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浏阳市 2021 年淮川街道浏阳河中学及各公办小学学区划分情况一览表 

学校名称 学区划分 具     体     范    围 

浏阳河中学 
黄泥湾小学、浏阳河小学 

人民路小学、嗣同路小学 
黄泥湾小学、浏阳河小学、人民路小学和嗣同路小学的毕业生。 

北园社区 

新北社区 

北正社区 

一、北园社区： 

1.社区村组：邮电一大组、邮电二大组、邮电三大组、邮电四大组、水团大组、团仓大组、法庭大组、

蔬菜大组、八大组、化工大组、石烟大组、教化大组、金西大组、永兴大组、金融大组、严家组、方竹

大组、罗家一大组、罗家二大组、金园大组、严家冲一大组、严家冲二大组、严家冲三大组、严家冲四

大组、严家冲五大组、严家冲六大组、严家冲七大组。 

2.小区楼盘：黄泥湾小区、黄泥湾小学宿舍、林业局宿舍、林业资源站宿舍、花炮检测中心宿舍、水

利局宿舍小区、外贸宿舍、亚天大厦、法院宿舍小区、农委宿舍、档案局宿舍、电信宿舍、集里信用社

宿舍、金融 AB 栋、老淮川派出所宿舍、教委宿舍、交管站小区、老国税局宿舍、老烟草局宿舍、醴浏

铁路宿舍、化工厂小区、金沙商城小区、西站小区、老蔬菜公司宿舍、永安公寓、方竹新村、方竹园、

竹鑫楼、金园小区、严家冲小区、西顺楼、福临世家小区。 
3.路门牌号：金沙中路 621-749 号（单号）、金沙中路 454-550 号（双号）、金沙中路一巷、金沙中路

二巷、金沙中路三巷、金沙中路四巷、书生巷 1-9 号、永兴路 2-62 号、邮电路 1-139 号（单号）、邮电

路 2-116 号（双号）、邮电路一巷、邮电路二巷、邮电路三巷、北正北路 101-105 号（单号）、北正北路

197-201 号（单号）、黄泥湾路 55-93 号（单号）、黄泥湾路 124-154 号（单号）、团仓巷 1-85 号、方竹

路 39-208 号、西湖山路 31-169 号（单号）、西湖山路 80-120 号（双号）、严家冲路 2-128 号（双号）、

严家冲路 1-89 号（单号）、严家冲一巷、严家冲二巷。 
二、新北社区： 

1.社区村组：福临组、北岭组、黄泥湾一组、黄泥湾二组、化工组、闲庭春韵组、农广组、外贸组、

农供组、北岭春城组、鸿宇公馆组、望阳巷组、奥林花园组、兴奥阳光组、红星组、体育新城组、北旺

里组、回龙组。一大组、二大组、三大组、四大组、五大组、六大组、七大组、八大组、九大组、饮食

组、人民组、农教组、建保组、公卫组、检察大组。 
2.小区楼盘：黄泥湾小区、福临天下小区、车站路农业银行宿舍、君玺时代广场小区、城市阳光小区、

百货公司宿舍、工商银行宿舍、化工厂宿舍、人民银行宿舍、闲庭春韵小区、通源国际小区、卫生局宿

舍、花炮公司宿舍、冠湘公寓、新里程包装厂宿舍、公路局宿舍、中央国际广场小区、丰福源小区、体

育新城小区、兴奥阳光小区、奥林花园小区、银杏小苑、鸿宇公馆小区、北岭春城小区、农机局宿舍、

老外贸粮油公司宿舍、顺天新城小区、供销社宿舍、车站路食杂果品公司宿舍、北正路食杂果品公司宿

舍、北正路医药设备总厂宿舍、老广播局宿舍、北正路农业银行宿舍、农业发展银行宿舍，劳动北路迴

龙小区、银杏小苑、君玺时代广场小区、北岭生鲜市场楼栋、检察院宿舍。 



学校名称 学区划分 具     体     范    围 

黄泥湾小学 

北园社区 

新北社区 

北正社区 

3.路门牌号：回龙巷 1-38 号（自建房）、望阳巷 1-20 号（自建房）、北旺里 1-75 号（自建房）、劳动北

路 1-219 号、2-48 号（自建房），北正北路 1-33 单号（自建房）、黄泥湾路 1-63 单号、2-122 双号（自

建房）、车站路鹿角冲（自建房）、车站中路 25-27 号、105-119 单号、143-153 单号（自建房），车站东

路 1-19 号（自建房）、黄泥湾老干所、彭家坡。 
三、北正社区： 

1.社区村组：湘运大组、庆丰大组、拱北大组、美印大组、北岭大组、车站中路 28 号千禧楼。 

2.小区楼盘：鸿宇广场、湘运宿舍（原龙骧公司宿舍）、庆丰楼宿舍、五交化宿舍、金星大厦、红星旅

社楼上、美印小区、福兴源小区、原卫生防疫站宿舍、畜牧局宿舍、农业局宿舍、液化汽公司宿舍、植

保大楼、北岭路生资大楼、北岭路公产房 11、15、16、17、18 号、北岭路 36 私产、千禧楼。 
3.路门牌号：金沙中路 370 号、金沙中路 372 号、金沙中路 360 号、车站西路 16-112 号（车

站路 16-112 号）；车站中路 2 号-28 号；北岭路 1 号-36 号 

嗣同路小学 
城西社区 

西正社区 

一、城西社区： 

1.社区村组： 

樟树潭一、二、三组、神岭组、火车站组、龙泉组、桥头组、金都组、车站组、百川里组、罗家坝组、

综贸组、建家园组、财富组、土产组 、方竹大组、湘顺组、仁达组(车站组和百川里组原划入黄泥湾小

学就读的区域保持不变） 
2.小区楼盘：   
樟树潭小区（15--24 栋、三合院）、大米厂宿舍 1 栋、财富小区（1-3 栋）、大栗坪宿舍（1-3 栋）、金吉

利宿舍（1-3 栋）、劳动技校 1 栋、阳光公寓（A、B、C 栋、金果大楼、建筑公司老维修队）、金果家园

A、B 栋、干鱼市场（综贸小区 1-3 栋）、日杂小区（日杂鞭炮、日杂生活 1-4 栋）、仁达小区（A、B、C、
D 栋）、土产小区（1-6 栋，明致楼、逸致楼、公厕楼）、西湖小区（西湖公寓 A、B、C 栋）、西园小区

（西园公寓 A、B、C、D、E、F1、F2、G 栋）、罗家坝小区、交通局宿舍（1-5 栋）、新华书店宿舍（1-2
栋）、湘顺小区（1-6 栋）、 
金都小区（A、B 栋、肉联厂宿舍、民爆公司宿舍）、淮川办事处宿舍（A、B、C、D 栋）、同心巷、百川

里小区、建家园小区（1-5 栋）、抽纱厂小区（前、后栋）、乡企局小区（1-3 栋）、煤炭公司宿舍（1-4
栋）、方竹皮件厂宿舍（1 栋）、蔬菜公司宿舍 1 栋 、房产局宿舍（1-2 栋）、老烟草公司宿舍 1 栋、 副
食品公司宿舍 1 栋、海炮石宿舍 1 栋、计生委宿舍 1 栋、花炮局宿舍 1 栋、  醴浏铁路宿舍 1 栋、二

运公司宿舍 1 栋 、饮食公司宿舍 1 栋 
3.路门牌号： 
姚家冲路 8-39 号、西湖山路（单号 1-29 号、双号 2-80 号）、龙泉港（1-100 号）      人民西路（1-95
号）、方竹路（1-38 号）、金沙中路（单号 1-617 号)、金沙中路 1、2、3 弄、永兴路单号(1-89 号)、浏阳

河西路（1-96 号）、北川里路（1-74 号）、罗家坝路（1-54 号）、青阳山路（1-51 号）、龙泉巷（1-30 号）、

火车站路（1-30 号）、姚家冲（1-70 号）、肖家坡（1-10 号）、郑家坡（1-13 号） 

嗣同路小学 城西社区 二、西正社区： 



学校名称 学区划分 具     体     范    围 

西正社区 1.社区村组： 

西站组、西河组、新文组、政府组、跃进组、大保组、医设组、界寿塘组、圭斋组、嗣同组、下河组 

2.小区楼盘：  

金沙信息城小区（A、B ）栋，鼎鹰小区 A  B   C  D 栋，华龙大厦 1 栋，泰平盛世 A  B   C  D 栋，

河畔阳光 1 栋，优仕领域 1、2 栋，建兴园一期 1、2 栋，建兴园二期 1 栋，醴浏大厦 1、2、3 栋，浏

阳河市场 A  B   C  D 栋，汽车队小区 1、2、3 栋，航运公司宿舍 1、2、3 栋，物资局宿舍 1、2、3、

4 栋，老政府小区 1.2.3.4.5.6 栋，总工会小区 1.2 栋，老药材公司 1.2.3.栋，浏阳大厦 1 栋，饮食服务楼

1 栋，林业局宿舍 1 栋，木材公司宿舍 1 栋，制鞋社宿舍 1.2.3.4 栋，农机公司 1 栋，花炮公司宿舍 1

栋，化工厂宿舍 1 栋、人医安居楼 1.2、3 栋、文化馆宿舍 1.2.3.栋、剧团宿舍 1.2.3.4、5 栋，图书馆宿

舍 1 栋，浏阳河酒店宿舍 1.2 栋，大保综合楼 1 栋，菊艺大楼 1、2 栋，嗣同路小学宿舍 1、2 栋，电力

局宿舍 1 栋，恒远楼 1.2.3 号楼，肉食宿舍 1.2.3 栋，西门雅苑 1.2、3、4 栋，金宝大楼 1 栋，豪兴楼 1

栋，下河小区 1.2.3.4 栋，医设小区新 1、新 2、新 3、5.6.7.8.9.10 栋，广厦 A、B 栋，万盛小区 A.B.C.D.E.F.G

栋、金太阳 1 栋。 

3.路门牌号：  

浏阳河中路 1-74 号、 嗣同路 2-266 号、 金沙中路 2-266 号、圭斋西路 2-116 号、解放路 1-147 号、人

民中路 1-162 号、新文路 1-117 号、才常路 1-158 号、八角亭路 1-31 号、 鼎鹰街 1-66 号 

浏阳河小学 

联城社区 

城东社区 

翠园社区 

一、联城社区： 

1.社区村组：劳动家园组、洗药组、操坪组、文昌组、教育组、联鹿组、航运组、杨孝组、鹿角组、

回龙组、月池组、鸿福园组、金阳小区组、平安组、翠园组、香山组 

2.小区楼盘：联城苑片区、金桥公寓小区、回龙小区、工商银行宿舍小区、月池小区、北麓公寓小区、

金城公寓小区、药监局宿舍、车站中路片区(双号，38-116)、鹿角冲路片区、鑫远名城小区、华悦佳苑

小区、翠园公寓小区、工商局宿舍、金都安居楼小区、劳动路孝子路片区、金阳小区、淮东西路片区、

劳动中路片区、翠园路片区、环卫局宿舍小区、思邈楼、思邈公寓小区、财富大厦、佳园广厦片区、鸿

福源小区、劳动家园小区、香山国际名苑小区、自来水公司宿舍、技术监督局宿舍、浏阳一中宿舍、柑

子园小区、张家坡片区、平安村、金桥名苑、财富新城 

3.路门牌号：劳动中路所有号子、车站中路 30 号-106 号、车站东路 2 号-58 号、孙隐路 45 号-81 号、

翠园路 2 号-42 号、淮东路(西)2 号-54 号、淮东西路 1 号-59 号、圭斋东路 81 号-197 号 

浏阳河小学 
联城社区 

城东社区 

二、城东社区： 

1.社区村组：一大组、二大组、三大组、四大组、五大组、六大组、七大组、八大组、九大组、上街



学校名称 学区划分 具     体     范    围 

翠园社区 组、下街组、石山组、菜园组、邹桥组、合燕组、冯家组、鱼鳞组、龙头组、街一组、街二组 2.小区

楼盘：东街口、浏阳河东路、东街口小学附近私主区、古城隍庙、天马大桥下警务室周边、淮教公寓、

浏阳河小学校内宿舍、教企宿舍、六大组、天马大桥下停车场、潘家园私宅区、夜宵市场周边、1 区 1
栋到 22 栋、1 区 23 栋至 47 栋、浏阳河中学教师宿舍、七大组内思邈路靠右侧私产、联城路 1-23 号私

产、上马楼、自来水宿舍、教建宿舍、蔬菜批发市场、龙头湾片区、鱼鳞岭片区、政府办宿舍、中行宿

舍、老年公寓蒙特梭利幼儿园、2 区 1 栋至 9 栋及区域内私宅区、冯家山及私宅区、翠园路浏阳河中学

段、城东小区、菜园小区、石山安置区、合燕组闲置地 
3.路门牌号：淮东中路单号 1-135、双号 2-114，淮东东路单号 1-79、双号 2-82，淮东西路 54-1 号-111
号、孙隐路 1-44 号、思邈路 1-44 号、翠园路双号 40-118 号、6 号，联城路 1-23 号、湘淮路 1-48 号、

东街口 1-161 号、复兴南路:单号 31-69 号 
三、翠园社区： 
1.社区村组：冯家组、新河组、松山组、思邈组、冯新组、将军组、合园组、恒大一组、恒大二组、

恒大三组、恒大四组 
2.小区楼盘：阳光家园、广学公寓、西子印象、西子印象门口 51/52 独栋、安居园小区、华洋公寓、鸿

嘉公寓、鸿嘉公寓(4 栋别墅)、新河组、浏师宿舍、税务局宿舍（瑞丰家园）、人大小区、庭芳苑、安康

家园、恒大一期二期三期四期、白沙路私产、思邈路私产、冯家冲私产、合燕冲路私产 
3.路门牌号：翠园社区:白沙东路 2 号—178 号、复兴南路 69 号—163 号、长岭路全路段、合燕冲路全

路段、思邈路 45 号—73-2 号、翠园路 79-1 号—209 号（单数）、浏阳大道全路段 

人民路小学 

1.朝阳社区 

2.北正社区：金沙中路中

央公园小区至圭斋东路 77

号一中门口；北正中路 1

号至 169号；北正中路 2

号至 190号；指背冲路、

甘家冲路 

一、社区村组： 
1.朝阳社区：粮仓组、达峰组、朝阳组、大屋组、河清组、西正组、平安组、红色组、民主组、北城组、

梅花组、紫微组、双跃组、盐仓组、新河组、高升组、正东组、洗药组。 
2.北正社区：北斗大组、东风大组、北正大组、指背冲大组、烈园大组、光明大组、九州大组、甘家冲

大组 
二、小区楼盘： 
1.朝阳社区：名河鑫都、自来水公司宿舍、新文路长鑫时代广场小区、新文路世纪大厦、新文路 170 号

电影院宿舍、人民东路邮政局宿舍、人民中路商业大厦、人民东路 77 号地税宿舍、人民中路 168 号新

华书店、人民东路蜜饯厂宿舍、人民东路财政局小区、人民中路 92 号东风商厦、人民东路 67 号废旧品

公司宿舍、梅花一弄紫云阁小区、梅花一街三街散户、梅花一街老税务宿舍、人民东路工商银行宿舍、

梅花一街城关粮站宿舍、梅花一街 66 号房产局居民楼、梅花小区正圆楼（梅花一街）、梅花小区教师楼

宿舍、梅花小区 A、B、C、D、E、F、3、4、5 栋、梅花三街 53 号金三角小区、梅花三街、梅花二弄房

产局居民楼、梅花二街 72 号梅花小区居民楼、浏河中路 232 号思邈医院宿舍、浏河中路 195 号矿产公 

人民路小学 
1.朝阳社区 

2.北正社区：金沙中路中

司宿舍、人民东路 129 号梅花小区 1、2 栋、正圆小区 1、2、3、4 栋、粮丰园小区、蛟龙巷大米厂宿

舍、鸿宇城一、二期（已交房业主）、圭斋路小学宿舍、圭斋东路鑫隆楼、圭斋东路鸿发公寓、圭斋东



学校名称 学区划分 具     体     范    围 

央公园小区至圭斋东路 77

号一中门口；北正中路 1

号至 169号；北正中路 2

号至 190号；指背冲路、

甘家冲路 

路 80 号国税宿舍、圭斋东路 34 号金都私产、圭斋东路 2 号湘东大厦、圭斋东路 18-26 号油漆社宿舍、

圭斋东路 174 号金都大楼、圭斋东路 174 号监察局宿舍、圭斋东路金都大厦 1、2、3、4 栋、圭斋东路

14 号住房公积金宿舍、老法院宿舍、北正南路银杏信用社宿舍、北正南路日杂公司、北正南路老中国

银行宿舍、北正南路纺织品公司、北正南路 174 号棉麻土产宿舍、机关幼儿园宿舍、淮川大市场 

2.北正社区：中央公园、翠屏楼、圭斋西路粮贸楼、烈园巷 8 号 9 号楼、圭斋西路 71-81 号楼、化工厂

宿舍、圭斋西路建行宿舍、圭斋西路 107 号塑料厂宿舍、石板巷 1 号、3 号楼、石板巷 23、24 号楼、

圭斋路市场楼上综合楼、花雨楼小区、北正中路 51、53、55 号楼、北正中路市政宿舍、生资小区、茶

叶公司宿舍、商业总公司宿舍、气象局宿舍小区、军干所宿舍、指背冲 1-5 栋、环保局宿舍、审计局宿

舍、工商局宿舍、馨园公寓、甘家冲 32、33 号公产房、北岭花炮厂、花炮新村、民政局宿舍、指背冲

农行宿舍、公安局宿舍、国税局宿舍、工信局宿舍、九州宿舍、百货公司宿舍、指背冲市政园林宿舍、

中国银行宿舍、中医院宿舍、四通宿舍、圭斋东路农业银行宿舍、电影公司宿舍、建设银行宿舍、人寿

保险公司宿舍、东风散户、甘家冲散户、圭斋东路散户、军干散户 

三、路门牌号： 

1.朝阳社区：新文路（双号）、人民中路 172-192 号、周家巷、蛟龙巷、浏河中路(浏阳河中路、滨河路)

散户 150 号-301 号、人民东路、圭斋东路双号、北正南路、劳动南路、梅花（一、二、三）街、梅花

（一、二、三）弄 

 2.北正社区：金沙中路 371 号、金沙中路 360 号、烈园巷 1 号、2 号、3 号、附 3 号、4 号、5 号、烈

园巷 10-18 号散户、圭斋西路 95 号、圭斋西路 97-101 号、圭斋西路 103-105 号、圭斋西路 1-151 号；

石板巷 1-24 号散户； 北正中路 1-169 号、北正中路 50 号-72 号、指背冲 1-215 号，甘家冲 1-33 号、北

正中路 2-190 号、圭斋东路 1 号--77 号散户、指背冲 21-31 号散户 
咨询电话：浏阳河中学：83673201（教学处）、13755043809（雷老师）；黄泥湾小学：13507489330（江老师）、15874021688（张老师）；浏阳河小学：83611592
（办公室）、13467549683 (万老师）、13975831288 (彭老师）；人民路小学：13469430408（张老师）、13975859618（刘老师）、13875830444（暨老师）；嗣

同路小学：15874888166 (刘老师）、13507434234 (张老师）。 

淮川街道办事处 

淮川街道教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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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 2021年集里街道集里中学及部分公办小学学区划分情况一览表 
学校名称 学区划分 具体范围 备注 

集里中学 

1.长南路小学、禧和小学、平水

桥小学和百宜小学； 

2.奎文小学和进校附小（按学区

划分部分接收）。 

 

一、长南路小学、禧和小学、平水桥小学、百宜小学的所有毕业生； 

二、奎文小学和进校附小部分毕业生，具体为集里街道“花炮大道以南，和西

北环线以东—道吾路以南—禧和路以西—白沙路以南—燎原南路以西至花炮大

道”区域（凭房产证和学籍册报名），具体包含下列社区村组及小区楼盘： 

1.社区村组：①集里桥社区 ②神仙坳社区 ③新屋岭社区 ④禧和社区 ⑤西湖

村 

2.小区楼盘：①畜牧局宿舍、大塘商住楼、丰顺源、和平楼、红盾小区、花炮

小区、华盛大楼、集里中学、建材大楼、建材市场、金马大楼、金马新家园、

金太阳宿舍、金杏家园、劳动局宿舍、老办事处宿舍、礼花山庄、农机局宿舍、

农业银行宿舍、融城尚都、社区大楼、世纪花园、桃花源、文教办宿舍、永磷

小区、长城驾校、西湖景城、西湖山一号、海威花园；②百顺园、城郊花炮厂

宿舍、城郊粮站宿舍、抽纱二厂宿舍、大塘佳苑、大塘小苑、二运宿舍、房产

局宿舍、福临公寓、工信局宿舍、桂花园、集里农贸市场宿舍、集里派出所宿

舍、金沙大楼、金沙公寓、金沙花园、金盛家园、金雅阁、金雅园、科委宿舍、

老交警队宿舍、礼花商贸城、丽都花苑、浏河家园、美佳乐宿舍、美林花苑、

农业局宿舍、肉食公司宿舍、森林公安宿舍、生鲜市场宿舍、声威公寓、石化

技校宿舍、石化小区、双顺家园、司法局宿舍、天和公寓、祥和苑、鑫墅园、

阳光大厦、阳光家园、宜和家园、懿鑫楼、裕园、缘和公寓、株树桥宿舍、北

正北路（203—447单号）；③百城苑、百合花园、百宜商贸 1至 3街、百宜苑、

碧桂园天荟 1－7栋、鼎丰建材城、富年华、官兴公寓、恒宜新村、嘉悦城一二

三期、金盛大厦 AB栋、锦华园、开心广场、礼花城商贸大厦、理想家园、太悦

城、清华苑、人和家园、石坝陇安置区、泰鸿源、卫技新村、新城国际、新屋

岭片区安置保障房（二期）、新颐家园、鑫岛明珠一期、盐业公司宿舍、一品天

下、正宜园、北正路联建房、大坡街、礼花路联建房、石霜路联建房、财智兰

亭苑（西区）。④烟草局（禧和园小区）、电力局（禧园小区）、移动花园、邮政

小区、电信小区、首之都、彩虹城、嘉信新城、福兴大厦、鸿发园、花炮大市

场、工业品市场、金沙北路农贸市场、汽车西北站、通达汽车检测站、福源楼

小区、磊石安置区、社新安置区、农委宿舍、未来城、禧和学苑、天娇城 1 栋

和 10栋。⑤嘉洲豪庭、名河依山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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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学区划分 具体范围 备注 

长南路小学 
集里桥社区 

神仙坳社区 

一、社区村组： 

1.集里桥社区：一大组、二大组、三大组、四大组、安全组、集里组、牛形组、

虎形组 

2.神仙坳社区：中心组、圳口组、彭家组、草坪组、大塘组、声威组、金沙组、

礼花组、羊角湾一组、羊角湾二组、马鞍山一组、马鞍山二组、纸槽街一组、

纸槽街二组、神通组 

二、小区楼盘： 

1.集里桥社区：礼花山庄、和平楼、金马新家园北院、丰顺源、华盛大楼、融

城尚都、集里中学、文教办宿舍、建材市场、建材大楼、金马新家园南院、老

办事处宿舍、金马大楼、金杏家园、、大塘商住楼、劳动局宿舍、永磷小区、红

盾小区、世纪花园、社区大楼、桃花源、花炮小区、金太阳宿舍、畜牧局宿舍、

枫顺园、枫顺楼、长城驾校、西湖景城、海威花园、西湖山壹号 

2.神仙坳社区： 美佳乐宿舍、大塘佳苑、阳光家园、美林花苑、大塘小苑、裕

园、宜和家园、缘和公寓、百顺园、金雅阁、双顺家园、声威公寓、阳光大厦、

司法局宿舍、美佳乐商业宿舍、科委宿舍、集里派出所宿舍、森林公安宿舍、

天和公寓、工信局宿舍、丽都花苑、祥和苑、金盛家园、礼花商贸城、石化小

区、浏河家园、集里农贸市场宿舍、农业局宿舍、二运宿舍、金沙公寓、金雅

园、抽纱二厂宿舍、城郊花炮厂宿舍、肉食公司宿舍、福临公寓、房产局宿舍、

城郊粮站宿舍、金沙大楼、株树桥宿舍、石化技校宿舍、金沙花园、生鲜市场

宿舍、桂花园、鑫墅园、懿鑫楼、老交警队宿舍      

路门牌号： 

1.集里桥社区：金沙北路 450-706号、礼花路一段 1-153号、北正路 491号-515

号、大塘路二段 1-117号、大塘路 2-114号、集里路 1-135号 2-110号、财坝

巷 1-31号、淮洲东街 53-79号、淮洲西街 21号-120号、枫树街 1-113号、建

材路 1-45号、泰尔路 1-50号、海泡石路 101-279号 

2.神仙坳社区：金沙北路：1—439 号（单号），2—432 号（双号）包括：金沙

北路一、二、三、四巷，草坪巷；石霜路：1—152号（单双号）包括：彭家巷、

神通巷、石霜路一巷、物资局路 ；羊角湾街：1—98号（单双号）包括：羊角

湾一、二、三巷；马鞍山街：1—99 号（单双号）包括：桂花巷、交通巷、马

鞍山小区；礼花路一段：2—190号（双号）；北正北路：203—447号（单号）；        

大塘路一段：1—302附 4号（单双号）；纸槽街：1—108号（单双号）、鑫墅园

路：1—39号（单双号）；美佳乐路：1—66号（单双号）；淮州东街：1—53号

（单双号）; 淮州西街：1—20号（单双号）； 

另包含现淮川北园社区原集

里村所辖老村民组（含严家

组、蔬菜组和团仓组 99户组

民且户口在同一户主名下的

直系亲属。2012 年给原村民

发放了《浏阳市原集里村集里

经济组织长南路小学共有财

产管理委员会股份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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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学区划分 具体范围 备注 

奎文小学 

龚家桥和原东沙村的失地农民

及在以下区域购房户：浏阳大道

以西---道吾山中路以南---济

川河以东---花炮大道以北。 

一、社区村组： 

1.龚家桥社区：高家组、毛坪组、龚家组、毛坪组、汉塘组、蚌塘组、楼下组。

2.北城社区原住民：东沙组、付承组、龙虎组、邓布组、甘冲组、祝冲组、铁

甲组、集家组、青年组、丰树组、梨树组、水库组原住民新生可根据家长意愿

选进校附小、奎文小学、新屋岭小学就读。 

3.淮川联城社区：杨孝组、 鹿角组、 迴龙组、 月池组、 冯家组、 新河组、 

松山组。 

二、小区楼盘：长城戎苑、东方新天地、亚太国际、碧桂园观澜及领誉一期、

汉塘小区、水木清华、书香雅郡、教师新村、龚家桥小区、金福世纪花园、仿

古步行街、旺府家园、朝阳家园、龚家桥市场。 

另包含淮川联城社区杨孝组、 

鹿角组、 迴龙组、 月池组、 

冯家组、 新河组和松山组（村

民与城建投有协议）。 

 

进校附小 

鼎丰路以东、道吾山路以南、燎

原路以西、双拥路以北；白沙路

以北、双拥路以南、鼎丰路以东、

礼花路以西区域 

一、社区村组：原东沙村住民：东沙组、付承组、龙虎组、邓布组、甘冲组、

祝冲组、铁甲组、集家组、青年组、丰树组、梨树组、水库组原住民新生可根

据家长意愿选进校附小、奎文小学、新屋岭小学就读。 

二、小区楼盘：百顺大厦、新屋岭安置区、君悦阳光城、君悦阳光里、创和公

园壹号、碧桂园时代城。 

三、路门牌号：礼花路二段 79号至 119号（单号），双拥路 151号至 203号（单

号），白沙西路 2号至白沙西路 56号（双号），新屋岭片区 H地块。 

 

百宜小学 

百宜社区：白沙路以南-礼花路

以西-花炮大道以南的百宜社

区。 

新屋岭社区：花炮大道以北-石

霜路以西（含恒宜新村、正宜园）

-正北路以北的新屋岭社区。 

注：原百宜社区以花炮大道为

界，分为百宜社区和新屋岭社

区，花炮大道以南为百宜社区，

花炮大道以北为新屋岭社区。 

一、社区村组：丰木组（百宜社区）、茶会组（大部分百宜社区，小部分新屋

岭社区）。 

二、小区楼盘： 

1.百宜社区：正宜园、恒宜新村、新颐家园、人和家园、泰鸿源、盐业公司宿

舍、开心广场、百城苑、锦华园、百宜苑、一品天下、百合花园、卫技新村、

礼花城商贸大厦、理想家园、新城国际、官兴公寓、百宜商贸 1、2、3街、富

年华、金盛大厦 AB栋。 

2.新屋岭社区：鼎丰建材城（1-8栋及 17栋、21-24栋）；鑫岛明珠一期；石

坝陇安置区、太悦城；嘉悦城一二三期；清华苑、新屋岭片区安置保障房（二

期）；碧桂园天荟 1-7栋；碧桂园珑悦 1－3栋；碧桂园天誉 8－20栋；鹏翔公

馆。 

三、路门牌号：北正路联建房双门牌号 206-436号、大坡街 1-25号、礼花路联

建房（礼花路一段单门牌号 223-239）、石霜路联建房单门牌号 153-271号。

（百宜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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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名称 学区划分 具体范围 备注 

新屋岭小学 

辖以下区域本土居民及购房住

户：花炮大道以北—道吾路以南

—济川河以西（济川河流经东沙

路后则为东沙路以西区域）——

燎原路以东，双拥路以南，礼花

路以东（太悦城除外）。 

一、社区村组： 

1.北城社区：道吾路以南此行政区内原住民。 

2.原东沙村原住民：东沙组、付承组、龙虎组、邓布组、甘冲组、祝冲组、铁

甲组、集家组、青年组、丰树组、梨树组、水库组的新生可根据家长意愿选进

校附小、奎文小学、新屋岭小学就读。 

二、小区楼盘：碧桂园岭秀、碧桂园欢乐里、东沙新村（1区、2区、3区）、

礼花小区、财智广场嘉和苑、兰亭苑、逸景苑、君悦天下、君悦天虹、东玉燕

宁苑、东玉铂郡、君悦华府、君悦公馆、财智星河苑。 

三、路门牌号：白沙中路 32-152号，庆泰南路 145-197号，启航大厦，庆泰中

路 1-98号，双拥东路 26-219号，燎原路 50号（星怡康）等。 

 

禧和小学 
禧和社区、原八仙村 

原太和村 

一、社区村组： 

1.禧和社区：新桥组、高岸组、中心组、炉下组、社新组、磊石组、庙湾组、

禧和组。 

2、道吾村太和片：奇家组、干山组、长冲组、烟竹组、和平组、石咀组、张家

组、建新组、太和组、中心组、槐树组、学校组。 

3、道吾村八仙片：檀木组、塔坪组、余家组、皂溪组、五里组、郑家组、八仙

组、杨家组、月塘组、大湾组、东冲组、潘家组、撞冲组。 

二、小区楼盘：烟草局（禧和园小区）、电力局（禧园小区）、移动花园小区、

邮政小区、电信小区、首之都公馆小区、彩虹城小区、嘉信新城小区、福兴大

厦、鸿发园小区、花炮大市场、工业品市场（包括廉租房小区）、金沙北路农贸

市场、鼎丰家居建材城（9--16栋、18--20栋、25栋）、汽车西北站、通达汽

车检测站、福源楼小区、未来城小区、禧和学苑小区、磊石安置小区、社新安

置小区、农委宿舍、天骄城第一期。 

三、路门牌号：金沙北路 675号--981号、花炮大道 24号--134号、绍元路 1--86

号、新高路 1--186号。 

 

平水桥小学 西湖村 
一、社区村组：西湖村 

二、小区楼盘：嘉洲豪庭、名河依山郡 
 

特别说明 
因学位紧张，经教育局同意：奎文小学、进校附小、长南路小学、百宜小学和禧和小学只接受学区内排序前三类新生报名，后两类新生可选择

到新屋岭小学和平水桥小学报名就读。 
咨询电话：集里中学：13574892280（喻老师）、13787041973（林老师）；长南路小学：83622240（办公室）、13787299037（张老师）、15084866998（张老师）；
奎文小学：13786140894（潘老师）、13787063004（李老师  ）、13548562872（王老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073189639171（阳光服务中心）15802527423（陈
老师）；禧和小学：13507404463（罗老师）；百宜小学：19522588209（张老师）；新屋岭小学：13469457955(张老师)、13874952874(张老师)、13787197744（付
老师）、13549675624（陈老师）、15874067455（邓老师）；平水桥小学：13677321725（李老师）。 

集里街道办事处 

集里街道教育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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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2021年荷花街道荷花中学及部分公办小学学区划分情况一览表 

学校名称 学区划分 具体范围 

荷花中学 

金沙路小学、人民路二小、

杨家小学、新兴小学、渡头

小学、光彩小学、罗直小学、

建新小学 

金沙路小学、人民路二小、杨家小学、新兴小学、渡头小学、光彩小学、罗直小学和建新小学的毕业生。 

金沙路小学 
南市社区、荷花园社区（含原胡坪

村）区域、水岸山城三期 

一、南市社区所辖范围：路东组、路西组、藕塘基组、白鹤组、新建组、新屋组、和平组、浦梓组、包装组、文化城组、

神龙组、综合组、浏金水岸小区、水岸山城一期、二期。天马路 1 号—99 号。金沙南路 1 号至 180 号。 

二、荷花园社区所辖管组及小区范围： 

（一）胡坪片：深家组、塔下组、新塘组、长坪组、胡坪组、料段组、茶园组、桔园组、金家组、唐家组、竹山组、佛岭

组、围家组、田滩组、天子组、九郎组、陈家组、煤湾组、余湾组、董家组、老屋组、柞树组。 

（二）荷花园片：浦梓一、二、三组，荷花组、花楼组、庙湾组、留金组、胡家组、南家组、高桥组、澄煤宿舍、荷花公

寓、荷兴小区 7—14 栋(廉租房)、林家小区、新荷楼、新华楼、天马小区、胡家小区、南家小区、建材市场、水果市场、

荷塘路、荷兴路、观音路两旁、金沙南路 181 号至 416 号。 

人民路二小 

唐洲社区 

1.望城组、排上组、福主组、燕窝组、唐家组、王家组、上洲组、牌楼组、中心组、谢冲组、船形组、太源组、马颈组。 

2. 天顺御景、世纪星城、早城、银天佳苑、盛世华庭、天马高峰、碧景湾、金地天马新城、唐洲小区、天马安置区。 

3.天马路南侧 140-242 号。 

新月社区 新月半岛一期、二期、三期、上洲安置区。 

杨家小学 杨家弄村行政区域 

杨家弄村行政区域内 38 个组：邹家组、新仓组、南流组、神伏组、留皮组、新建组、毛屋组、水口组、里家组、杨家组、

和平组、潘家组、白石组、蒋家组、龙冲组、苏家组、腊树组、曾家组、大岭组、涂家组、桂花组、瑶前组、陈家组、阳

家组、掌山组、水塘组、茶花组、新屋组、板冲组、胡同组、古家组、谭家组、则家组、王皮组、台上组、枫树组、长田

组、丛光组。另含区域内“金沙苑公租房”小区。 

特别说明 因学位紧张，经教育局同意：人民路二小只接受学区内排序前三类新生报名，后两类新生可选择到金沙路小学或杨家小学报名就读。 

咨询电话：荷花中学：0731-83612707（行政办）、13875973354（刘老师）；金沙路小学：0731-83611386（办公室）、13755004078（周老师）；人民路二小：

0731-83639036（办公室）、13974939184（于老师）；杨家小学：13574803896（肖老师）。 

荷花街道办事处 

荷花街道教育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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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市 2021 年关口街道部分公办初中、小学学区划分情况一览表 
学校名

称 
学区划分 具     体     范    围 

关口中学 

长兴湖小学、占佳小学、水佳小

学、关口小学、金钩小学 

 

一、长兴湖小学、占佳小学、水佳小学、关口小学、金钩小学所有毕业生； 

二、关口中学辖区内楼盘： 

东紫门，香槟现代城，四季花城，农副产品大市场，彩虹谷，银天一号，奥园花园，长兴府，凯旋城，威

尼斯，锦程苑，德政园，东方丽苑，福盛小区，尚学城 1 号、2号、3 号、4号、5 号、6 号、7 号、8号、

11号、12号共十栋，复兴小区，美的凤凰山 1号、2号、3号、4号、5号共五栋，长兴安置区，圣大云天

5号、6号、7号、8号、9号栋共五栋，中梁御府雅苑 1号、2号、3号、4号共四栋，中梁御府豪苑 1 号、

2号、3号、4号共四栋，西湖楼尚宾 A号、B号共两栋，创意•铂悦城，银天•南湖壹号，利通•长兴世家，

利通•长兴雅苑，利通•长兴城（1-5栋）。 

道吾中学 

1.道吾小学、升田小学、西山小

学； 

2.奎文小学和进校附小（按学区

划分部分接收）。 

一、道吾小学、升田小学、西山小学所有毕业生； 

二、奎文小学和进校附小部分毕业生中，除住房在集里街道“花炮大道以南，和西北环线以东—道吾路以

南—禧和路以西—白沙路以南—燎原南路以西至花炮大道”区域内的学生到集里中学就读外，其他学生都

到道吾中学，凭学籍册和房产证（或无房证明）入学，具体包含： 

1.社区村组：东沙新村 1 区 2 区 3 区、龚家桥社区及市场（含原木材公司宿舍）、教师新村、朝阳社区 、

原杉松村（道吾路以北的毛园、张家坳、邓布桥、杉松塅）、原道吾村、金桥村。 

2.小区楼盘：长城戎苑、水木青华、书香雅郡、汉塘小区、财智广场北区、财智广场嘉和苑、财智广场兰

亭苑东区、财智广场.星河苑、财智广场逸景苑、东玉燕宁苑、东玉铂郡、礼花小区、白沙公寓、新屋岭小

区、礼花路廉租房三区、创意东方新天地、亚大国际、岭誉 2期、岭誉 1期（含观澜苑）、碧桂园领秀，碧

桂园新区含东、西区和北区、旺府家园、平鼎景都、和悦嘉苑、岭誉 2苑、碧桂园城市花园 1期、凤凰郡、

君悦城、君悦华府、仿古步行街、金福世纪花园、碧桂园时代城。 

3.路门牌号：庆泰路生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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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湖小

学 
浏东公路以东、道吾路以北 

1.长兴社区 25个原籍居民小组(其中，浏东公路以西的料源 1组、料源 2组、料源 3组，黄家组，利水组，

瓦屋组等六个小组也可选择道吾小学）。  

2.楼盘：福盛小区，尚学城 1号、2号、3号、4号、5号、6号、7号、8号、11号、12号共十栋，复兴小

区，美的凤凰山 1号、2号、3号、4号、5号共五栋，四季花城，长兴安置区，圣大云天 5号、6号、7号、

8 号、9 号栋共五栋，中梁御府雅苑 1 号、2 号、3 号、4 号共四栋，中梁御府豪苑 1 号、2 号、3 号、4 号

共四栋，西湖楼尚宾 A号、B号共两栋。 

3.金口村金钩、鲁家、刘祠三个小组的拆迁户，可凭征拆安置证明资料申请就读。 

道吾小学 

1.关口街道金桥村 

2.集里街道原道吾村部分 

3.集里街道原杉松村部分 

4.浏阳大道以西--道吾山路以

北--菊花石路以南 

1.关口街道金桥村； 

2.道吾路以北的小区：平鼎景都、和悦嘉苑、岭誉 2苑、凤凰郡、城市花园 1期、彩虹谷和德政园小区； 

3.道吾路以南的小区：威尼斯、东紫门、长兴湖一号可选择到道吾小学。 

4.关口街道长兴社区中的浏东公路以西的料源 1组、料源 2组、料源 3组、黄家组、利水组、瓦屋组等 6

个小组，也可以选择长兴湖小学。 

5.集里街道原道吾村和集里街道原杉松村部分组（住房在道吾路以北和西北环线以西，即现北城社区原杉

松村的毛园组、曾家组、洪家组、张家组和原道吾村）可选择到道吾小学。 

占佳完小 占佳社区 

一、社区村组：石咀一组、石咀二组、船厂三组、船厂四组、大洲五组、大洲六组、上街组、林岭组、丛

园组、李园组、苗圃组、果园组、茶园组、高堤组、新仓组、完小组、园艺组、正安组、占佳社区 1 号安

置区、占佳社区 2号安置区。 

二、小区楼盘：创意•铂悦城、银天•南湖壹号、利通•长兴世家、利通•长兴雅苑、利通•长兴城（1-5栋）、

东方丽苑。 

水佳小学 

水佳社区 15 个居民小组（包括

13个已征地居民小组），以及香

槟现代城、景程苑、石咀小区、

凯旋城、奥园和碧桂园长兴府 

1.复兴路以东、浏河东路以北、白沙路以南，以及泰安路东西两边的奥园和碧桂园长兴府。 

2.香槟现代城、锦程苑、石咀小区、凯旋城、奥园、碧桂园长兴府的学生原则上在水佳小学就读。 

3.水佳社区 1.2.3号安置区。 

金钩小学 金口村 

1.村组：坳上、东风、冷井、泉塘、金山、枫树、柳山、黄塘、新胜、当背、江炉、关口、杨家、长春 

、大屋、长坪、西塘、王家、晒谷、中兰、上兰、土地、车站、限田、血树、枇杷一、枇杷二、板桥、上

升、胡家、陈家和毛坪组。 

2.关口辖区 4、5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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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因学位紧张，经教育局同意：长兴湖小学、道吾小学、占佳小学和水佳小学只接受学区内排序前三类新生报名，后两类新生可选择到金钩小

学报名就读。 
咨询电话：关口中学：13786173516(廖老师)、15074980340（周老师）；道吾中学：83166085（教务处范老师）、83166070（办公室沈老师）；长兴湖小学：

13974800294（胡老师）；道吾小学：83166029（办公室）；占佳小学：13467524547（周老师）；水佳小学：13875926595（李老师）；金钩小学：13975839070

（周老师）。                                                                                                        

 

关口街道办事处 

关口街道教育发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