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阶段小班学区范围公示
一、城区各公办园
学区范围
幼儿园
居委会（或小区）
茸北幼儿园

茸梅、五龙

1、2、3、4、5

茸树

1、2、3、4、5、6、7、8

黄渡浜、淡家浜、莱顿

5-②、6、7、8

花桥、中山苑、郭家娄

5-②、6、7、8

茸梅、五龙

6、7、8

北门、同济雅筑、蓝天一村、蓝天五村、东开
区域
茸树幼儿园

入园信息类别

世纪、合众湖畔(小区）、晨岛花苑（小区）

6、7、8
7、8

绿庭苑、湖畔天地、珠江、开元（除悦公馆小
区）、檀香、紫东、阳光翠庭、东鼎名人府邸

7、8

（小区）
江中、江虹、放生池
锦桂苑、安琪花苑、名庭花苑、建设、祥和、
鼎信、悦公馆（小区）
蓝天幼儿园
中山幼儿园

北门、同济雅筑、蓝天一村、蓝天五村、东开
区域
黄渡浜、淡家浜、莱顿
花桥、中山苑、郭家娄

中山第二幼儿园

白云幼儿园

方塔幼儿园

7、8
7、8
1、2、3、4、5
1、2-①、3-①、4-①、5①
1、2-①、3-①、4-①、5①、2-②、3-②、4-②

黄渡浜、淡家浜、莱顿

2-②、3-②、4-②

白云、东外、东门村、蓝天二村、蓝天四村、

1、2-①、3-①、4-①、5-

乐莫苑（小区）

①、2-②、3-②、4-②

方东、方西、南门、平桥（除乐莫苑小区）

1、2、3、4、5、6、7、8

白云、东外、东门村、蓝天二村、蓝天四村、
乐莫苑（小区）

5-②、6、7、8
1、2-①、3-①、4-①、5-

谷阳幼儿园

谷北(小区)、方舟园、高乐、天乐

机关幼儿园

菜花泾(除谷北小区)、景德路、通波、凤凰

1、2、3、4、5

西林幼儿园

西林塔、西新桥、白洋、松乐苑、马路桥

1、2、3、4、5、6、7

龙潭、太平、黑鱼弄、九峰、佛字桥、长桥、
醉白池、金沙滩
岳阳幼儿园

①、2-②、3-②、4-②

1、2、3、4、5、6、7

荣乐、人乐、民乐、龙兴

1、2、3、4、5、6、7

谷北(小区)、方舟园、高乐、天乐

5-②、6、7

菜花泾(除谷北小区)、景德路、通波、凤凰

6、7

秀南、仓城、五丰苑、兴日家园、花园浜、
玉树、蒋泾、戴家浜

永丰幼儿园

谷北(小区)、方舟园、高乐、天乐

8

菜花泾(除谷北小区)、景德路、通波、凤凰

8

西林塔、西新桥、白洋、松乐苑、马路桥

8

龙潭、太平、黑鱼弄、九峰、佛字桥、长桥、
醉白池、金沙滩
荣乐、人乐、民乐、龙兴
仓吉、仓桥、人民桥、薛家、盐仓、谷水佳苑、
仓桥幼儿园

玉阳苑
秀南、仓城、五丰苑、兴日家园、花园浜、
玉树、蒋泾、戴家浜
三辰苑、三星苑、银杏苑、百合苑、金色华亭、

华亭幼儿园

金地艺境、辰丰苑(小区）
海尚名都、新理想、玉乐、玉荣、华亭荣园

华亭第二幼儿园 海尚名都、新理想、玉乐、玉荣、华亭荣园
周星、麓源（小区）
三辰苑、三星苑、银杏苑、百合苑、金色华亭、
金地艺境、辰丰苑(小区）

华亭第三幼儿园

1、2、3、4、5、6

8
8
1、2、3、4、5、6、7、8
7、8
1、2、3、4、5、6
6
1、2、3、4、5
1、2、3、4、5、6、7、8
7、8

海尚名都、新理想、玉乐、玉荣、华亭荣园

7、8

昌鑫花园、海德名园、兰桥

7、8

泰晤士小镇、润峰苑、原野花园、上泰绅苑(小
区)、月亮河碧园(小区)、华亭别墅(小区)

7、8

浪琴水岸、英郡别苑、德邑小城、久阳文华、
华亭公寓（小区）、月亮河桂园（小区）、逸

7、8

庭苑（小区）
文翔幼儿园

锦桂苑、安琪花苑、名庭花苑、建设、祥和、
鼎信、悦公馆（小区）

1、2、3、4、5、6

实验幼儿园

江中、江虹

1

荣乐幼儿园

放生池

1、2、3、4、5、6

江中、江虹

2、3、4、5、6

（放生池部）

绿庭苑、湖畔天地、珠江、开元（除悦公馆小
绿洲艺术幼儿园

昌鑫幼儿园

区）、檀香、紫东、阳光翠庭、东鼎名人府邸

1、2、3、4、5

（小区）
世纪、合众湖畔(小区）、晨岛花苑（小区）

2-②、3-②、4-②

昌鑫花园、海德名园、兰桥

1、2、3、4、5、6

世纪、合众湖畔(小区）、晨岛花苑（小区）

5-②、6

绿庭苑、湖畔天地、珠江、开元（除悦公馆小
区）、檀香、紫东、阳光翠庭、东鼎名人府邸
（小区）

6

泰晤士小镇、润峰苑、原野花园、上泰绅苑(小
区)、月亮河碧园(小区)、华亭别墅(小区)
人乐幼儿园

1、2、3、4、5、6

浪琴水岸、英郡别苑、德邑小城、久阳文华、
华亭公寓（小区）、月亮河桂园（小区）、逸

5-②、6

庭苑（小区）
浪琴水岸、英郡别苑、德邑小城、久阳文华、
文诚幼儿园

华亭公寓（小区）、月亮河桂园（小区）、逸
庭苑（小区）

1、2-①、3-①、4-①、5①、2-②、3-②、4-②
1、2-①、3-①、4-①、5-

龙源幼儿园

世纪、合众湖畔(小区）、晨岛花苑（小区）

云峰幼儿园

文翔名苑、丁香、上林

谷北幼儿园

松云水苑、御上海、仓兴

1、2、3、4、5

三湘四季

1、2、3、4、5

蔷薇九里（除合景天悦小区）、保利西子湾

5-①

三湘四季幼儿园

大学城幼儿园
龙马幼儿园

星辰园、谷水湾
蔷薇九里（除合景天悦小区）、保利西子湾
银泽、银源、悦都、辰富、新陈家村、合景天
悦(小区）
星辰园、谷水湾

龙翔幼儿园

蔷薇九里（除合景天悦小区）、保利西子湾

①
1、2-①、3-①、4-①、5①

1、2-①、3-①、4-①、5①
1、2-①、3-①、4-①
1、2、3、4、5、6、7、8
2-②、3-②、4-②、5-②、
6、7、8
2-②、3-②、4-②、5-②、
6、7、8

三湘四季

6、7、8

松云水苑、御上海、仓兴

6、7、8

文翔名苑、丁香、上林

2-②、3-②、4-②、5-②、
6、7、8

注：

1、类别说明：详见松江区教育考试中心网（网址：http://www.zsb.sjedu.cn/）《上
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附件 1。其中：
入园信息类别中“-①”指向“持房产证且登记时间满四年及以上的”；“ -②”指向“持
房产证且登记时间不满四年的”。
2、适用对象：符合《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
的实施意见》招生对象且按时进行网上申请与现场确认的小班新生。
3、其他说明：
（1）一园多址幼儿园总分部接纳范围的设置由相关园根据资源与生源实际自主确定。
（2）城区各居委会所含小区及具体范围均以网报平台信息及现场确认信息为准。
（3）各园地址与联系方式，详见《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
阶段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附件 3。

二、九亭地区与各镇公办园
（一）九亭地区
学区范围
幼儿园
居委会（或小区）

入园信息类别

复地九月、富顿苑、沪亭小区、嘉和阳光城、
康亭小区、乳品小区、天宝恬苑、亭园小区、
象屿名城、云润家园、庄家村、开天公寓、
九亭镇

中心部

丽景苑、龙洲苑、龙庄苑、青春驿站、三元

1、2-①、3-①、4-①、5-①、

公寓、亭福小区、亭中小区、夏州花园、英

2-②、3-②、4-②

中心

国会、朱龙村、瀛华苑、亭南小区、龙悦小

幼儿园

区、亭北小区、庄家苑、九久青年城、象屿
虹桥悦府、九州大唐花园、港欣小区
象屿部

象屿都城、教师楼、海德公寓、颐景园、嘉
富丽花园、绿宸家园
绿庭尚城、翠亭别墅、九里亭小区、九里亭

绿庭部

中大九里德、摩卡小城

九亭
第二
幼儿园

花苑

朗庭部

茵芳小区（南北）、朗庭上郡、颐亭花园、
上海源花城、锦绣苑、上海公馆、英伦风尚

1、2、3、4、5、6、7、8
1、2-①、3-①、4-①、5-①、
2-②、3-②、4-②（房产登记
日期满三年不满四年）
1、2-①、3-①
1、2-①、3-①、4-①、5-①、
2-②、3-②、4-②（房产登记
日期满三年不满四年）
1、2-①、3-①、4-①、5-①、

西郊部

新虹桥首府

2-②、3-②、4-②（房产登记
日期满三年不满四年）

奥园北、奥园南、金丰蓝庭、杜巷、淞沪、
依云郡、金亭花苑
九亭

奥园部

第三

1、2-①、3-①、4-①、5-①、
2-②、3-②、4-②（房产登记
日期满三年不满四年）
4-①、5-①、2-②、3-②、4-

中大九里德、志成花苑

②（房产登记日期满三年不满
四年）

幼儿园
知雅汇部 志成花苑

1、2-①、3-①
1、2-①、3-①、4-①、5-①、

贝尚湾、九城湖滨、亭汇花苑、五洲云景

九亭
第四
幼儿园

2-②、3-②、4-②（房产登记
日期满三年不满四年）

涞寅部
4-①、5-①、2-②、3-②、4摩卡小城

②（房产登记日期满三年不满
四年）

中心路小区、久富小区、久富苑

1、2、3、4、5、6、7、8

复地九月、嘉和阳光城、乳品小区、亭园小
区、象屿名城、云润家园、丽景苑、龙洲苑、
龙庄苑、青春驿站、亭福小区、亭中小区、
夏州花园、英国会、朱龙村、瀛华苑、亭南
小区、龙悦小区、亭北小区、庄家苑、九久
中心部

5-②、6、7、8

青年城、开天公寓、象屿虹桥悦府、富顿苑、
九州大唐花园、港欣小区、三元公寓、庄家
村
中大九里德、亭汇花苑、朗庭上郡 、上海公
馆、九里亭小区、九里亭花苑、茵芳小区、
颐亭花园、新虹桥首府、摩卡小城、翠亭别

8

墅、英伦风尚、上海源花城、锦绣苑
绿庭尚城、茵芳小区（南北）、上海源花城、
中大九里德、新虹桥首府、翠亭别墅、九里
亭小区、九里亭花苑、摩卡小城、朗庭上郡、
九谊

颐亭花园、上海公馆、锦绣苑、英伦风尚、

幼儿园

4-②（房产登记日期不满三
年）、5-②、6、7

奥园北、奥园南、志成花苑、金丰蓝庭、杜
巷、淞沪、依云郡、贝尚湾、九城湖滨、亭
汇花苑、五洲云景、金亭花苑
金汇苑、繁荣苑、黎星三区、黎星二区、黎
星四区、明珠苑、桃园苑别墅、国亭三村、
美丽星城、沪亭苑、九亭苑、良隆园、国亭
花苑、紫金花园、桃园小区、国亭南苑、易

九亭
第五

1、2、3、4、5、6、7、8

安小区、小商品市场、桃园别墅、沧盛苑、
易富部

国亭名苑、鑫山汇众苑、花园路、悦景苑、
黎星苑

幼儿园

志成花苑、依云郡、奥园南、绿庭尚城、九
城湖滨、淞沪、杜巷、贝尚湾、奥园北、金

8

丰蓝庭、五洲云景、金亭花苑
绿洲部

绿洲长香岛小区、华亭茗苑

1、2、3、4、5、6、7、8

黎星一区、北场二区、上海诗林、新上海弄
里人家、兴联中心村、复地爱伦坡、新上海
九亭
第六
幼儿园

花园洋房、九亭家园、文浦苑、启民苑、江
家园部

1、2、3、4、5、6、7、8

南文化园、兴苑小区、伴亭小区、半岛花园、
周家小区、松沪苑
沪亭小区、康亭小区、天宝恬苑

雪家桥部 北场一区、象屿品城

5-②、6、7、8
1、2、3、4、5、6、7、8

注：

1、类别说明（仅限九亭地区）：详见九亭地区各园网站《2020 年松江区九亭地区（九
亭镇、九里亭街道）2020 年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2、具体事宜请咨询九里亭街道、九亭镇教委与九亭地区各公办园；各园地址与联系
方式，详见《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
附件 3 或各园网站。
3、适用对象：符合《2020 年松江区九亭地区（九亭镇、九里亭街道）学前教育阶段
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招生对象且按时进行网上申请与现场确认的小班新生。

（二）泗泾镇
学区范围
幼儿园

居委会

入园信息类别

(或住宅小区、区块范围）
泗泾镇中
心幼儿园
泗泾第二
幼儿园

丽水、张施、叶星、新南、张泾、
打铁桥、赵非泾、中西、江川、景
园、西南(洞泾港以东)
润江

1、2-①、3-①、4-①、5-①

同润、润和苑

1、2-①、3-①

景港

1

新凯三村、新凯四村、新凯五村

泗泾第四

1、2-①、3-①、4-①、5-①、2-②、3-②、
4-②、5-②

泗泾第三
幼儿园

1、2-①

新凯一村

4-②、5-②

新凯二村

4-②

新凯一村、新凯二村

1、2-①、3-①、4-①、5-①、2-②、3-②

幼儿园
金地一村、金地二村

1、2-①、3-①、4-①、5-①、2-②、3-②、
4-②

泗泾第五

青松

1、2-①、3-①、4-①、5-①、2-②、3-②、
4-②

幼儿园

1、2-①、3-①、4-①、5-①、2-②、3-②、
金地三村

4-②（房产登记日期在 2017 年 7 月 1 日之
前）

景港

2-①、3-①、4-①、5-①、2-②、3-②、
4-②、5-②

泗泾第六

古楼、韵意七村

1、2-①、3-①、4-①、5-①、2-②、3-②、
4-②、5-②

幼儿园
润江

2-②、3-②、4-②、5-②、6、7、8

同润、润和苑

4-①

西南（洞泾港桥以西）、新凯六村、
新凯七村、新凯八村
泗泾第七
幼儿园

新凯一村

6、7、8

新凯二村

5-②、6、7、8

新凯三村、新凯四村、新凯五村

6、7、8

金地三村

泗泾第八
幼儿园

泗泾第九
幼儿园

泗泾第十
幼儿园

1、2、3、4、5、6、7、8

4-②（房产登记日期在 2017 年 7 月 1 日及
之后）、5-②、6、7、8

韵意一村、韵意二村、韵意四村、

1、2-①、3-①、4-①、5-①、2-②、3-②、

向阳桥

4-②

韵意三村

1、2-①、3-①、4-①、5-①、2-②、3-②

韵意五村、韵意六村、韵意八村

1、2、3、4、5、6、7、8

同润

5-①、2-②、3-②、4-②、5-②、6、7、8

景港、古楼、韵意七村

6、7、8

韵意一村、韵意二村

5-②、6、7、8

韵意三村

4-②、5-②、6、7、8

韵意四村、向阳桥

5-②、6、7、8

融创小区

1、2、3、4、5、6、7、8

横港

1、2-①、3-①、4-①、5-①、2-②

丽水、张施、叶星、新南、张泾、
打铁桥、赵非泾、中西、江川、景
园、西南(洞泾港以东)
润和苑

3-①、4-①、5-①、2-②、3-②、4-②、
5-②
5-①、2-②、3-②、4-②、5-②、
6、7、8

祥泽
幼儿园
（原命名
泗泾第十

祥泽

1、2、3、4、5、6、7、8

横港

3-②、4-②、5-②、6、7、8

丽水、张施、叶星、新南、张泾、
打铁桥、赵非泾、中西、江川、景

6、7、8

园、西南(洞泾港以东)

一幼儿园） 金地一村、金地二村、青松居委

5-②、6、7、8

注：

1、类别说明（仅限泗泾镇）：详见泗泾镇各园网站《2020 年松江区泗泾镇学前教育
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附件 1：2020 年松江区泗泾镇公办园新生入园信息分类及安置说
明表。
2、具体事宜请咨询泗泾镇教委与泗泾镇各公办园；各园地址与联系方式，详见《上
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附件 3 或各园
网站。
3、适用对象：符合《2020 年松江区泗泾镇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招生对
象且按时进行网上申请与现场确认的小班新生。

（三）新桥镇
学区范围
幼儿园

村(居)委会

入园信息类别

(或住宅小区、区块范围）
丁浜、明中、潘家浜、新东苑、新弘、庄浜、雷丁小
城（小区）
新桥中心
幼儿园

馨庭
华屿、春申、春九、春莘、莘松、场东、场中、明兴
（除龙祥家园小区）、明华居委（除雷丁小城小区）
南场一村（小区）、南场二村（小区）、南场三村（小
区）、意境雅苑（小区）、新南路壹号（小区）

晨星
幼儿园

民益、新泾、晨星、外管委、新乐、新育
春申、春九、春莘、莘松、场东、场中、明兴（除龙
祥家园小区）、明华（除雷丁小城小区）

新闵
幼儿园

南场一村（小区）、南场二村（小区）、南场三村（小
区）、意境雅苑（小区）
新南路壹号（小区）
白马、达安、龙祥家园（小区）、聚丰苑（小区）、
绿洲比华利（小区）

白马
幼儿园

馨庭

1、2、3、4、5、6、7、8
2-②、3-②、4-②、5-②、
6、7、8
7、8
7、8
1、2、3、4、5、6、7、8
1、2、3、4、5、6
1、2、3、4、5、6
4、5、6
1、2、3、4、5、6、7、8
1、2-①、3-①、4-①、5①

华屿

1、2、3、4、5、6

新南路壹号（小区）

1、2、3

注：
1、类别说明（仅限新桥镇）：详见新桥镇各园网站《《2020 年松江区新桥镇学前教
育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附件 1：2020 年松江区新桥镇公办园新生入园信息分类及安置
说明表。
2、具体事宜请咨询新桥镇教委与新桥镇各公办园；各园地址与联系方式，详见《上
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附件 3 或各园
网站。
3、适用对象：符合《2020 年松江区新桥镇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招生对
象且按时进行网上申请与现场确认的小班新生。

（四）佘山镇
学区范围
幼儿园

村(居)委会
(或住宅小区、区块范围）

佘山镇中
心幼儿园
佘山第二
幼儿园

入园信息类别

陈坊、陈坊村、陈坊新苑、翠鑫苑、月湖、江秋村、
横山村、刘家山村、陆其浜村、天马、新宅村、新

1、2、3、4、5、6、7、8

镇村
江秋新苑、佘山家园、秋潭苑、莘泽、茗雅、康桂、
结香、高家、北干山村

1、2、3、4、5、6、7、8

注：
1、类别说明（仅限佘山镇）：详见佘山镇各园网站《2020 年松江区佘山镇学前教育
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附件 1：2020 年佘山镇公办园新生入园信息分类及安置说明表。
2、具体事宜请咨询佘山镇教委与佘山镇各公办园；各园地址与联系方式，详见《上
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附件 3 或各园
网站。
3、适用对象：符合《2020 年松江区佘山镇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招生对
象且按时进行网上申请与现场确认的小班新生。

（五）洞泾镇
学区范围
幼儿园

村(居)委会
(或住宅小区、区块范围）

洞泾镇中

洞泾镇（除集贤居委会、王家厍居委会、渔洋浜居

心幼儿园

委会、百花居委会、百鸟居委会、塘桥居委会）

百鸟
幼儿园

集贤居委会、王家厍居委会、渔洋浜居委会、百花
居委会、百鸟居委会、塘桥居委会

入园信息类别

1、2、3、4、5、6、7、8

1、2、3、4、5、6、7、8

注：
1、类别说明（仅限洞泾镇）：详见洞泾镇各园网站《2020 年松江区洞泾镇学前教育
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附件 1：2020 年洞泾镇公办园新生入园信息分类及安置说明表。
2、具体事宜请咨询洞泾镇教委与洞泾镇各公办园；各园地址与联系方式，详见《上
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附件 3 或各园
网站。
3、适用对象：符合《2020 年松江区洞泾镇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招生对
象且按时进行网上申请与现场确认的小班新生。

（六)其他各镇（除九亭地区、泗泾镇、新桥镇、佘山镇、洞泾镇以外地区）
1、类别说明：详见松江教育信息网《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
育阶段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及 2020 年各镇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中的“公办
园新生入园信息分类及安置说明表”。
2、适用对象：符合《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阶段招生工作实施办法》招生对象且按
时进行网上申请与现场确认的小班新生。
3、其他说明：
（1）各镇公办园的小班学区范围由各镇有关部门根据生源信息与资源实际统筹确定。
具体事宜请咨询当地镇教委等有关部门与各公办园。
（2）各镇一园多址幼儿园总分部的接纳范围由各镇根据实际予以确定。
（3）各园地址与联系方式，详见《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关于 2020 年松江区学前教育
阶段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附件 3 或各园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