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学年徐汇区各小学对口居委名单

校名 对 口 居 委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小学 慎成里居委（部分） 肇嘉浜居委（部分） 襄南居委（部分） 建新居委（部分） 永康居委（部分） 息村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建襄小学 建岳居委 太原居委 永太居委（部分） 永嘉新村居委 建新居委（部分） 息村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第一小学 上海新村居委 高安居委 康平居委 安亭居委 吴兴居委 宛平居委 德昌居委 广元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
嘉善居委 肇嘉浜居委（部分） 桃源村居委 张家弄居委 永康居委（部分） 永太居委（部分） 襄南居委（部分） 慎成

里居委（部分） 复中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爱菊小学 民办学校区内招生

上海市位育实验学校 东湖居委 延庆居委 陕新居委 新乐居委 复襄居委 淮海居委 淮中居委（部分）

上海世界小学 复永居委 武康居委 华康居委 兴武居委 天平居委 金波居委 安福居委 春华居委 淮中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汇师小学 文定居委 汇站居委 潘家宅居委 陈家宅居委 世纪豪庭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虹桥路小学 乐山一村居委 乐山二、三村居委 乐山四、五村居委 乐山六、七村居委 乐山八、九村居委 番禺居委 虹二居委 虹交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光启小学
殷家角居委 零陵居委 科汇居委 启明居委 徐汇新村居委 沈马居委 王家堂居委 南赵巷居委 汇翠居委 名园居委

上体居委（临）

上海市徐汇区日晖新村小学
日晖新城居委 日晖二村居委 日晖五村居委 日晖六村一居委 日晖六村二居委 大木桥路三居委 大木桥路四居委 康巨居委

茶陵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江南新村小学 江南新村居委 枫林居委 西木南居委 尚海湾居委（部分）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 肇一居委 上影居委 景泰居委 恒益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平江路小学 日晖七村居委 大木桥路五居委 平江居委 医清居委 西木北居委 肇清居委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西塘居委 东塘居委 南丹居委 交大居委 柿子湾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求知小学

桂康居委（部分） 康健路居委 习勤居委 薛家宅居委 西街居委 科苑居委 九弄居委 中海馨园居委 梓树园居委、月河居

委 金谷园居委 漕溪南一村一居委 漕溪南一村二居委 漕溪新村三村居委 漕溪新村四村居委 凯翔居委（部分） 宏润花园

居委 漕东居委 佳友居委 华富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东二小学

东安二村一居委 沈家里居委（部分） 东安四村居委 黄家宅居委 宛南新村第一、二居委 宛南三村居委 宛南四村居委 宛

南五村居委 宛南六村居委 庄家宅居委 尚海湾居委（部分） 华容路居委 徐汇苑居委 东安苑居委 盛大居委（部分） 丰

谷路三居委（部分） 宛平南路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东安三村小学
沈家里居委（部分） 东安一村北居委 东安一村南居委 张家浜肇谨居委 安康居委 谨斜居委 振兴居委 张东居委天钥新村

第一、二 居委 天钥新村三居委 天钥新村四居委 龙山新村一居委 龙山新村二居委 爱华居委 汇园居委 四季园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小学 田林一、二村居委 田林三、四村居委 田林五、六、七居委 田林八、九、十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一小学 田林八、九、十居委（部分） 千鹤二、四居委 千鹤三居委 千鹤五居委 长春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三小学 田林十一居委 田林十二村居委 万科华尔兹居委 爱建园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田林第四小学 田林十三村居委 田林十四居委 新苑一、二居委 新苑三、四居委 新苑五、六、七居委 华鼎广场居委 爱建园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吴中路小学 长春居委（部分） 古宜居委 锦馨园居委 小安桥居委

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实验

小学

古美路一居委 古美路二居委 古美路三居委 古美路四居委 东兰路居委 桂林苑居委 钦北居委 航天新苑居委 星联居委 虹

南居委 怡桂苑居委 虹星居委 高家浜居委 永兆居委 漕河泾开发区园区（临） 乔家塘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樱花园小学 月季百藤居委 樱花园居委 茶花桂花居委（部分） 丁香迎春居委 玉兰园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康宁科技实验小学 康乐居委 康宁强居委 寿昌山居委 寿祥坊居委（部分） 冠生园居委 桂林二居委 师大新村居委（部分）

上海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小学
寿益坊居委 长虹坊居委 长顺海居委 长青坊居委 长丰坊居委 长兴坊居委 寿祥坊居委（部分） 师大新村居委（部分） 茶

花桂花居委（部分） 市委党校家委 紫荆园居委 金桂苑居委 联莘居委 桂康居委（部分）

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 民办学校区内招生

上海市徐汇区董李凤美康健学校 特殊学校区内招生

上海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实验学校 嘉萱苑居委 龙漕居委 宾阳居委 馨汇南苑居委 凯翔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康健外国语实验小学 紫鹃园居委 紫薇园居委 欣园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上海小学 长桥一村居委 长桥五村居委 光华居委 汇成五村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教师进修学院附属实

验小学 长桥四村一居委 长桥四村二居委 长桥七村居委 长桥八村居委 长桥三村一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长桥第二小学 长桥新村一居委 长桥新二村居委 长桥三村一居委（部分） 长桥三村二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逸夫小学 民办学校区内招生

上海市徐汇区龙华小学
周家湾居委 汇龙居委 盛大居委（部分）上缝新村居委 俞家湾一居委 俞家湾二居委 俞家湾三居委 强生花苑居委、机场

新村居委 丰谷路居委 东蔡居委 狮城花园居委 龙华新村居委 民苑居委 云锦路居委 丰谷路三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龙南小学 龙南一村居委 龙南三、四村居委 龙南五村居委 龙南六村居委 龙南七村居委 滨江居委 樟树苑居委 龙水路居委

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 民办学校全市招生

上海体育职业学院附属小学
长桥三村一居委（部分） 罗秀新村居委 罗秀二村居委 罗秀三村居委 港口居委（部分） 徐汇新城居委 华滨家园居委 华

沁家园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园南小学 园南一村居委 园南二村居委 园南三村居委 平福居委 百龙居委

上海市徐汇区向阳育才小学
汇成一村居委 汇成二村居委 汇成三村居委 汇成四村居委 汇成五村居委（部分） 华东花苑第一居委 华东花苑第二居委

楼园居委 正南花苑居委 东荡居委 金牛居委 东泉居委 挹翠苑居委 张家园居委 罗城居委 汇澜园居委 南站居委（临）

上海市徐汇区启新小学
梅陇三村居委 梅陇五村居委 梅陇六村居委 梅陇九村居委 梅苑第一居委 梅苑第二居委 华东理工大学第二居委 陇南居委

（部分）

华东理工大学附属小学
凌云新村居委 华东理工大学第一居委 梅陇四村居委 梅陇七村居委 梅陇八村居委 金塘居委 华理苑居委 阳光居委（部分）

体育花苑居委

上海市实验学校附属小学
梅陇十村居委 梅陇十一村第一居委 梅陇十一村第二居委 龙州居委 和平居委 舒乐居委 闵朱居委 兴荣苑居委 阳光居委

（部分） 家乐苑居委 长陇苑居委 书香苑居委 闵秀居委 陇南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华泾小学 华泾四村居委 华泾五村居委 华建居委 华发居委 漓江山水居委 明丰新纪苑居委 华臻居委 馨宁居委 联合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徐浦小学
沙家浜居委 华阳居委 大桥居委 名苑居委 华欣家园居委 光华绿苑居委 华泾绿苑居委 盛华居委 印象居委

联合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区徐汇实验小学 中海瀛台居委 港口居委（部分）

上海市徐汇位育体校 区内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