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人：李倩   联系电话：62774004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西康路1288弄（光明城市）
澳门路660弄
陕西北路1789弄（十里都华）

澳门路436-524弄、415-524号、519号（华生大厦）

普陀路204-216号

陕西北路1682-1726号

宜昌路216号

江宁路1219-1415号、1335弄、1353弄、1383弄、1399弄、1415弄（世纪之门）、1345弄、1361弄（泰来坊）

半岛花园 西康路1518弄（半岛花园）

江宁路999-1277号、1145弄（圣天地）、1014弄、1033弄

安远路188弄2-62号、182-200号

陕西北路1588弄（千路公寓）、陕西北路1244号

长寿路130—288号、长寿路152弄、长寿路150弄

普陀路187-210号

新会路23-91号、92-94号、新会路83弄2-6号

江宁路1046号、1076号、1078号、1112弄（1-2号）

昌化路765弄3号楼

九茂 长寿路181弄、182弄

秋水云庐 长寿路28弄

河滨围城 澳门路288弄（河滨围城）、澳门路330弄（恺悦浅水湾）

昌化路977弄（10-12号）、昌化路981-987号、昌化路994弄（1-17号）、昌化路984-998号

江宁路1220弄（音乐广场）

普陀路7-13号、33号

昌化路1045-1053号、1041弄、1043弄

澳门路227-243号

普陀路4-66号、36弄（9-38号）

江宁路1306弄（富丽花苑）、（燕兴大厦）、江宁路1372-1532号、1454弄、1468弄、1488弄、1498弄、1504弄、1512弄、

1251弄（星海大厦）

昌化

2016年普陀区公办小学招生地段范围

长寿街道

澳门

学校：江宁学校

世纪之门

陕北

玉佛城

正红



昌化路1034弄、1042号、1044号、1052弄

莫干山路92弄（1-30号、94-118号）、134弄

澳门路183-201号、澳门路88弄（澳门新苑）

西苏州河路1217-1257号、1801号

宜昌路155弄、161弄、145-169号、168弄

澳门路356号（三维大厦）、澳门路332-394号

圣骊澳门苑 澳门路58弄（圣骊澳门苑）

锦绣 安远路16弄、28弄、38弄、62弄、安远路12-80号

联系人：马琦   联系电话：62771070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陕西北路1241弄、1249弄、1265弄、1283弄（玉城宝都）

安远路230-420弄

常德路1158弄（同德公寓）

西康路972弄、989号（华侨城）、1001弄、1068号（维多利广场）

新会路234弄（1-87号）、313弄、335弄、

长寿路237号（银行大厦）、长寿路275弄（1—75号）、长寿路295弄8号（恒达大厦）

宜昌路715弄、宜昌路679号－727号

长寿路478弄（中环大厦）、518弄

澳门路872弄（尧舜公寓）

常德路1239弄—1393弄

大上海城市花苑 宜昌路588弄

常德路1328弄、1344弄、1298弄、1436弄（德诚大厦）

澳门路736弄、756弄、698弄

西康路1369号、1391号、西康路1407弄（荣联公寓）

常德路1258弄（上青佳园）

西康路1249弄（太极大厦）、1277弄（云都苑）

胶州路1077弄、1118弄、1155弄、1216弄

长寿路636—642号双号（富源小区）、长寿路650弄、652号

叶家宅路134号（749部队）

安远路614弄、662弄（梅山苑）、722（日高小区）、728弄（沙田苑）、

昌化

长寿街道

学校：回民小学

长寿街道

九茂

长鸿

长三

长四

上青家园

绿洲

梅山苑



长寿路505弄1—8号、长寿路535号、545号、555号、565号、569弄、633弄（长寿大厦）、669弄（国鑫大厦）、777号（西

部俊园）

胶州路959号（长久大厦）、967弄

常德路1185弄（常德名苑）

长寿路433弄（长寿苑）

胶州路960弄（新会苑）

长寿路778号、790号、792号、748弄、822弄（汇丽花园）

武宁路8弄1号（大众河滨）

苏堤春晓 长寿路800弄（苏堤春晓）

长寿路998弄（阳光新苑）、1028弄（上海知音）、1112弄（水岸茗苑）

万航渡后路77弄（蔚蓝水岸）、万航渡后路85号、87号、93号、95号

联系人：龚爱珍   联系电话：62097698-8803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武宁路74弄

武宁一村

武宁路200弄

武宁二村

地方天园 东新路355弄

武宁小城 武宁路300弄

东新支路55弄、小辛庄、东新路240号、永定新村、东新路90弄、东新路210弄

武宁四村

东新路137弄

光复西路683弄、光复西路东、西合德里

光复里、光复西路555弄

东新路119弄1-3号、东新路121弄1-2号

安全
中山北路2258-2438号、2400弄（7-8号、2380号、2390号、2410号）、2584弄号（中宁大楼）、2626弄（1-17号）、2602-

2616号、2590号

新湖 东新路88弄、99弄（新湖明珠城）

联系人：陈若君   联系电话：62144447-8203学校：陆家宅小学

长寿街道

梅山苑

梅芳里

叶家宅

上海知音苑

学校：武宁路小学

长寿街道

武一

永定

武二

合德

光复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中山北路2655-2627弄、2701弄（陆家宅小区）

武宁路492弄（武宁苑）

岚皋西路285弄（1-6号）、306弄1-7号、318号、320号、330弄15-25号、272号、280号、288号、296号、342弄7-15号

中山北路2605弄1-2号、46号

陆家宅后村

石泉路415弄（天赐苑）

陆家宅东村

中山北路2419弄、2451-2525弄

兰田新村

兰凤新村

岚皋西路95弄、45弄、61弄10支弄、145弄、218弄、224弄、230弄、234弄

石泉路450弄（宁泉苑）

曹杨路1222弄（颐宁苑）

中宁路88弄、90弄、138弄

居家宅

和平 中山北路2347弄、2419弄60号、75-81号

春晓 石泉路300弄

联系人：周炜   联系电话：52905403-8420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镇坪路居委 镇坪路81弄、赵家宅、平民后村

岚皋路40弄、166弄

中山北路 2165弄、2185弄

石泉路1号、石泉路35弄、49弄、75弄、97弄

光新路191弄

镇坪路48弄（嘉富利大厦）

光新路129弄、177弄

中山北路1913弄

秋月枫舍居委 镇坪路176弄、177弄（秋月枫舍）

九间头居委 九间头

泰欣嘉园居委 光复西路133弄（泰欣嘉园）、145弄

石泉街道

陆一

陆二

联合

兰凤

中宁

石泉街道

中山新村居委

长寿街道

学校：中北一小

太浜巷居委

石泉新村第二居委



中山北路2196弄（芙蓉花苑）

光复西路145弄1-152号、155号-163号、光复西路135-183号、光复西路211弄（光复馨苑）

联系人：张爱华   联系电话：52948614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石泉路40弄、100弄

石泉一村

石泉五村

岚皋路25弄、200弄

石泉路125弄、135弄、165弄、415弄

石泉三委 石泉三村——石泉六村

信仪新村

石岚二村

石岚三委 石岚三村1-40号

联合 中兴村

旬阳新村

石泉路130弄、180弄

石岚三村140弄，180弄

石岚新村

联系人：虞国芬   联系电话：62147529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铁路新村1－422号

宁强路100弄8-12号

旬阳路106、216、226、336-348号（双号）

管弄311弄、251弄、252弄、61弄、30弄、120弄、226弄、121弄、

华池路58弄1号

铜川路346弄（市政苑）、276弄（岚皋苑）、188弄（牡丹新苑）

静宁路477弄

东李家宅

长寿街道

芙蓉花苑居委

石泉街道

学校：洵阳路小学

石泉一委

薛家厍

信仪

旬阳1-2委

石泉街道

学校：管弄新村小学

铁路新村

管弄1-3委

铜川



府村路115弄1-15号

棉纺一村

棉纺二村

光新路299弄41-135号

华池路15、25、35、45号

旬阳二委 岚皋路300弄

石岚三村40号后

岚皋路401弄、433弄

品尊国际居委 铜川路58弄（品尊国际）

联系人：王立新   联系电话：56051104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平利路21弄、38弄、41弄、87弄

灵石路1082弄

志丹路501弄

平利路90弄（南泉苑）

西乡路91弄、105弄

西乡路51弄

灵石路1620弄

东泉苑 志丹路295弄、303弄、380弄、400弄、500弄

联系人：高瑾   联系电话：56611794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宜川路350号、330号、408弄

延长西路318弄

宜川路610号、640号、670号

新村路285弄、349弄

宜川路451弄、413弄

新村路170弄

新村路39弄

石泉街道

铜川

石泉三委

旬阳一委

甘泉街道

学校：平利一小

甘泉苑

南泉苑

新灵

甘泉街道

学校：沪太一小

子长

长新

新宜

新沪



宜川路595弄

延长西路150弄、200弄、220弄

宜川路351弄60－66号

延长西路10-24号、40弄

沪太路788弄、792弄

新村路50弄

新长 新村路248弄（单号）

东泉苑 沪太路1008弄2－6号

联系人：查文芳   联系电话：56090426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宜一 宜川一村71-201号

华阴路51弄、286弄、华阴路292号

宜川三村

中山北路1297弄、1269弄、1243弄、1321弄、1293弄

骊山路34弄

宜川四村、、

沪太路710弄、750弄

延长西路15号

华阴路193-217弄、华阴路197—215号

宜川一村1－19号

宜川三村101－109号

宜川五村

沪太路680弄、682弄

洛川路8号、10号、12－28号、洛川路10弄、30弄

华阴路27弄、华阴路95—105号

联系人：胡政   联系电话：62430026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曹杨一村4－49号、51－134、135(甲、乙、丙)号、140－180号、183－189号

学校：朝春中心小学

曹杨街道

源园

宜川街道

学校：华阴小学

宜三

宜四

赵园

华阴

甘泉街道

延长

新沪

合阳



棠浦路50、101-105号、109号

曹杨二村55－59号、65－70号、81－98号、

梅岭北路400弄1－21号、35－45号、14号、16号、高层2、6、20、24号

曹杨二村71－80号、99－130号、 149－157号、160－177号、211－236号、311－320号

兰溪路200弄1-4号、兰溪路180弄（安居兰庭）

曹杨二村131－147号、239－244号、247－276号、278－281号、283－294号、296－309号

曹杨路1107弄1-6号、1117弄1-2号、1111弄、1113弄

曹杨四村121、122、124－150号、、

兰溪路90弄2、4、5、7－9、12、14、16－18、20－22、25－31号

梅岭北路35弄2、3、4、6号

金梅园 杏山路500弄（曹杨华庭）

枫岭园 曹杨七村70－87号、101－110号、曹杨路1010号、小俞家弄（1－76号）、17弄（1－74号）、31弄3－6号、25－34号

南溪园 曹杨七村1－48号、88－99号、111－113号

联系人：沈敏   联系电话：62604670-8004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曹杨五村1-24号

梅岭南路320弄（五星公寓）12、14、16号楼18、19多层、24甲、乙、丙、丁

杏山路12弄（泰富苑）5、7、8号

梅岭支路7弄（春之声）

中山北路3327弄（恒陇丽晶）

曹杨五村111-135（126-127幼儿园）、241-253号

桐柏路30弄(桐柏公寓)、165弄(碧绿湖公寓)

曹杨四村240、241、243、267-270、272-282(桐柏园)

南岭园 曹杨五村25-38、39-54、55-61、63-71、74-79号

南杨园 曹杨五村136-158、208-225、262-325号

曹杨五村401-402、404-420、421-425、427-436、437-439、442、445-448号

兰溪路57弄1、2、59、63号、兰溪路87-89号

梅岭支路85弄1-26、28、31-38号

梅岭南路380弄1-18号

曹杨五村187-205号

学校：曹村六小

曹杨街道

金岭园

杏梅园

南梅园

曹杨街道

源园

北梅园

北岭园

花溪园

北杨园

金杨园



杨柳青路101号（万都花园）

曹杨九村1-11、18-29、30-32、35-41、43-55、58、60-67、260-325号

联系人：刘萍   联系电话：62600583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曹家巷 中山北路3224弄、3620弄、3644弄、3676弄、3700弄/1-15号

师大一村 中山北路3671弄

师大二村 师大二村（枣阳路）

师大三村 金沙江路895弄（华师大教职工第二代子女）

清水湾 凯旋北路1555弄（清水湾、华府樟园）

联系人：卢霞   联系电话：62854472-8807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长风一村1-56号

金沙江路65弄、117弄（金沙江小区）

长风二村一委 长风二村101－186号

枣阳路465弄

金沙江路753弄、金沙江路751-761号

怒江路131弄

大渡河路711弄

金沙江路875弄

金沙江路895弄

大渡河路652弄、690弄

怒江路30弄、76弄

大渡河路537弄（海运花苑）

大渡河路95弄、21弄

光复西路2369弄（风华水岸）

枣阳路891弄（冠龙家园）

中江路650弄

云岭东路狄家宅

长风街道

学校：华东师大附小

学校：金沙江路小学

长风街道

长风一村

长风三村

长风四村一委

师大三村

长风四村二委

大渡河路95弄

中江

曹杨街道

金杨园



金沙江路1060号（申汉小区）、金沙江路1066弄18支弄

中山北路3751弄、

光复西路2077弄（黎金苑）

新渡口 光复西路2185弄、2187-2205号、2163弄、2269弄、2213弄、2297弄（文沁苑）

 华师大人才引进子女、华师大集体户口子女

联系人：沈军   联系电话：52703967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花苑 清峪路130弄、81弄

泾泰 金沙江路2348弄、2388弄、2438弄

金沙江路2208弄

清峪路368弄

清峪路258弄

金沙江路2098弄

嘉广居委 祁连山路999弄

象源丽都 真光路798弄

联系人：盛莉莉   联系电话：52751137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嘉广 延川路299弄、399弄（广德苑）

曹安路295号、323号（振光大厦）

真光路1339弄（东旺公寓）

真北路1029弄（丽和苑）、1113弄、1143弄

真光路962弄（真源小区）、1058弄（真源小区）

延川路71弄、243弄

万镇路501弄、吉镇路450弄

真光路1433弄

梅川路1500弄

祥和名邸 梅川路1333弄、1295弄

象源丽都 金沙江路1698弄（绿洲湖畔花园）

学校：长征中心小学

长征镇

金沙雅苑

万豪

长征镇

东旺

真源

学校：曹杨实验小学

运旺

祥和家园

长风街道

中江

海鑫



联系人：曹静   联系电话：62865637-215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曹杨八村

南石一路75弄

南石二路105-135号（单号）

糖坊街31-33号

兰溪路224－280号号

真如新村4-7号

郁家弄60、62号

南大街2-28号、14弄1-16号；15弄3号、4号

北石路57-125号、114-142号

糖纺街29-30号

兰溪路205-243号

东江土尽3-15号

南大街30-38号

梨元浜1-15号

庄家弄1-24号

北石路153弄

铜川路1168弄（阳光西班牙）、999弄（金鼎花园）

梨元浜16-87号

庄家弄25-30号

北石村

南石村

联系人：张虹   联系电话：52838188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梅川路799弄（芝巷小区）

怒江北路458弄（朝阳安居园）

中江路1067弄13－21、35－39、57、77、85－227号（单号）、中江路1070弄

长征镇

学校：新普陀小学

芝巷

新曹杨

曹杨八村1-2委

学校：真如文英中心小学

北大

中宁

真如镇街道

金鼎

南大

石泉街道



大渡河路1262弄

梅川路999弄（金玉苑）、梅川路999弄（上钞桂花苑）；梅川路947弄（金玉苑）、梅川路1111弄（上钞苑）

中江路1067弄单号、双号（银杏苑）

大渡河路1332弄（开开公寓）、大渡河路1332弄（银巷公寓）、1332弄（邮电三村）、大渡河路1262弄20、21、22、28
号；大渡河路1142弄（长风大楼）

怒江北路219弄（开开大楼）

梅岭北路1101弄

大渡河路1400弄

梅川路800弄

梅岭北路1168弄、1251弄、1258弄（海上名庭）

梅川路850弄、888弄（海上名庭）

武宁路2525弄

真北路1524弄

梅川路916弄弄

丹巴路1500弄

怒二 梅川路258弄 （瑶城湾）

联系人：顾华群   联系电话：52850460-6011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真北路2857弄、2977弄、2904弄、2960弄

桃浦西路95号、105号、55弄16号

真南路85弄1-66号（金鼎公寓）、183弄5-20号、205弄1-8号、209弄17号

同济大学           沪
西校区

桃浦西路441弄、443弄

真南路635弄、648弄、710弄、744弄、822弄、843弄95支弄、895弄

交通路4603弄

祥和星宇 古浪路55弄（祥和星宇花苑）、183弄（祥和二期）

桃浦西路955弄、

古浪路355弄（金光花苑）

华公馆 武威东路788弄，恒盛鼎城（华公馆、圣都会）

圣都会 武威东路821弄

李子园别墅

学校：明翔实验学校

真如镇街道 杨家桥

桃浦镇

李子园

金光村

长征镇

梅川二委

新曹杨

北巷

银开

梅川一委

梅川四委

梅川六委



新村路2080弄（万里晶品苑）

水泉路99弄

联系人：张赟   联系电话：62659652－8212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桃浦路221弄、

大渡河路2087弄、2095弄、2031弄

桃浦路243号、255号、261弄、桃浦路300弄、321弄（星河世纪城一、二、三期）

大渡河路2030弄、2070弄

真北支路263弄

秦家角

真北五委 大渡河路1927弄

曹杨路2155弄、2001弄（绿翡翠）

芝川路81弄、138弄（曹杨花苑）、100弄

曹杨路1686弄（三徐浜）、2288弄（曹杨新苑）、2168弄（金纺苑）、2170弄（恒力锦沧花苑）

三源路（曹杨五月天）、41弄、66弄

三源路162弄1-4号（陆家巷）

车站新村1-130号

兰溪路900弄6-8号、15号（天汇广场）

桃浦路165弄1-26号（嘉发公寓）、桃浦路107—113号（单号）、桃浦路163号、桃浦路191弄1—8号

联系人：杨南燕   联系电话：52781961-8016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真光二街坊 铜川路1780弄

四街坊 铜川路2060弄

五街坊 铜川路2059弄

六街坊 铜川路1899弄

七街坊 铜川路1781弄

八街坊 金汤路353弄

真光九街坊 金汤路59弄

学校：真光小学

真如镇街道

万里六委万里街道

真如镇街道

学校：真如三小

真北一委

曹杨花苑

曹杨新苑

车站

真北三委



子洲路58弄

铜川路1615弄（佳祥公寓）

时代新苑 金汤路155弄

海普苑 铜川路1897弄

联系人：毛震芳   联系电话：66275470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合欢苑 武威路1051弄、1053号、1057号

海棠苑 雪松路393弄280-320号

永汇新苑 白丽路99弄

杜鹃苑 绿杨路201弄1-37号

樱花苑 雪松路330弄1-50号

绿春苑 雪松路392弄51-95号、100-101号、96-99号、102-148号

雪松苑第1-3居委 雪松路458弄（雪松苑）

联系人：曾蓓蓓   联系电话：52796014-8036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桃浦路1028弄（二街坊）、39弄（四街坊）、1023弄（六街坊）、743弄八街坊）、873弄（七街坊）

清涧路187弄（三街坊）

金鼎花苑 金鼎路298弄（上海家园）

真光路1915弄50支弄、

铜川路1898弄（真情公寓）

清涧 子洲路680弄（明丰世纪苑）

中鼎豪园 清涧路68弄

昆仑  桃浦路1149弄（昆仑花苑）、1108弄

香樟花苑 桃浦路1341弄 （香樟苑）

真建苑 桃浦路1925弄、2055弄

联系人：章成蓉   联系电话：66274265-8308学校：恒德小学

真如镇街道

真光十街坊

桃浦镇

学校：联建小学

学校：树德小学

真如镇街道

桃浦镇

真光三居委

清涧2-4、6-8委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一村 武威路1082弄（合欢苑）、1087弄（瑞香苑）

白丽路401弄（和乐苑）

武威路1236弄21支弄

绿杨路36弄（石榴苑）

红棉路310弄、311弄（白丽苑）

四村 绿杨路51弄（易居紫荆苑）

雪松路503弄（山茶苑）

红棉路351弄（迎春苑）

十村一委 银杏路120弄（紫藤苑）

联系人：张莉   联系电话：66773394-8216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朱家宅、朱杨桥、 西刘家宅、 张家栅、 沙朱巷、 奄桥湾、 吴家桥

武威路1019弄

真南路2368弄

金迈路358弄、359弄（槎浦新家园）

甘家宅、甘家楼下、金家竹园

印家巷、甘陆家宅、居家巷、 陈店村甘陆家宅、居家巷、 陈店村

白丽路185弄（联星丽景苑）

银杏路30弄弄

白丽路688弄

紫藤苑 白丽路701弄1-104号

吴家坟 庄家池 封家宅 小张家宅 横塘桥 庄家池 封家宅 小张家宅 横塘桥

真南路3407弄(新杨雅苑）

红柳路238弄(新杨和苑)

锦竹苑 竹柳路50弄（安居锦竹苑）

阳光水岸苑 真南路3435弄（安达家园）、3527弄（东渡别墅）、3717弄（溢盈别墅）、3489弄（阳光水岸苑）

联系人：周家瑛   联系电话：32060061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学校：光新学校

桃浦镇

桃浦三村1-3委

学校：桃浦中心小学

桃浦镇

槎浦

春光里委

桃浦村

新家园

新杨村

五村2-3委



幸福 中山北路1401弄、1405弄、1593弄（以上地址由香溢居委会托管）

建民新村1-24号、中山北路1465弄131支弄、1401弄、1433弄、1465弄、1565弄、农林路200弄（以上地址由香溢居委会
托管）

农林路201弄，光新一村（以上地址由农林居委会托管）

中山北路1502号、1530号、1560号、1760弄

光复西路19-21号

中山北路1655弄29支弄（宝钢公寓）、10支弄（月亮湾）、1547弄

农林路101弄

光新路128弄、200弄、240弄、250弄、256弄

三新村、 光明村、新民里、新江村

光新三村1－8号

光新路430弄1－8号、480弄9－12号,15－18号、428弄1号(万千公寓）、301弄5－33号、360弄20—36号

光新村1—51号、光新二村51—136、67—104号

香溢 石泉东路168弄（香溢花城）

联系人：王颖红   联系电话：56618495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子长路77弄

甘泉路5弄

志丹路170弄（天成小区）

延长西路526弄、540弄

甘泉路241弄

甘泉一村、

志丹路260弄（新泉大厦）

新长 新村路248弄（双号）、350弄

联系人：傅建芳   联系电话：56940952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宜川二村（宜二小区）

泾惠路91弄（洛川公寓）

宜川六村（嘉洛花苑）

宜川街道

学校：洛川学校

宜川二村

宜川六村

宜川街道

光新村

建民村

振华

农林

甘泉街道

学校：子长学校

子长

章家巷

甘泉一村



宜川路20、22、24、26、34、38号、100弄（宜川华庭）

泾惠路39弄

交通路1941弄1-4号、1953弄1-2号、1913弄

洛川路318号（宜川华庭）

交通路2245弄1－13号（嘉怡苑）、2107弄1－27号（工汇花苑）、2285弄1－22号

泾惠路20弄、24弄、40弄

延长西路503-507号（单）、529弄7-23号（单）、555弄4、6、7号（银都佳园）

志丹路10弄（长富大厦）

联系人：朱郭勤   联系电话：62351663－8342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南林家港7-12号

白玉新村148号、149号、157号、158号

白玉路358弄（白玉苑）

石湾路7弄（康泰公寓）

白玉一委 白玉新村80—102、110、111、112号、126—133号；白玉新村115、117、121、122号（白玉大楼）

白兰路5弄15支弄（长发公寓）、117弄3号、8号

达丰新村

白玉新村1-77号

普陀二村

宁夏路366弄（绿地世家）

曹杨路455弄（尚城国际苑）

曹杨路609弄（汽车公寓）

白玉路98弄（江南名庐）

普陀四村30、32、35、38号

普陀四村40-61号、24、25、28、29号

曹杨路623弄

白玉路176弄（南光大楼）

光复路1145弄1、2、5、7、8、13、20号（隆德小区）

曹杨路1091弄

宜川街道

甘泉街道 汪家井

宜川六村

学校:华东师大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

长风街道

金沙新村

白玉二委

普陀二村

普陀四村一委

普陀四村二委

1091弄



白玉路669弄（水岸豪庭）

曹家村 顺义路188号（顺达公寓）

宁夏路353弄（上海春天）；

曹杨路303弄（锦绿新城）

世纪同乐 顺义路100弄（世纪同乐）

中山桥 中山北路3904弄1-6号；3924弄1-8号

曹家巷 中山北路3700弄16-24号

普雄路29弄（逸流公寓）；

光复西路777弄（燕宁苑）

西谈家渡路17、39、42､81、109、129、140弄

谈家渡路19号、21号、162号、164号

东谈家渡路1、3、5、7号

曹杨路280弄、232弄、236弄26支弄

普雄路26弄（普雄馨苑）

普陀一村1-24号、26-31号、45-92号

西沙洪浜40、41、42、43、44、45、46、47号

曹杨路362弄（金阳大厦）

棚户10、11、12、13、14、15、16号

联系人：陈鸿宁   联系电话：56090919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泰山一村

泰山二村

泰山三村

交西 交通路1461弄、1401弄、1459弄

大洋新村

交通西路10－64号

沪太路532弄

耕社里

中华新路1140弄

平江 交通西路48弄、108弄、129弄、188弄

学校：宜川附校

宜川街道

大洋

泰山新村

长风街道 1091弄

锦绿新城

逸流

谈家渡

普雄



联系人：陈谊   联系电话：62160697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曹杨六村104-118号、121-122号

中山北路3223弄1、2、8、9号、3159弄2号

白兰路169弄（1-19号）

曹杨六村24-35号、75-103号、140-141号、162-172号、

兰溪路21弄、兰溪路10弄（君悦苑）

曹杨路153-161号、675-691号

曹杨路903弄3、8、12号、曹杨路710弄（中关村公寓）、曹杨路871-925号

曹杨七村59-67号、114-122号

枫桥路14-36号

武宁路955弄（上海星港）

曹杨路783弄（东元大楼）、曹杨路859弄（联农大楼）、曹杨路922弄（枫桥苑）

联系人：何颖   联系电话：62655807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大渡河路1550弄20、52、90、160支弄、200支弄、大渡河路400弄、440弄、500弄、1516弄（驰骋苑）

北石路24、25号

真西二委 北石路610弄 、540弄（樱花苑）

真西五委 铜川路1422弄（绿洲公寓）

水塘街 北石路175弄、235弄

真如西村1-123号、121号

北石路234弄1—11号

海棠 真北路1902弄（海棠苑）1—63号

真北路2087弄52支弄

子洲路238弄、330弄（真光新秀）

学校：铜川学校

真如镇街道

真西一委

真如西村

真光一委

学校：沙田学校

曹杨街道

曹杨六村二委（沙溪
园）

曹杨六村三委（兰溪
园）

曹杨七村二委（枫杨
园）

枫岭园



联系人：陆敏   联系电话：56940508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甘泉三村

黄陵路151弄 201弄

宜君路185弄、宜君路45-83号

甘泉路630弄

双山路55弄、101弄、131弄、161弄、167弄

新村路570弄

交通路2713号

延长西路633弄、677弄、781弄、延长西路693－779号

交通路2395弄

志丹路155号、181弄

甘泉二村155－158号

黄陵路148弄、200弄

新村路400弄、420弄、402-428号

甘泉路501弄

甘泉二村

甘泉三村

志丹路97弄

延长西路780弄

宜君路28弄80弄

甘泉三村

新村路450－522号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62450787-8018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桂杨园 桂巷新村2-82号

兰岭园 曹杨三村95-100号、102-128号、206-232号、234-281号、284-286号、289-293号

曹杨三村305-347号

曹杨四村197-201号、250-255号、261-264号、266号、285-289号、290-293号

枣阳路185弄（香山苑）

学校：曹杨二中附校

曹杨街道

杏杨园

学校：区教院附校

甘泉街道

黄陵

双山

悦达

名都

志丹

安塞



杏山路555号

梅川路141弄、43弄、

杨柳青路408号（西部秀苑）

桂巷路57、63、69号

曹杨三村301—304，

怒江一委 怒江路600弄、601弄、651弄、怒江路636弄1、2号

梅川路278弄、255弄

怒江路658弄

梅岭北路1001弄

杨柳青路735弄

枣阳路297弄（金阳怡景）

长风二村1-3号、11-48号、50-59号、60-72号

联系人：赵苹   联系电话：56946213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灵石路1565弄、1669弄（东旺雍景苑）

交暨路65弄、190弄

新村路638弄（鑫都佳园）

新村路1288弄（中环花苑）

新泉路66弄（万里欣苑）

富平路299弄（中浩云花园）

新村路1388弄（中环家园）

真金路250弄、251弄

真华路295弄、388弄、157弄

富平路727弄、737弄（巴黎之春）、399弄、889弄

水泉路88弄

香泉路85弄

真华路36弄

交通路3193弄、3891弄、4121弄、3117弄

学校：万里城实验学校

万里街道

中浩云

万里一至五居委

交暨

香泉

曹杨街道

金梅园

杏杨园

怒江二委

梅北

长征镇

长风街道 长风二村二委



联系人：江艳   联系电话：56085200－2008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新村路1717弄（凯旋宫）、1759弄、1881弄、1901弄、2003弄（愉景华庭）

真金路457弄

真金路577弄、655弄、725弄

武威东路477弄、478弄、479弄

联系人：王杨灵、龚珊红   联系电话：52927836－1308、1310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中潭路33弄、91弄、99弄、100弄

远景路97弄

联系人：潘爱云   联系电话：52982549－8004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棕榈路300弄（海棠苑）、301弄（紫荆苑）、451弄（百合苑）棕榈路300弄（海棠苑）、301弄（紫荆苑）、451弄（百
合苑）

香樟路475弄（紫藤苑）、57弄（丁香苑）、195弄（郁金香苑）

同普路1680弄（玫瑰苑）、1501弄（牡丹苑）、1441弄（金江家园）（金沙江路后北宅、甘家浜）

云岭西路899弄（河滨香景园）

金沙江路2349弄（泾阳家园）

清峪路593弄（原新丰路85弄朝霞新苑）

泾阳路129弄

真北路50号

云岭西路陆家厙43号

沈家宅、李家宅、北徐家宅

金沙雅园 金沙江路2299弄

馨越居委(筹) 千阳南路99弄

学校：中远实验学校

宜川街道 中远两湾城

学校：曹杨附校

长征镇

建一、建二

泾泰里委

真北村

学校：晋元附校

万里街道

万里二、四居委

颐华



联系人：冯培兰   联系电话：56479297－817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莲花公寓 真北路3725弄（莲花公寓）

安祁古浪新苑 祁安路88弄（安祁古浪新苑）

古浪苑 古浪路518弄（古浪新苑、祁连新家园）

金祁新城 祁安路365弄（安居金祁新城一期）

安居金祁二期 祁安路368弄（安居金祁新城二期）

怡嘉公寓 连亮路111弄（怡嘉公寓）

荣和家园 连亮路128弄（荣和家苑）

中环名品公馆 古浪路288弄（中环名品公馆）

复地太阳城 古浪路108弄（复地太阳城）

金光八、九队 金光八队、九队

香栀花园 祁顺路1388弄（香栀花园）

联系人：龚莎莎   联系电话：62123197-8006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阳光一委 祁连山南路2727弄（双号）、靖边路299弄

阳光二委 定边路377弄

阳光三委 靖边路199弄

阳光四委 祁连山南路2727弄（单号）、金鼎路1600弄

联系人： 薛滢        联系电话：32581077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同普路688弄（中海紫御豪庭）

泸定路555弄（雅戈尔长风8号）

联系人：钱贞     联系电话：52372355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桃浦镇

学校：上外尚阳外国语学校

桃浦镇

学校：华东师大四附中

长风街道 中江

学校：金鼎学校一分校

学校：文达学校



全区统筹安排符合条件的外省市随迁子女

联系人：周建葵     联系电话：52372355

街道 居委 对口地址
全区统筹安排符合条件的外省市随迁子女

学校：金鼎学校二分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