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规模、招生计划和校舍场地条件（公示内容之一）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校
性质

学校地址 户籍对口学校就近入学的范围
目前在校
学生人数
（人）

当年招生
计划数
（班）
（其中寄
宿生人
数）

民办学
校收费
标准
（元）

校舍场地条件 教学设备配置

是否达到90标
准（等级）

规定的专
用教室与
实验室是
否配齐

计算机房
设备配置
是否配齐

学生图书
阅览室达
标等级

1 宝山区第一中心小学 公办 宝山八村11号
宝山一、二、三、六、七、八
、九、十村、中艺花园、乔士
公寓、海江二村、新叶公寓

1640 8 是 配齐 配齐 五星

2 淞一小学 公办 淞兴路38号
和丰里委 吴淞新城(同泰路以
东)

343 2 否 配齐 配齐 四星

3 同泰路小学 公办 同泰北路209号
海滨二村  牡丹江路182弄  同
泰北路401弄403弄  同济支路
201弄

508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 吴淞实验(小学) 公办 淞滨路701号

桃园居委  泰和路678弄  淞滨
路765弄 淞滨路803弄 泰和路
389弄 西朱新村 南杨家宅 泰
和路717弄

517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5 水产路小学 公办 海滨四村24号
海滨三、四、六村水产路991弄
、住友宝莲 宝山五村居委 华
能时代

374 2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6 海滨小学 公办 泰和路291号

海滨新村 泰和路309弄 泰和路
239弄 同泰北路29弄 同济路
233.241.257号 泰和路18-176
号 同济路253号

165 2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7 永清路小学 公办 永清路278号

永清一村、二村， 三营房居委
(附近部队集体户口），永清路
117弄、337弄 335弄 、海滨七
村  

548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8 淞滨小学 公办 淞滨路173号
淞新居委、吴淞三村、吴淞新
城居委 (同泰路以西)

294 2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9 泗东小学 公办
宝山区淞兴西路金

杨家宅11号
泗东、淞西、二纺、李金、长
征等居委 一纺 蕴藻浜

352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0 和衷小学 公办 上海市海滨五村9号
海滨五村、海滨八村 、海江新
村、塘后支路55弄

671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1 虎林路小学 公办
宝山区呼玛一村71

号

呼玛一村全部、富浩花园（虎
林路800弄）、泗塘一村(革新

路以南小光明以东)、锦辉豪居
826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2 泗塘新村小学 公办 泗塘一村甲100号 泗塘一村(革新路以北小光明以
西)

331 2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13 红星小学 公办 泗塘三村39号 泗塘二、三、四村、长江西路
1200—1500（双号）

1183 6  是 配齐 配齐 五星

14 长江路小学 公办 淞南三村6号

长一居委、淞南新村、一村、
二村、三村、五村、六村（鹏
城花园）、万临家园、新梅淞
南苑、新城尚景、盛世宝邸

962 6 是 否 否 四星

15 通河新村小学 公办 通河一村13号
通河一村、住嘉新苑（通河路
438弄1、2、3号）、通田商住
楼

416 2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6 通河二小 公办 通河二村27号

通河二村(1－69、77－82、150
－151)  通河六村(78－102、
108-179、沁园)  通河七村

（170－205）

587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7 通河三小 公办 宝山区通河路345号

通河二村（70－75、83－149、
152－156）、通河四村、通河
六村（180－205、208－215、
225－248）

535 3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18 呼玛路小学 公办 呼玛二村179号 呼玛二、四、五村 352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9 宝山区第三中心小学 公办 呼玛路792号
呼玛三村、通河三村(除住嘉新
苑、通田商住楼)、龙辰苑、龙
缘苑

1362 6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0 实验小学 公办 团结路181号

宝城一、二、三村临江三、四
村、景江苑、水上新村、宝钢
七村、宝钢十一村、临江新村
、宝钢四村（40号以后） 原党
校开发房、友谊路91弄

1675 10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1 新世纪学校（小学） 公办
上海市宝山区盘古

路528号

宝钢六村、八村、九村。同济
路以西泗塘地区  同济公寓 宝
地绿洲城

515个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2 广育小学 公办 密山路30号

宝林二村 宝林一村 宝钢二、 
三村 宝钢十村 密山二村 密山
路 500弄  牡丹江路
1298号,1398号 1378号 恒鑫 
憬都 华能城市 牡丹锦苑 建宇
公寓

1606 8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23 宝林三小 公办
密山路宝林五村45

号

宝林三、四、五村、宝林新苑
、宝林路50弄、宝杨路550弄、
城中居委

635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4 教师进修实验学校 公办 东林路125号
宝林六村、七村、八村、九村
和白玉兰花园 临江苑 临江家
苑 兴景佳苑

979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5 宝山实验（小学） 公办 友谊路120号
宝钢一村 五村 四村(1-40号) 
沿友谊路第一排(57号 63号 67
号 111号 127号143号)

1498人
（中

学）；
1058（小
学）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6 月浦新村小学 公办 月浦新村四村2号
月浦二、三、四、五村 六村 
1-19号 惠阳苑 

568 3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27 月浦二小 公办 月浦7村34号
月浦六村20号以后、月浦七村 
、月浦九村

405 3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28 月浦三小 公办 月浦八村138号 月浦八村 十村  月泉湾 519 3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29 月浦中心校 公办 2015年9月新开
宝月花园、中冶尚园、月浦农
村块、马泾桥新村、沈巷新村
、昱翠湾、阳光美林

0 2 达标

30 石洞口小学 公办 盛桥三村16号
盛桥一村、盛桥二村、盛桥三
村、新月明月苑、新月明星苑

527 3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31 乐业小学 公办 春雷路331弄84号

四元路20弄、春雷路331、332
、354、431弄、庆安一村 富锦
路1211号、城西居委、城西一
村、富锦苑、富锦路1815弄

572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2 同达小学 公办 德都路168弄1号

德都路165弄、168弄、218弄、
268弄  四元路360弄、366弄 
新月佳苑 、富浩河滨花园、新
月时代（德都路28弄）、嘉城
国际  恒德苑

550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3 罗阳小学 公办
罗店镇东西巷街33

号
罗溪路以西罗店地区、联合村 819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4 大场镇小学 公办 场联路135号

西街居委（场中村），东街居
委（场中村），乾溪一居，乾
溪二居，乾溪四居，乾溪五
居，乾溪八居，乾宁园居委，
慧华苑，中裕豪庭，联东村, 
马桥营房、聚丰福邸

1009 5 是 配齐 配齐 五星

35 江湾中心校 公办 逸仙路1321弄1号
三门路以北、逸仙路以东、何
家湾以南、国权北路以西属高
境镇；高境四村

876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6 高境二小 公办
高境镇高境一村82

号

高境一村一居、高境一村二居
（含杰圣家园）、高境二村一
居、高境三居、高境五居、高
境六居、高境七居、高境九居

588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7 高境三小 公办
共和新路4719弄188

号
共和九村、共和十村、共和十
一村

326人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8 同洲模范（小学）
政府
委托

共和二村72号
共和一村、共和二村、共和三
村、共和五村、共和六村、共
和八村

790
小学4班
（政府委
托1个班)

9800元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9 大场中心小学 公办 南大路16弄6号

南大村，联西村，场中村（洛
河桥浜南、浜北），联合居
委，联乾居委，联建居委，乾
溪六居，乾溪七居，乾溪八
居，西街居委（南大路
6—20弄）

758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0 大华小学 公办 华灵路623号

大华一村一居，大华一村二
居，大华一村三居，大华一村
四居，大华一村五居，大华二
村七居，大华二村八居

937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1 大华二小 公办 大华路863号

大华一村七居，大华二村四
居，大华二村六居，滨江雅苑
居委，铂金华府居委，华欣
苑，大华三村三居，大华四村
六居，大华四村七居

713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2 上大附中实验(小学) 公办 真金路1100号
大华四村一居、二居、三居、
五居(华灵路1681、1781弄)，
东方红村（汶水路以南）

1137 5 是 配齐 配齐 五星

43 行知小学 公办 行知路389弄1号

大华三村一居、二居、四居、
五居、六居、七居，场南村，
大华四村四居、五居(华灵路
1581弄)

1020 5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44 嘉华小学 公办 大华一路151号
大华一村六居，大华二村一
居，大华二村二居、五居，大
华二村嘉华苑

355 3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45 祁连中心校 公办 祁连二村118号
祁连一村，祁连二村一居、二
居，丰收村，葑村村，葑润华
庭，三星村

908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6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小学）
公办 丰宝路135号

祁连二村三居，聚丰景都居
委，五星村

949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7 上海大学附属小学 公办
宝山区上大路1265
号（2015年新开

办）

丰明村，祁连三村，祁连四
村，上海大学，当代高邸

949 4 达标

47 上师大经纬实验学校 公办 纬地路155号
红光村，和泰苑居委，城市绿
洲一居、二居、三居

1222 4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48 中环实验小学   公办 华和路255弄11号
大华五村三居、四居、五居、
东方红村（汶水路以北）

421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9 宝山区第二中心小学 公办 长临路1000号

共康二村400弄、共康五村、共
康六村、共康七村、共康八村
、共康公寓、屹立家园、馨康
苑、艺康苑88弄、共和新苑、
康家村、新梅绿岛、和欣国际
、中环国际、场北村、野桥

1260 9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50 华师大宝山实验(小学) 公办 长临路1218号
九英里、宝辰共和家园、怡景
苑、共康雅苑、恒泰家园

854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51 通河四小 公办 通河八村113号
通河七村206-223号、通河八、
九村、锦辉绿园、昌鑫家园、
世纪花园、三湘四季（西片）

592 4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52 虎林三小 公办
宝山区泗塘八村一

号

泗塘五、六、七、八村、三湘
四季（东片）、昌鑫时代绿园
、利雅花园、盛达家园

543 3 是 配齐 配齐 五星



53 淞南中心校 公办 华浜新村168号
淞南四村、华浜新村、长宏新
苑、张华浜居委、长五居委、
华浜二村、鎏园小区、逸居苑

735 4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54 淞南二小 公办 新二路1199号

淞南七村—十村、新二路1398
弄、嘉骏花园、香山苑、宝景
苑、三湘海尚、保利悦城小区

720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55 杨行中心校 公办 杨泰路321号

钱湾村、星火村、西浜村、东
街村、城西一村、城西二村、
西街村(蕴川路东侧)、杨泰一
村一居、杨泰一村二居、杨泰
三村、杨泰春城、同盛嘉园、
禄德华园、宏宝公寓、宝杨路
2021弄、宝启花园、杨泰康苑
、春江美庐、紫辰苑、远洋香
奈

1238人 10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56 杨泰实验学校 公办 杨鑫路388号

杨泰二村一居、杨泰二村二居
、柏丽华庭、杨泰公寓、宝启
公寓、世华佳苑、禄德嘉苑、
万科一居、万科二居、东方丽
都、友谊一居、友谊二居、保
集绿岛、丽景翠庭、福地苑一
居、福地苑二居、宝虹水岸、
康桥水都（暂定）、香逸湾
（暂定）富杨居委

1390 6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57 天馨学校 公办 水产西路227号

大黄村、西街村（薀川路西
侧）、湄浦村、杨北村、北宗
村、桂家木村、苏家村、天馨
花园一居二居、华馨苑、大黄
馨园、海德花园、飘鹰小区、
英伦印象、和家欣苑

1100 3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58 顾村中心校 公办 顾北路101号

白杨村、羌家村、朱家弄村、
杨木桥村、长浜村、顾村村、
谭杨村、、星星村、丰水宝坻
、新天地荻泾花园、韶关花园
、伊云湾、怡园、锦城、东方
帕提欧、公园七号、泊仕郡、
环绿国际顾村居委、大唐花园
、颐河苑

1549 6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59 宝虹小学 公办 菊盛路150号

菊泉新城一居（菊盛路50弄、
186弄）、菊泉新城三居（陆翔
路358弄）、菊泉新城四居（陆
翔路678弄、698弄）、釆菊苑
居委（菊联路68弄）、菊泉街
39弄、文宝苑（菊联路89弄）
、宝翔苑、爱建顾园、中怡家
园

804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60
保利九年一贯（暂

定）
公办 2015年9月新开

古北菊翔苑、保利叶•上海、保
利叶语

无 3 达标

61 泰和新城小学 公办
泰和西路3493弄188

号

泰和新城一居、二居、三居、
自然居、阳光迪金阁、迪金花
园、盛宅一村、顾村大家园A、
B、C区

1057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62 共富新村小学 公办 共富路75号 共富一、二、三、四村 777 4 是 配齐 配齐 五星

63 菊泉小学 公办 顾村菊太路321号
刘行农村地区、刘行好日子大
家园、菊泉新村、菊泉公寓、
菊泉小区

1136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64 共富实验（小学） 公办 共富路501号

盛宅村、天极盛宅、盛宅、胡
庄、富弘苑、富隆苑、富成园
、富华苑（61幢331——73幢
375）、成亿宝盛、檀香湾、共
富四村部分、丽景花园、上投
佳苑、绿地宝里；（代招绿洲
花园、铂庭、环绿国际、青秀
城、上坤）

2245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65 月浦实验学校 公办 宝山区庆安路25号

庆安二村、庆安三村、庆安四
村、春雷路250弄、、新月丽苑
、宝莲湖景苑、万升家苑、新
月锦绣园、新月翡翠园、新月
雅苑、

1006 4 是 配齐 配齐 五星

66 盛桥中心校 公办
宝山区月浦镇古莲

路271号

盛桥四村、盛桥老街、新丰村
、沈家桥村、聚源桥村、长丰
村、盛星村、钱潘村、月狮村
、友谊村、海陆村、新月明珠
苑、宝华盛世花园、北岸郡庭

775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67 罗店中心校 公办 罗店罗新路765号 罗溪路以东罗店地区 1016 6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68 罗南中心校 公办 罗店美诺路48号

美兰湖新镇、蔡家弄村、王家
村、朱家店村、十年村、西埝
村、繁荣村、富丽居委、富辰
居委、罗南居委、富南居委

1306 8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69 罗泾中心校 公办
宝山区罗泾镇陈东

路118号
罗泾镇所辖区域 983 5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70 美罗一小 公办
美罗家园美文路535
号（2015年新开
办）

罗店大居、张士村、富强村、
南周村、北金村、远景村

2 达标

71 馨佳园学校 公办 黄海路599号 馨佳园居住大区 377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72 大华新城学校（暂定）公办 环镇南路326号 大华五村一居、二居
小学

（138人
）

4 达标

75 锦秋学校（小学）
政府
委托

锦秋路999号
锦秋花园（暂定）、宝山城市
园区（丰翔新城居委、金地艺
境居委）

670人
小学4班
（政府委
托1个班)

5500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宝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教学、后勤设施设备和师资配置基本情况（公示内容之二）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学校后勤设施 师资配置
午餐供应方式 学生宿舍

教职工总数
（人）

其中：专职教师

自备食堂（等） 外送快餐 其他 是否寄宿制 收费标准 人数
中级以上职
称（比例）

民办学校退
人数 比例

1 宝山区第一中心小学 公办 B 否 116 113 77%

2 淞一小学 公办 B 否 39 36 64%

3 同泰路小学 公办 B 否 46 46 76%

4 吴淞实验 公办 B 否 35 33 100%

5 水产路小学 公办 B 否 33 32 76%

6 海滨小学 公办 B 否 31 30 0%

7 永清路小学 公办 A 否 49 47 66%

8 淞滨小学 公办 B 否 31 30 0%

9 泗东小学 公办 B 否 46 43 63%

10 和衷小学 公办 B 否 49 48 82%

11 虎林路小学 公办 B 否 64 61 70%

12 泗塘新村小学 公办 B 否 35 35 65%

13 红星小学 公办 B 否 79 76 70%

14 长江路小学 公办 B 否 90 84 62%

15 通河新村小学 公办 B 否 39 36 64%

16 通河二小 公办 B 否 47 43 63%

17 通河三小 公办 B 否 44 41 71%

18 呼玛路小学 公办 A 否 42 40

19 宝山区第三中心小学 公办 B 否 84 82 72%

20 实验小学 公办 A 否 118 111 70%

21 新世纪学校（小学） 公办 B 否 78 74 80%
22 宝林三小 公办 B 否 52 51 69%

23 教师进修实验学校 公办 B 否 108 101 80%

24 广育小学 公办 A 否 109 106 79%

25 宝山实验（小学） 公办 A 否 175 76%

26 月浦新村小学 公办 B 否 65 57 74%

27 月浦二小 公办 B 否 40 40 65%

28 月浦三小 公办 B 否 46 45 76%

29 石洞口小学 公办 B 否 43 43 63%

30 乐业小学 公办 B 否 60 55 75%

31 同达小学 公办 B 否 41 40 68%

32 罗阳小学 公办 B 否 68 62 76%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学校后勤设施 师资配置
午餐供应方式 学生宿舍

教职工总数
（人）

其中：专职教师

自备食堂（等） 外送快餐 其他 是否寄宿制 收费标准 人数
中级以上职

称（比例）

民办学校退
人数 比例

33 大场镇小学 公办 B 否 70 67 70%

34 江湾中心校 公办 B 否 76 73 78%

35 高境二小 公办 B 否 46 45 76%

36 高境三小 公办 B 否 34 32 69%

37 大场中心小学 公办 B 否 67 64 72%

38 大华小学 公办 B 否 60 60 4人%

39 大华二小 公办 B 否 58 57 71%

40 上大附中实验（小学） 公办 B 否 132 127 70%

41 行知小学 公办 B 否 75 74 73%

42 嘉华小学 公办 A 否 28 27 36%

43 祁连中心校 公办 B 否 63 62 62%

44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小学） 公办 B 否 57 51 70%

45 第二中心小学 公办 B 否 76 73 67%

46 上师大经纬实验学校 公办 A 否 93 51 3725%

47 中环实验小学 公办 B 否 31 31 20%

48 华师大宝山实验（小学） 公办 B 否 103 102 50%

49 通河四小 公办 B 否 45 44 52%

50 虎林三小 公办 B 否 38 36 0%

51 淞南中心校 公办 B 否 55 53 70%

52 淞南第二小学 公办 B 否 55 54 56%

53 杨行中心校 公办 B 否 81 76 62%

54 杨泰实验学校 公办 A 否 94 89 71%

55 天馨学校 公办 B 否 90 85 68%

56 顾村中心校 公办 B 否 92 89 56%
57 宝虹小学 公办 B 否 45 45 24%
58 泰和新城小学 公办 B 否 69

59 共富新村小学 公办 A 否 59 57 67%

60 菊泉小学 公办 B 否 68 63 59%

61 共富实验（小学） 公办 B 否 159 60 38%

62 月浦实验学校 公办 A 否 68 67 78%

63 盛桥中心校 公办 B 否 60 53 75%

64 罗店中心校 公办 B 否 70 67 63%

65 罗南中心校 公办 B 否 90 86 80%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学校后勤设施 师资配置
午餐供应方式 学生宿舍

教职工总数
（人）

其中：专职教师

自备食堂（等） 外送快餐 其他 是否寄宿制 收费标准 人数
中级以上职

称（比例）

民办学校退
人数 比例

66 罗泾中心校 公办 B 否 70 43 67%
67 馨佳园学校 公办 B 否 42 36 33%
68 美罗一小 公办

69 大华新城学校（暂定） 公办 16 16 63%
71 同洲模范（小学） 民办　 B 部分寄宿 3500 66 49 50% 1 1.50%

72 锦秋学校（小学） 民办　 B 58 48 40% 6 10%



宝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规模、招生计划和校舍场地条件（公示内容之一）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校
性质

学校地址 户籍对口学校就近入学的范围

目前在
校学生
人数
（人）

当年招生计
划数（班）
（其中寄宿
生人数）

民办学
校收费
标准

（元）

校舍场
地条件

教学设备配置

是否达
到90标
准（等
级）

规定的
专用教
室与实
验室是
否配齐

计算机
房设备
配置是
否配齐

学生图
书阅览
室达标
等级

1 淞谊中学 公办
宝山区密山路100
号

宝钢二村、宝钢三村、宝钢十村、宝
林一村、宝杨路2021弄(仅限户籍地
址为宝杨路2021弄）

1010 6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 教师进修实验学校 公办 东林路125号
宝林二村、宝林三村、宝林四村、宝
林五村、宝林六村、宝林七村、宝林
八村、宝林九村、密山新村二居

979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 实验学校 公办 友谊路120号 本校小学部毕业生 1498 8 是 改造中 改造中 是

4 新世纪学校 公办 盘古路528号

宝钢四村、宝钢五村、宝钢六村、宝
钢七村、宝钢八村、宝钢九村、宝钢
十一村、临江新村、宝城新村、临江
公园居委、泗塘村、三汀沟、宝地绿
洲城、同济公寓、宝杨路2021弄居委
（除宝杨路2021弄）

800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5 进修附中 公办 宝杨路480号

宝山一村、宝山二村、宝山三村、宝
山六、七、八、九、十村、海江二村
、白玉兰花园居委、华能城市花园、
兴景佳园

588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6 海滨二中 公办 海滨五村10号

牡丹江路居委、海滨八村、三营房、
永清新村、永清二村、海江新村居委
（含乔士房产、新叶公寓、塘后支路
50弄）宝山五村(含宝辰花园、住友
宝莲、华能时代）

644 5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7 吴淞初级中学 公办 同泰北路222号
海滨新村、海滨二村、海滨三村、海
滨四村、和丰

491 4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8 吴淞实验学校 公办 淞滨路701号
吴淞三村、淞新、淞西、桃园、泗东
、长征、李金、一纺、二纺、西朱新
村、吴淞新城、陈巷

791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校
性质

学校地址 户籍对口学校就近入学的范围

目前在
校学生
人数
（人）

当年招生计
划数（班）
（其中寄宿
生人数）

民办学
校收费
标准

（元）

校舍场
地条件

教学设备配置

是否达
到90标
准（等
级）

规定的
专用教
室与实
验室是
否配齐

计算机
房设备
配置是
否配齐

学生图
书阅览
室达标
等级

9 吴淞二中 公办
宝山区长江路860
弄1号

淞南一二村居委、淞南三村、淞南四
村、淞南五村、淞南六村、长一居委
、长五、华浜、张华浜、鹏城花园、
张行、新城尚景、万临家园、新梅淞
南苑、逸居苑、鎏园、盛世宝邸

617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0 长江二中 公办 通南路88号

淞南五村一居、淞南七村、淞南八村
、淞南九村、淞南十村、嘉骏花园、
长宏新苑居委、盛达家园、枫桥湾名
邸、宝警苑、三湘海尚、保利悦城

952 7 是 配齐 配齐 示范馆

11 虎林中学 公办 虎林路565号
泗塘居委、泗塘三村、泗塘四村、虎
林、虎林二村、新侨、振兴

797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2 呼玛中学 公办 爱晖路585号
呼玛一村、呼玛二村、呼玛三村、呼
玛四村、呼玛五村、富浩花园

538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3 泗塘中学 公办 长江西路1888号 通河二村、通河三村、通河四村 708 5 是 配齐 配齐 五星

14 泗塘二中 公办
上海市宝山区共江

路668号

共康二村、共康五村、共康六村、共
康七村一居、共康八村、共康公寓、
屹立家园、通河六村、通河七村一居
、通河七村二居、通河八村、通河九
村、泗塘五村一居、泗塘五村二居、
泗塘六村、泗塘七村、泗塘八村、昌
鑫花园居、庙行康家村、馨康苑、艺
康苑、康家村、共和新苑

781 7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5 高境一中 公办
殷高西路高境一村
110号

高境一村一居、高境一村二居（除杰
圣家园）、高境二村一居委

261 2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16 高境三中 公办 国权北路468号
三门路以北、逸仙路以东、何家湾以
南、国权北路以西属高境镇；高境四
居

557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校
性质

学校地址 户籍对口学校就近入学的范围

目前在
校学生
人数
（人）

当年招生计
划数（班）
（其中寄宿
生人数）

民办学
校收费
标准

（元）

校舍场
地条件

教学设备配置

是否达
到90标
准（等
级）

规定的
专用教
室与实
验室是
否配齐

计算机
房设备
配置是
否配齐

学生图
书阅览
室达标
等级

17 高境四中 公办
上海岭南路1249弄

288号

杰圣家园、高境三居、高境五居、高
境六居、高境七居、高境九居、共和
一村、共和二村、共和三村、共和五
村、共和六村、共和八村、共和九村
、共和十村、共和十一村

299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18 大华中学 公办 华灵路1391号
大华一村，大华二村，新华居委，大
华二村滨江雅苑居委、铂金华府，大
华四村六居，大华四村七居

465 5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19 行知实验 公办 行知路180号 大华三村、大华四村四居、场南村 1172 4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20 大场中学 公办 南陈路259号

联西村，南大村，场中村，东街居
委，西街居委，联建居委，联合居
委，联乾居委，乾溪居委，乾宁园居
委，慧华苑，联东村

596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1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公办 丰宝路135号

丰明村，聚丰景都居委，祁连四村，
五星村，上海大学，祁连一村，祁连
二村，祁连三村，祁连四村，丰收
村，葑村村，葑润华庭，三星村

949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2 上师大经纬实验学校 公办 纬地路155号
红光村，经纬居委，和泰苑居委，锦
秋居委，

1222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3 顾村中学 公办 宝山区电台路93号

泰和新城、荻泾小区、顾村村、羌家
村、朱家弄村、白杨村、谭杨村（潘
泾河以西部分）、杨木桥村 、长浜
村、大唐小区、东湖小区、丰水宝坻
、杨木桥村 、依云湾、绿洲花园、
世纪飞凡锦城、新天地荻泾花园、韶
光花园、圣卡洛铂庭、东方帕提欧、
泊仕郡

265 6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校
性质

学校地址 户籍对口学校就近入学的范围

目前在
校学生
人数
（人）

当年招生计
划数（班）
（其中寄宿
生人数）

民办学
校收费
标准

（元）

校舍场
地条件

教学设备配置

是否达
到90标
准（等
级）

规定的
专用教
室与实
验室是
否配齐

计算机
房设备
配置是
否配齐

学生图
书阅览
室达标
等级

24 共富实验 公办 共富路501号

共富新村、顾村大家园、天极小区、
星星村、胡庄村、盛宅村、谭杨村
（潘泾河以东部分）、富弘苑、富隆
苑、富成园、富华苑（61幢
331——73幢375）、成亿宝盛、水产
西路（729弄、777弄、858弄、）

2245 8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25 刘行新华实验 公办 菊太路1058号

菊泉居委 、老安村、沈宅村、大陆
村、沈杨村、毅翔村 、归王村、正
义村 、广福村 、王宅村 、陈家行
村、刘行好日子大家园、采菊苑

805 6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26 保利九年一贯（暂定） 公办 2015年9月新开
古北菊翔苑、保利叶•上海、保利叶
语

1

27 罗南中学 公办 富南路198号

罗南居委、富丽居委 、富辰居委、
王家村 、蔡家弄村、北金村、张土
村 、富强村、十年村、朱家店村 、 
西埝村、远景村、南周村、美兰湖新
镇（美兰湖大道以南）

618 5 是 配齐 否 四星

28 陈伯吹中学 公办
罗店镇罗太路7072
号

毛家弄村、光明村、天平村、金星村
、四方村、束里桥村 、义品村、繁
荣村、罗溪花园、塘东居委、向阳居
委、镇东居委、新桥居委、罗溪居委
、东南弄村、美兰湖新镇（美兰湖大
道以北）、罗新苑、金星二居（解放
村、王家楼村、和平村、民众村）

631 4 是 配齐 否 达标

29 罗泾中学 公办 罗泾镇东朱路8号 罗泾镇全部 875 7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序
号

学校名称
学校
性质

学校地址 户籍对口学校就近入学的范围

目前在
校学生
人数
（人）

当年招生计
划数（班）
（其中寄宿
生人数）

民办学
校收费
标准

（元）

校舍场
地条件

教学设备配置

是否达
到90标
准（等
级）

规定的
专用教
室与实
验室是
否配齐

计算机
房设备
配置是
否配齐

学生图
书阅览
室达标
等级

30 盛桥中学 公办 石太路10号

盛桥一村、盛桥二村、盛桥三村、盛
桥四村、新丰村 、海陆村 、盛星村
、沈家桥村、聚源桥村、月狮村、友
谊村、钱潘村、新月明月苑、新月明
星苑、新月明珠苑、宝华盛世花园、
北岸郡庭

561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1 华师大附属杨行中学 公办 宝杨路2888号

杨泰一村、杨泰三村、东街、西街、
八字桥、城西二、宝启花园、万科四
季、富杨居委、星火村、西浜村、钱
湾村 、禄德华园、杨泰春城、同盛
家园、东方丽都、友谊家园、海尚明
城、保集绿岛、丽景翠庭、杨泰康苑
、春江美庐、紫辰苑、远洋香奈

1129 10 是 配齐 配齐 四星

32 天馨学校 公办 水产西路227号
天馨花园、杨北、北宗、桂家木、苏
家、大黄馨园、眉浦村、海德花园、
飘鹰小区、英伦印象

416 3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3 杨泰实验学校 公办 杨鑫路118号

杨泰路以西，桃源港以南，蕴川路以
东（杨泰二村、宝启公寓、禄德嘉苑
、康桥水都、柏丽华庭、梅林居委、
宝虹水岸、香逸湾）

859 6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4 月浦中学 公办
宝山区四元路20弄
78号

乐业一村，乐业二村，乐业四村，乐
业五村，庆安一村，新月福邸，富锦
苑居委，城西一村，城西居委、时代
家园（德都路28弄） 、新月佳苑 、
富浩河滨花园 、嘉城国际、恒德苑 

603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5 宝钢三中 公办
宝山区月浦四村1
号

月浦二村、月浦三村、月浦四村、月
浦五村、月浦七村、月浦八村、月浦
九村、月浦十村、马泾桥居委、宝月
花园、中冶尚园、新月鸿锦园、中冶
锦园、昱翠湾、阳光美林

520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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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地址 户籍对口学校就近入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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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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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配齐

计算机
房设备
配置是
否配齐

学生图
书阅览
室达标
等级

36 月浦实验学校 公办 宝山区庆安路25号

庆安二村、庆安三村、新月丽苑、宝
莲湖景苑、万升家苑、长春村、茂盛
村、沈巷村、段迳村、梅园村、先锋
村、勤丰村、新月锦绣园、新月翡翠
园、新月雅苑、庆安四村

830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7 上大附中实验学校 公办 真金路1100号
东方红村、大华四村一居、大华四村
二居、大华四村三居、大华四村五居

774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38 灵石学校 公办 盛桥一村80号 特殊学校 1 否 配齐 配齐 达标

39 华师大宝山实验 公办 长临路1218号

长江西路以北庙行镇所属地区(九英
里，新梅绿岛，和欣国际，宝辰共和
家园，怡景苑,场北村，共康雅苑一
居，中环国际）

566 5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0 馨家园学校 公办 黄海路599号 馨佳园居住大区 377 4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1 大华新城学校 公办 2014年9月新开
大华五村一居、二居、三居、四居、
五居

46 2 达标

42 求真中学 公办 通河一村5号 通河一村、本区范围内的部分寄宿班 1015 6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3 同洲模范学校 民办 岭南路1050弄1号 全市 790 2 9800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4 行知二中 民办
宝山区海江一路16
号

全市 960 6 8700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5 和衷中学 民办
宝山区淞青路203
号

全区 680 4 8500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6 行中中学 民办 月浦塘南街52号 全市 337 4 4800 是 配齐 配齐 达到

47 锦秋学校 民办 锦秋路999号 全区 670 2 6000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8 交华中学 民办 大华三路99号 全市 824 6 8000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49 日日学校 民办 通河六村166号 全区 600 2 5000 是 配齐 配齐 达标



宝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教学、后勤设施设备和师资配置基本情况（公示内容之二）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学校后勤设施 师资配置

午餐供应方式 学生宿舍
教职工总数

（人）

其中：专职教师

自备食堂（等级） 外送快餐 其他 是否寄宿制 收费标准 人数 中级以上职称（比例）
民办学校退
人数 比例

1 淞谊中学 公办 B 否 87 82 79.3%

2 教师进修实验学校 公办 B 否 108 101 80%

3 实验学校 公办 B 否 175 76%

4 新世纪学校 公办 B 否 78 74 80%

5 进修附中 公办 B 否 59 52 85%

6 海滨二中 公办 B 否 68 60 90%

7 吴淞初级中学 公办 B 否 58 54 83%

8 吴淞实验学校 公办 B 否 76 68 85.29%

9 吴淞二中 公办 B 否 68 54 76%

10 长江二中 公办 B 否 90 74 77%

11 虎林中学 公办 B 否 66 61 77%

12 呼玛中学 公办 B 否 72 68 78%

13 泗塘中学 公办 B 否 80 70 78%

14 泗塘二中 公办 B 否 77 65 88%

15 高境一中 公办 B 否 45 35 91%

16 高境三中 公办 B 否 55 53 76%

17 高境四中 公办 B 否 38 36 97.5%

18 大华中学 公办 B 否 49 45 67%

19 行知实验 公办 B 否 114 107 84%

20 大场中学 公办 B 否 66 63 17%

21 上海大学附属学校 公办 B 否 57 51 70%

22 上师大经纬实验学校 公办 B 否 93 38 52.6

23 顾村中学 公办 B 否 89 78 73%

24 共富实验 公办 B 否 159 60 38%

25 刘行新华实验 公办 B 否 73 67 57%

26 保利九年一贯（暂定） 公办 2015年9月新开
27 罗南中学 公办 B 否 69 65 75%

28 陈伯吹中学 公办 B 否 58 51 76%

29 罗泾中学 公办 B 否 86 77 56%
30 盛桥中学 公办 A 否 66 59 63%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性质
学校后勤设施 师资配置

午餐供应方式 学生宿舍
教职工总数

（人）

其中：专职教师

自备食堂（等级） 外送快餐 其他 是否寄宿制 收费标准 人数 中级以上职称（比例）
民办学校退
人数 比例

31 华师大附属杨行中学 公办 B 否 114 103 72%

32 天馨学校 公办 B 否 90 85 68%

33 杨泰实验学校 公办 A 否 70 69 57%

34 月浦中学 公办 B 否 62 58 80%

35 宝钢三中 公办 A 否 56 48 77.1%

36 月浦实验学校 公办 A 否 71 65 74%

37 上大附中实验学校 公办 B 否 132 126 73%

38 灵石学校 公办 B 是

39 华师大宝山实验 公办 B 否 103 102 50%

40 馨佳园学校 公办 B 否 42 36 33%

41 求真中学 公办 A 部分寄宿 76 66 83%

42 同洲模范学校 民办 B 部分寄宿 3500元 66 49 50% 1 1.5%

43 行知二中 民办 A 是 800元 84元 65 78% 3 4.6%

44 和衷中学 民办 B 是 800 55 47 68% 4 8.5%

45 锦秋学校 民办　 B 无 58 48 40% 6 10%

46 行中中学 民办 A 部分寄宿 1000元 66 54 70% 3 5.6%

47 交华中学 民办 A 寄宿 1000 95 58 65% 9 15%

48 日日学校 民办　 B 是 5000元 55 41 80% 8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