1-11 门（武机宿舍），解放大道 384 号 1-25 门（武机宿舍，不含武机职工子弟），仁寿路

3-223 号（包括武烟宿舍，不含武烟子弟），仁寿路 165-199 号

营前社区（B） 仁寿路 225 号－297 号（单号），硚口路 125 号

皮子街社区
锅厂台 1号-448 号，皮子街 1－139 号，双厂巷 44－63 号，仁寿路 48 号－152 号(双号），皮子正街 2 号－84

号（双号），银河小区（1-10 栋）、丽江新居（1栋）

牌楼社区 越秀星汇（新建）

24 中山巷小学

劳动社区（A） 沿河大道 270 号-280 号

兴隆社区

兴隆北巷 1 号-102 号（除去 24 号）、汉中西路 1 号-95 号（单号）、唐家巷 1 号-35 号，长堤街 14 号-114

号、硚口巷 1 号-79 号、汉正街 1 号-100 号、汉中西路 2 号-68 号（双号），沿河大道 299 号、300-301 号、

305-307 号、321 号、322 号、323 号、红英巷 2-26 双号、红英巷 1-19 号单号、卡房巷 1-4 号

25 义烈巷小学

劳动社区（B）

沿河大道 281-294（顺号），汉正街 102-176（双号），汉正街 101-225（单号）福茂巷 1-8（顺号），夏家巷

1-47（顺号），劳动里 1-4（顺号），清远一巷 1-10（顺号），清远二巷 1-11（单号）,2-28（双号），清远

三巷 1-37（单号）,2-32（双号）, 汉中西路 97-143（单号）,108-122（双号），长堤街 116-162（双号），

汉中西巷 1-97（单号）,2-76（双号）,天宝北巷 27-32（顺号），唐家巷 2-32（双号），谢家小巷 1-11（顺

号），汉中西路 124-168（双号），长堤街 164-194（双号），天宝北巷 1-26（顺号），福寿村 1-21（顺号），

红安村 1-40（顺号），静室巷 1-39（顺号），清远四巷 2-22（双号）,13-39（单号）, 汉正街 191-225（单

号），汉中西路 170-198（双号）,175-233（单号） 长堤街 196-216（双号），汉宜里 1-35（单号）,2-28（双

号），静室巷 2-142（双号），静安里 1-9（顺号），义烈巷 1-197（单号）

居仁社区

长堤街 218-234（双号）,297-375（单号）、汉正街 227-273（单号）, 义烈巷 2-174（双号）,安定巷 1-161

（单号）,天声巷 1-72（顺号）, 中山大道 164-190（双号）,黄家北巷 1-14（顺号）,花园北巷 1-16（顺号）,

崇仁路 75-97（单号）

军工社区（A） 长堤街 135-295（单），勤工院 1-103（顺号），中山大道 46-162（双号）

尚义社区

汉正街 178-290（双号），沿河大道 253-281 号（单号），汉水巷 2 号、8 号，凌霄大巷 1-11（顺号），凌霄

小巷 1-6（顺号），崇仁南路 1-31（顺号）， 存留巷 3-18（顺号），花园南巷 1-28（顺号），黄家南巷 2-11

（顺号）， 黄家巷 3-17（顺号），钱板巷 2-21（顺号），汉水街 1-11（顺号），蔡家巷 1-11（顺号），杨

家大巷 1-13(顺号）

爱国社区

长堤街 236-284、274-1、284-1，安定巷 80-200，汉中路 1-15，长堤街 286-286-2，汉中路 6-36、17-39，爱

国一巷 27-39，安定巷 2-78，汉正街 275-297，廖家巷 1-52，吴家小巷 1、2、4-40，谢家大巷 1-53、2-20，

爱国一巷 1-25，汉中路 2，汉正街 299-321，吴家小巷 3-54，爱国一巷 2-36，爱国三巷 1-8，崇仁路 41-63，

汉正街 323-341

26 太平洋小学

汉水社区 汉水一村 1 号-225 号 已拆迁

申新社区 铁桥路 1号-22 号，铁桥北村 2号-136 号，汉水二村 1号-509 号，解放大道 256 号-268 号（双号） 已拆迁

变电社区（B） 解放大道 433 号-511 号（单号），汉水三村 1号-448 号

宗关社区
宗关一巷 1号-61 号，宗关二巷 1 号-65 号，沿河大道 369 号-379 号，沿河大道 367-（1-2）号，沿河大道 366-

（1-46）号，沿河大道 387-（1-5）号，水厂二路 19 号-42 号，水厂下街 66 号-76 号



太平洋社区
太平洋路 1-116 号，汉西路 1-235 号（单号），建设大道 122 号，建设大道 124 号，解放大道 529 号-657 号

（单号），小岔路 1-97 号（原公安宿舍和建材宿舍 1-4 号）

汉西路 68 号（中民仁寿里）、新世界新时代（新建）、御景新城（新建）

27 崇仁寄宿学校
空后社区 解放大道 1063 号、1087 号，宝丰二路 16 号、18 号

硚北社区（A) 崇仁路 225 号-247 号，崇仁路 211 号，崇仁路 253 号

28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

医学院附属小学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同济医院、协和医院子弟

29 建乐村小学

中山社区

玉带二村 1号-32 号、玉带三村 1 号-17 号，玉带三村 231 号-232 号、中山大道 35 号、中山大道 37 号附 1 附

2、中山大道 43a,b,c、中山大道 55 号、中山大道 61 号-69 号、玉带路 1 号、玉带路 13 号-17 号、玉带路 21

号-45 号，玉带路 1-11 号（单号，含裕亚俊园），玉带正街 2 号-112 号（双号），三乐路 6 号

玉带社区

玉带正街 119、121-187、189-211、213-225、245-249、崇仁路 151 号-189 号（单号）、京汉大道 420 号-426

号、京汉大道 428 号、玉带一村 1号-176 号、玉带四村 140 号-142 号、玉带四村 168 号、玉带四村 178 号-200

号

2017 年 6 月拆迁完毕

建乐社区
京汉大道 362 号-366 号（双号）、三乐路 9 号、三乐路 11 号-19 号、三乐路 5-1--5-8、中山大道 23 号-29

号（单号）、中山大道 31-1,中山大道 31-2,中山大道 31-3，建乐村 1 号-36 号、建乐村 96 号

建国社区
建国路 1 号-34 号、97 号-104 号、167 号-176 号、178 号-275 号、277 号-296 号、中山大道 1-1、1-2、5、7、

中山上巷 2 号、硚口路 98 号、中山花园 157-163

友谊社区

中山大道 75-91 号，中山大道 75 号附 1、附 2，崇仁路 89 号-107 号，崇仁路 93 号附 1、101 号附 1、95 号附

1-5,103 号附 1-2,97 号附 1,105 号附 1-5,107 号附 1，玉带路 2-10 号，84 号、86 号，玉带街 68 号-107 号，

集贤村 1-30-278 号

军工社区（B） 中山大道 2 号-20 号、长堤街 11 号-133 号、硚口路 46 号-82 号

硚北社区（B）
解放大道 582 附 1-39 号(同馨二期)、解放大道 584 号(雍豪府)、解放大道 576、578 号(中御公馆)、葛洲坝城

市花园、硚口路 168 号、170 号(城市广场)

30 体育馆小学

硚北社区（C）
站邻街 1号-5 号，站邻街 56、80、97-101、180 号，硚口路 140 号-162 号

解放大道 604 号,解放大道 612 号

站邻园社区 站邻村 1-32 号，宝丰一村 13-17 号，宝丰二村 19-27 号，崇仁路 220、236、256-258 号

3506 社区

解放大道 618 号（烟草宿舍），宝丰街 1 号-11 号(单号）、宝丰街 10 号-26 号、 宝丰街 26 号附 1、宝丰街

27 号附 1-附 4、宝丰街 29 号附 1-附 3，宝丰街 18 号附 1-附 2，宝丰巷 1 号附 1-附 5 号、宝丰巷 2 号附 1-附

5，宝丰二村 1 号-16 号、宝丰二村 28 号-47 号、宝丰二村 17 号附 1-附 5、宝丰二村 18 号附 1-附 4、宝丰二

村 48 号附 1-附 3、宝丰二村 6 号附 1，宝丰三村 15 号-35 号，宝丰三村 53-63 号，宝丰三村 1 号附 1-附 6,

宝丰三村 2 号附 1-附 6,宝丰三村 3 号附 1-附 4,宝丰三村 64 号附 1-附 4

利北社区
利北一村 1-46 号，宝丰街 58 号-78 号（双号），利济北路 151 号、244 号，解放大道 1117-1131（单号），

京汉大道 371 号-399 号（单号），航空路 1、3、5号，青年路 1、3、5 号

祥和社区
宝丰街 33 号-67 号，利北二村 40 号-68 号，利北二村 31-32、70-90 号，利济北路 163 号附 1-8 号， 宝丰巷

4 号附 1-6 号（六十二中宿舍）

31 红旗村小学 荣东社区

荣华东村 1-12 号，荣华东村 16-37 号，荣华东村 38 号（社区），荣华东村 39-51 号，荣华东村 66 号（平房），

荣华东街 20-1，荣华东街 20-2，荣华东街 20-3，荣华东街 22、24、28、30、32 号，利济北路 115-1，利济北

路 115-2，利济北路 115-3，利济北路 115-4，利济北路 115-5，利济北路 85-1，利济北路 85-2，利济北路 85-3，

荣东 101-106 号，荣东 97-100 号，利济北路 123 号(利济北路 117 号-123 号），武胜路 120 号 1-6 单元、武



胜路 122、124、126、128、130 号

学堂社区
中山大道 183-209 号，下荣华里 1-27 号，学堂墩子 1-122 号（含金海名都），利济北路 1-71 号（单号），利

济西巷 1-22 号

人信汇（新建）

32 行知小学

汉中社区
长堤街 388 号-410 号（双号），武胜路 83 号-87 号（单号） , 汉中路 91 号-107 号（单号）, 汉中路 126 号

-138 号 ,大通巷 38 号, 汉正街 403 号、405 号、407 号（江山如画四期）, 汉中路 76、78 号（江山如画六期）

长寿社区

武胜路 87-91 号， 长堤街 447 号-473 号（单号），长寿桥 1 号-143 号

长堤街 465 号-473 号（单号），操场角 2号-12 号（双号）

中山大道 192 号-242 号（双号），崇仁路 74 号-84 号（双号），长堤街 377 号-463 号 ，上闸口 1 号-39 号（单

号）,上闸口 2 号-46 号（双号），操场角 1 号，操场角 3 号，崇仁下巷 1号-15 号

马家社区

长堤街 292 号-350 号（双号），汉中路 43 号-79 号（单号），汉中一巷 1 号-20 号，居仁巷 1 号-4 号，汉中

路 71 号（江山如画 5 期 6 栋）、汉中路 69 号（江山如画 5期 7栋）

汉正街 343 号-395 号，汉正街 401 号（405 号），汉中路 38 号-68 号（双号），义盛巷 1 号-12 号，益寿巷 1

号-13 号，光裕巷单号、双号，油坊巷 1 号-15 号（单号），油坊巷 2 号-34 号（双号），朱家北巷单号、双

号，李家小巷 1 号-4 号

万兴社区

汉正街 294 号-360 号，沿河大道 233 号-243 号，崇仁路 2-42 号，华林巷 1-23 号，万兴巷 1-20，文家巷 1-8

号，天太巷 1-28 号，朱家一巷 1-24 号，朱家二巷 1-7 号，春森巷 1-17 号，红砖巷 1-18 号

汉正街 362-410 号，沿河大道 228-231 号，汉水街 43-55 号，至公巷 1-24 号，豆腐巷 1-30 号，九塆巷 1-30

号，九康里 1-14 号，久新巷 1-20 号，三善巷 1-23 号，千太里 1-16 号，至公一巷 1-24，至公二巷 1-22，白

家一巷 1-21

汉正街 412-456 号，沿河大道 220-227 号，武胜路 1-3 号，汉水街 57-75、28-36 号，三善下巷 1-6 号，板子

巷 1-10 号，元茂巷 1-15 号，彭家巷 1-13 号，三善巷 2-38 号，知深巷 1-3 号，谦泰里 1-16 号

33 井冈山小学

集贤里社区
武胜西街 59-61 号，集贤北苑 87-100 号，电车村 1-8 号 9-11 号 22-23 号，集贤里 1-33 号、34-61 号、64-66

号、132-162 号，崇仁路 148 号、150-182 号，崇仁小路 1-2 号，铁路宿舍 1-48 号，武胜西街 1-5 号

幸乐社区
幸乐村 1-33 号,幸乐一村 5-6 号、13 号（华通花园 ）17-18 号、19 号、21 号，幸乐二村 1-24 号， 武胜西街

8 号（爵士家园），武胜西街 4号，中山大道 137 号、141 号、143 号（金利屋）
幸乐一村23号-88号是拆迁空挂户。

荣华社区
集贤路 1-57 号（单号），崇仁路 88-116 号（双号），崇仁小路 3-205 号，崇仁小路 3-8（书香苑），集贤一

村 1-80 号，中山大道 113 号，武胜西街 2 号，集贤路 35 号（井冈名苑）

荣西社区 武胜西街 63，65，67，69 号，荣华西村 1-48 号、53 号，荣华西村 55-59 号

武胜社区

武北新村 1-13 号（黄金公寓、武北新村、武北公寓），地质村 1-7 号（集贤公寓），地质村 25-28 号（集贤

雅苑东苑）， 地质村 29-34 号（集贤雅苑南苑），地质村 12、14、15、17-20、35-39 号

已拆迁：幸福二村 1-20 号,22-23 号， 地质村 21-24 号， 中山大道 159、161、165、167、175， 武胜路

99-1,99-2,99-3,99-4， 幸福一村 1-5 号，幸福一村 6-41 号（16、17、18、30 已拆迁）

原武胜路 101、103、105 已拆迁，

现还建地址为武胜路 101。

人信汇（仅含原对口拆迁还建）

34 星火小学

旌德社区（A） 多福路 117 号，多福路 47 号，新火路 52 号，新火路 38 号，新火路 6 号，新火路 24 号，新火路 66 号

多福社区
多福巷 1 号-151 号，多福一巷 1 号-68 号，保寿巷 2号-100 号（双号），保寿巷 1 号-129 号（单号），燕山

巷 2号-230 号，长堤街 911 号-989 号
2012 年已拆迁



燕山社区
胡正里 11 号-25 号，燕山巷 51 号-253 号 ，燕山巷 138 号-198 号，多福路 135 号（宝善小区），宝善街 16-62

号，长堤街 723-737 号 （2个小区），中山大道 364 号-384 号

中山大道 364 号-384 号已拆迁，燕

山巷 83.85.87.89.91.155.157-177

号正在拆迁，胡正里 23 号(附

23.24.25.26)正在拆迁

永茂社区（A）
老三镇永福门，老三镇永禄门，老三镇永寿门，老三镇永喜门，老三镇永财门，老三镇永吉门，老三镇永祥门，

老三镇永庆门,大夹街 16、18 号

全新社区 大夹街 109，大夹街 111 号，全新街 1-23 号、汉正街 695 号（汉正花园、中心商城）

35 宝善街小学

永茂社区（B） 树德巷 1号-14 号

永庆社区

长堤街 589 号-721 号 （单号），宝善街 1 号-75 号（单号），永庆里 1号-18 号，永庆街 1号-45 号（单号），

永庆街 2号-44 号（双号），永庆巷 1 号-28 号，永庆一巷 1 号-30 号，永庆二巷 1 号-15 号，永安巷 1号-99

号（单号），永安巷 2号-66 号（双号），安乐巷 1 门-12 门， 安乐巷 13 号-30 号

旌德社区（B）

广货巷 14 号-20 号（双号），广货巷 23 号-35 号（单号），大夹街 35 号-43 号，大夹街 61 号-97 号，雅瑞巷

16 号、19 号、22 号、26 号，体仁巷 21、22、23、25、34、36、38、40 号，光辉巷 1 号-103 号，三曙街 65

号-81 号，长堤街 502 号-590 号（双号）、长堤街 634、636、638，凌云里 1 号-6 号，旌德巷 4 号-90 号（双

号）、旌德巷 1 号-57 号（单号），旌德一巷 1 号-57 号（单号）、旌德一巷 2 号-26 号（双号），旌德二巷 1

号-11 号，大火路 1 号-97 号，远安里 1 号-7 号，慎余里 1号-6 号，张家巷 1号-25 号（单号），张家巷 2号

-52 号（双号），张家后巷 1 号-20 号

36 汉正街小学

石码社区

沿江大道 202 号，利济路 2号，利济路 4号

利济路 6号，利济路 8号，石码正巷 95 号，汉水街 207 号

汉水街 209 号，汉正街 608 号，汉正街 618 号

五彩社区

汉正街 658-678 号，沿河大道 184-189 号，五彩正巷 1号、15-123 号、16-110 号

五彩三巷 1 号-37 号、16-48 号，五彩四巷 1 号、2号、4 号、6号、8 号，五彩五巷 1 号-15 号、2 号-8 号

五彩七巷 4 号，五彩八巷 1-13 号，石码正巷 12-150 号

石码头右一巷 1-31 号、2-48 号，石码头右二巷 1、39 号、2-54 号，石码头右三巷 1-13 号、2-34 号

汉水街 144-176 号，儒祥里 1、3、5、7、9、11、13 号，宝裕里 1、3、5、7、9 号，茯苓巷 6-8 号

宝庆社区（A） 汉正街 758 号 1-8 门

永宁社区 正在拆迁

37 安徽街小学 新安社区（A）

六水街 1-19

守根里 1-5

长堤街 852-918

晒台街 1-45

公寿前街 1-14

公寿后街 1-18

横堤上街 1-87(单号)

38 新安街小学 药王社区

长堤街 820 号-850 号(双号)，全新街 2 号-56 号(双号)，药帮二巷 1-21、2-52 号，怀安一里平房 1-9 号、B

栋 10-14 号，怀安一里 A 栋 15-20 号，药帮大巷 1-27 号、2-34 号，肇隆里 1 号-6 号(顺号)，药帮三巷 1号-14

号(顺号)，六水街 4-13 号、20 号二色宿舍，药帮一巷 1-35、2-18 号，元宁巷 1 号-7 号(顺号)，新安街 1-47

号(单号)，顺德巷 1 号-13 号(顺号)，大生巷 1-20 号、21-43 号，幼南里 1 号-24 号(顺号)，大夹街 133 号-209

号(单号)，九如巷 16-24、29-37 号，柏家巷 1 号-14 号(顺号)，新安后街 1-57 号(顺号)



大新社区

汉正街 735-841 号（单号），大夹街 90-222 号（双号），大新街 1-27 号(单号）、2-20 号（双号），九如巷

1-27（单号），2-14（双号），中芬里 1-7 号（单号）、2-14 号（双号），升基巷 1-25 号（单号）、2-6 号

（双号），万顺一巷 1-2 号，万顺二巷 1-4 号，怡步巷 1-15 号（单号）、2-6 号（双号）

社区内流动人口办理居住证地址

为：汉正街 777 号 1 栋 X 单元

新安社区（B)

药帮大巷 36-66 号（双号），新安街 2-48 号（双号），新安巷 1-13 号（连号），天成里 2-11 号（双号），

人和街 1-25 号（连号），大夹街 211-257 号（连号），同丰巷 1-20 号（连号），江口巷 1-35 号（已拆），

大陶家小巷 1-10 号（已拆）

宝庆社区（B）

汉正街 782-876 号，大新里 1-13 号，仁太里 1-13 号，上河街 1-89 号（单号）、2-74 号（双号），沿河大道

90、95、105、108、109 号，大新码头 42-74 号（双号），3-49 号（单号），肖家坊 24-35 号，全记巷 2-32

号（双号），1-47 号（单号），恒源里 1-35 号（单号），2-48 号（双号），同兴巷 1-35 号（单号），2-24

号（双号），敦仁里 1-19 号（单号），2-22 号（双号），汉瀛巷 1-17 号，大新左巷 7、9、11 号、2-16 号（双

号），大新右一巷 1-16 号，大新右巷 1-4 号、10-12 号 19-23 号，；恒生里 1-3 号，自给里 1-5 号，愚庄里

1-4 号，聚福里 1-5 号，姜家巷 32-38 号（双号），紫阳巷 1-37 号、2-48 号，同益里 2-8 号（双号），惠安

里 1-7 号，抱质里 1-7 号，谦善里 1-41 号（单号）、2-30 号（双号），俊杰里 1-10 号，广福正巷 1-35 号（单

号）、2-38 号（双号），广福一巷 9-11 号（单号），广福二巷 1-17 号（单号）2-18 号（双号），广福三巷

1-19 号（单号）、2-22 号（双号），广福四巷 1-15 号（单号）、2-14 号（双号），新河巷 33-35 号（单号），

新河坊 2-12 号（双号),板场街 54-62 号（双号），板厂一巷 7-22 号，板厂二巷 1-33 号（单号）、2-28 号（双

号），板厂三巷 1-12 号，下河街 3-20 号，宝庆正街 10-76 号（双号），宝庆二街 1-41 号，宝庆三街 1-51

号，宝庆一巷 1-10 号，宝庆二巷 1-7 号，宝庆三巷 1-59 号，宝庆四巷 1-16 号，宝庆码头 1-12 号，宝庆下码

头 1-22 号，聚仙巷 1-33 号（单号）、2-18 号（双号）

39 南阳村小学

利济社区

长堤街 442-500（双号），长堤巷 1-3，存仁巷 24-52（连号），育英正巷单号 1-29，育英正巷双号 2-40，育

英下巷 1-15（连号），汉中路单号 135-261，树德村 1-2 号，四知里 1-2 号，同清里 1-8 号，庆传里 1-14（连

号），怡庆里 1-15（连号），创新巷单号 1-19，2-8（连号），创新一巷单号 1～35，2-12（双号)，创新一

巷副 7 号，创新二巷 1～12，创新三巷 1～11，创新四巷 1-25，利济巷 1-28（连号），利济路单号 87-115 号

红燕社区
红燕巷 1-19，红燕一巷 1-56，红燕二巷 1-41，红燕三巷 1-62（双号），红燕四巷 1-21，长堤街 521-587，利

济路 155-209，中山大道 244-340 号，红福巷 1-3

万安社区

沿河大道 214-219，沿河大道 206-213 号。武胜路 2-10（无 8 号），汉正街 452-512，万安巷 2-18 号，万安

巷 1-17，19-59（已经拆迁），万安巷 61-63，邱家巷 35-49,瑞祥里 1-19,2-14，小泉隆巷 2-17，大泉隆巷 1-31，

2-40，江汉桥巷 1-9,2-12 号，利济路单号 1-23 号，新厂巷 1-5 号，新厂一村 9-25 号，新厂二村 1-6 号，安

乐下巷 1-9 号，安乐上巷 1-15 号，2-28 号，解放正巷 1-65,2-52，解放一巷 1-27,2-26 号，解放二巷 1-24

号，竹牌巷 1-24 号，小新下巷 1-9 号，小新巷 1-33,2-28 号

（备注:徽州巷，向阳巷，牌楼巷，

又新里，笃庆东里，邱家巷 1-34 已

经拆迁）

共和社区
存仁巷 2-22 号(双号)，共和巷 1 号-15 号，恒益巷 1-12 号，汉中路 176-208 号，东富 C、D、E、F 栋，庆丰

里 1-12 号，汉正街 519-571 号

存仁社区

淮盐巷单号 1-37 号，双号 2-16 号。长江巷单号 1-33 号，双号 2-20 号。汉庆里 1-17 号。存仁巷单号 1-19

号，37-77 号，武胜路双号 2号，16-22 号。管家小巷 1-8 号，管家大巷 1-3 号，九连巷 1-4 号，惠安里 1、2

号，汉中路单号 109-133 号，146-162 号，汉正街单号 465-517 号，长堤街双号 414-440 号，益寿里 1-4 号

竹牌社区

解放正巷 56-72 号，解放正巷 67-97 号，汉正大厦 6-23 号，汉正街 516-606 号，汉水街 111-167 号，利济南

路 25-35 号，竹牌巷 26-54 号、25-37 号，万安巷 18-46 号、万平巷 1-14 号，花翎巷 1-23 号，小新巷 37-47

号，久成巷 1-31 号、2-24 号，厚善里 1-4 号，崇德里 1-9 号，光裕里 1-11 号，久章巷 1-34 号，安吉里 1-4

号）

40 崇仁二小 宝善社区 中山大道 259 号 1-7，中山大道 253 号 1-6，宝善巷 1-132 号，三圣巷 78-234 号，新路 30-80 号（双号）（老



门牌），游艺西巷 32-80（双号）（新门牌）

顺道社区

游艺西巷 32 号-80 号（双号）、31 号、顺道街 23-29 号（二层楼）、71 号、顺道街 121 号，中心嘉园（京汉

大道 528 号 1-5 栋），利济北路 132、134、138、140、142、144、146、148 号，游艺西村 1-7 号 顺道街 25、

27、29 号，顺道街 23 号 1-4 单元，顺道街 65、67、69、71 号

自治社区
自治新村 1-100 号，顺道街 4-6 号、8、14、30 号、32-64 号，利济东街 1-29 号、利济北路 56-80 号、顺道街

2、10、12 号，自治 103 附 1 号-14、16 号

慈善社区
慈善巷 1-125 号，三圣巷 1-77 号，利济东街 2-8（双号），利济北路 2-46（双号），利济北路 48-56（双号），

中山大道 211-235 号，游艺西巷 1-30 号、中山大道 219 号

民意社区 民意四路 1-25 号，中山大道 261-293 号，游艺路 2-14 号，游艺东巷 2-48 号

南巷社区

六角南巷 1-169 号，顺道街 144-176（双号），民意四路 53-113（单号），利济东街 137-207（单号），游艺

东村 20-46（双号），利济东街 78-100（双号），游艺路 13-16 号，顺道街 146-1 至顺道街 160 号；顺道街

166-1、166-2、162-5、民意四路 113-1、113-2、113-3；民意四路 63、65、67、69、71、89-8、89-9、89-10、

91、93、95、89-1、89-2、89-3；南巷 1-158 号；利济东街 179-207 号；南巷 163、164、165、166、167

六角社区

六角北巷 1-36 号，民意新村 1-42 号，顺道街 161 号（1-8 单元），顺道街 165-1 号，顺道街 165-2 号，顺道

街 153--159 号，民意四路 135 号（1-4 单元），民意四路 141-147 号，顺道街 171 号（1-3 单元），南巷 159-162

号；利济东街 137-177 号；民意四路 53--55 号；利济东街 78-118 号；游艺路 13-18 号；金成世家 4 个单元

13-16 号

游艺社区
利济东街 10-76 号，利济东街 101-133 号，游艺路 22-60 号，游艺路 61-191 号，游艺村 1-18 号，跃进村 1-30

号，游艺西村 8-13 号、15-31 号

41 团结小学(水厂路小学

团结校区）

天顺园北社区 天顺六村--天顺十村

团结社区 团结佳兴园(古田二路长风路 39 号）、景明花园（丰华路 51 号）

丰美社区 城市广场一期南区（A区丰美路 100 号、B 区长丰路 35 号、C 区长丰路 36 号、D 区长丰路 38 号）

备注： 部分小区尚无门牌号码及对口社区，区教育局按照“相对就近”的原则统筹安排适龄儿童入学，确保辖区内适龄少年儿童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