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洪山区小学 2020 年服务范围 

序号 学校名称 2020 年服务范围 2020 年范围主要对应小区 

1 鲁巷实验小学 

珞瑜路以南西起空司（不

含），东至民族大道；卓

豹路以北西起保利华都小

区，东至民族大道；卓豹

路以南西起卓豹路与雄楚

大道交汇处，东至民族大

道；民族大道以西北起珞

瑜路，南至雄楚大道；雄

楚大道以北东起民族大

道，西至卓豹路与雄楚大

道交汇处。 

吴家湾干休所、东湖御院、吴家湾大厦、军休四中

心(原湖滨干休所）、61726 部队宿舍、东湖阳光、

滨湖小区、东方怡景大厦、解甲苑小区、冷水铺、

华乐苑小区、华乐山庄、中船 709 研究所、电信小

区、95037 部队宿舍、鲁巷教委宿舍、鲁巷特一号、

兰州军区干休所、新域柠檬特区、双塘小区、省建

五公司三处、燃料公司小区、鲁巷中医小区、尖东

智能花园、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开放职业学院、武

汉工程大学、工大雅苑小区、绿之苑小区、水务集

团、文豪苑小区、华城新都小区、珞喻路 540 号留

学生公寓、保利华都、三金雄楚天地、尚文创业城、

粮食学校宿舍。 

2 楚才小学 

雄楚大道以南，民族大道

以东，新竹路以北，关山

大道以西。 

湖电小区、关山中学宿舍、汽标小区、化研院小区。 

3 
鲁巷实验小学 

一分校 

雄楚大道以南，西起楚康

路，东至荣院路，南至南

湖北路（不含绿汀雅境、

保利拉菲）。 

银箭铁塔宿舍、省邮电学校、关西小区、电力疗养

院、省旅游学校、省妇女干部学校、小何村、武汉

警官职院武昌校区、水利工程生态研究所、湖工商

贸学院、康卓新城。 

4 南望山小学 

珞瑜路北边东起高压研究

所（含），西至湖滨花园

酒店；鲁磨路沿线。 

中航仪表厂、省气象局、南望山小学、金域广场、

前庄村、当代雅典苑、当代巴黎苑、紫菘花园、水

文小区、技术监督局小区、楚天激光宿舍、邮科院

小区、鲁巷教师小区、碧水花园、新都汇、省建五

公司、紫菘教师公寓、鲁巷科技苑、中建花园（东

湖明珠、台湾岛、还建小区）、老喻家山中学、曹

家湾、大张村、小张村、土库村、彭王村、无线电

小区、鲁磨路沿线、高压小区、大业花苑、光谷中

心花园、康园教师小区。 

5 旭光学校 

珞瑜路以南西起民族大

道，东至关山大道 ，珞瑜

路以北西起高压研究所，

东至华科大大门；民族大

道以东南起楚雄大道，北

至珞瑜路；楚雄大道以北

西起民族大道，东至关山

大道；关山大道以西北起

珞瑜路，南至楚雄大道；

五零四小区。 

汽发宿舍、金盛花园、202 所宿舍、常青藤 1-3 期、

广厦华庭、保利花园三期、炭黑小区、礼尚人家、

智慧城、明珠花园、717 研究所小区、核动力运行研

究所小区、省化学研究院小区、省测绘小区、龙安

小区、龙安花苑、省中医院小区、长航小区、保温

瓶小区、湖电小区 25 栋、南三门小区、蓝巢逸品、

米兰映象、新屋熊小区、新尚都、加州阳光、风度

柏林、健龙尚谷杰座、中石油小区、康桥小区、当

代香颂公馆、五零四小区。 

6 洪山实验外国语学校 

雄楚大道以南西起桂子花

园（含），东至楚康路；

绿汀雅境、保利拉菲、保

利蓝海郡、南湖锦园、立

城福第。 

绿汀雅境、南湖半岛、保利拉菲、名都花园、城投

瀚城、鹿鸣苑、肿瘤医院宿舍、方家嘴村、学雅芳

邻、保利浅水湾、文泉书院、桂子花园、珞桂小区、

卓刀泉南路 14 号、万科翡翠云台、泉盛花园、保利

蓝海郡、南湖锦园、立城福第。 

7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附属学校 

本单位教职工二代及三代

子女。 
本单位教职工二代及三代子女。 



 

序号 学校名称 2020 年服务范围 2020 年范围主要对应小区 

8 卓刀泉小学 

卓豹路西起卓刀泉南路，

东至保利华都（不含）；

雄楚大道以北西起省林业

局，东至荣军医院；卓刀

泉南路北起珞瑜路，南至

雄楚大道；空司宿舍。 

卓刀泉教师小区、星光苑、山泉居、新凯山泉居、

沈家店小区、湖滨仪器厂宿舍、区教育局宿舍、五

环小区、省交通学校宿舍、建信小区、省建五公司

宿舍、中粮武汉院宿舍、省民政厅宿舍、兰亭居、

湖北省团校宿舍、省工艺美术厂宿舍、大何村、凯

乐桂园、原二轻学校宿舍、省艺校宿舍、高创小区、

枫景家园、省外贸宿舍、荣校教师小区、领秀城、

空军武昌卓刀泉干休所、纺织大学贸学校宿舍、荣

军医院生活小区、武汉民政职业学校宿舍、华师一

附中家属区、盛宏家园、吴家湾 11、13、15、23、

24、27、33、40、42、43、45、48、50 号、阳光美

墅、翡翠城、华瑞大厦、陈家湾、湖北省林工商宿

舍、南苑花园小区、洪山区蔬菜公司宿舍、洪山区

电力公司宿舍、湖北省林业勘察院宿舍、洪山区珞

南街宿舍、洪山区交通局宿舍、洪山区人大宿舍、

虎泉药厂宿舍、湖北省林业厅宿舍、湖北省林业局

总苗站宿舍、新竹苑小区、科技公寓、湖北省林业

科技推广中心、卓刀泉科技小区、博达学校、文昌

职校、空司宿舍、蓝天名苑、伏泉小区、保利大都

会。 

9 珞狮路小学 

珞狮路以西，北起洪达巷，

南至雄楚大道；珞狮路以

东，北起马房山中学（不

含），南至文荟街延长线；

雄楚大道以北东起省林业

局（不含），西至工大路；

雄楚大道以南东起桂子花

园（不含），西至珞狮路。  

狮城名居、狮城翰园、狮城风华新都、幸福佳苑、

南湖景苑红馆、南湖假日小区、圆梦美丽家园、洪

山区戒毒所宿舍、珞桂路 99号、广水部队宿舍、61788

部队宿舍、公安局洪山分局宿舍、南国还建楼、区

城管局宿舍、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宿舍、武警龙港小

区、人武学校宿舍、省建六公司第一分公司宿舍、

德安公司宿舍、尤李村小区、城建职院小区、省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小区、南湖渔场小区（江南小区）、

原郧县汉办、春林庭苑、省机械化宿舍、省五建公

司宿舍、马房山干休所、武警总支队宿舍、逸景苑

小区、博文花园、省金属材料宿舍、灯泡厂宿舍、

洪山区中医院宿舍、区公安局精管院宿舍、洪山区

劳改局宿舍、明雅苑、华富楼、省农牧宿舍、南远

大楼、泰格生态公寓、汉飞精英青年城、剑桥名邸、

元宝山干休所、玉兰苑南苑、理工大鉴湖筒子楼、

工大路十五亩地、石牌岭东一路化专楼、鸿福花园、

鸿桂苑、理公馆、金域学府。 

10 广埠屯小学 

珞瑜路以北西起广八路，

东至湖滨花园酒店（含）；

珞瑜路南边西起 722 所

（含），东至空司(不含）；

八一路南边西起广八路，

东至风光村。 

武汉体院、722 所、空疗、天宝嘉苑、银海雅苑、银

海东湖珞珈、滨湖制药厂、电力仪表小区、广八路

单号、东湖公馆、丰颐苑小区、区环科院、楚天府

小区、区环保局、长汉新屯小区、省环保厅、省老

干局、变压器厂、卫生局宿舍、东湖花园、珞喻路

188 号、珞喻路 190 号、电校、省纺宿舍、成教中心

宿舍、口腔医院、省疾控中心、市政小区、东湖桥

小区、省移民局、东湖名居、金桥花园、安卓小区、

假肢厂、中船科技、 672 医院、融科 95 小区、七环

公寓、省安全厅、林工商、林科院伏虎山小区、林

科院、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卓刀泉中学、省高

法、区园林局、区工商局、区建管站、派出所、长

江报社、财政局、艳阳天、水文站、卓刀泉 1 至 334

号、广埠屯菜场、广小宿舍。 



序号 学校名称 2020 年服务范围 2020 年范围主要对应小区 

11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 

小学（桂子山校区） 

本单位教职工二代及三代

子女。 
本单位教职工二代及三代子女。 

12 武珞路小学 

武珞路北边西起教育局宿

舍，东至珞珈山路口（止

于并含珞珈山大厦）沿线；

武珞路南边西起石牌岭

路，东至洪山区国税局；

石牌岭路东北起武珞路南

至洪达巷鸿岭花园（含泓

悦府）；石牌岭路西边石

牌岭职业中学宿舍。 

教育局宿舍、街道口 6-22 号、畔山庭院、街道口小

区、街道口南村 1-93 号、珞珈山大厦 A.B 座、外贸

宿舍、房管所、洪山区工商局宿舍、洪山区供电局

宿舍、武珞路 673 号、679 号、746 号、748 号、750

号、752 号、754 号、洪山区房管局、建设局宿舍、

鹏程蕙园、75714 部队家属院、石牌岭教师小区、洪

珞村、竹苑小区、政法大学教师小区、未来公馆、

京韵花园、零三办事处、石政村 1 号-5 号、石牌岭

路 3 号气门厂宿舍、洪山区税务局宿舍、信合宿舍、

市政宿舍、省艺校教工宿舍、石牌岭职高、邮局宿

舍、蓝空公寓、福源公寓、二汽东风汉办、五星俱

乐部、石牌园社区（石建村）、武汉二聋、盲校教

工宿舍、省轻工业学校、岭秀华庭、街道口 33 号、

34、36 号、鸿岭花园、洪岭公寓、天下龙岭广场、

泓悦府。 

13 街道口小学 

珞珈山路沿线；珞瑜路南

边西起国税局，东至华师

大校区（含）；珞瑜路北

边西起珞珈山路,东至广

八路；珞狮路西边北起八

一路，南至洪达巷，珞狮

路东边北起八一路，南至

马房山中学；八一路南边

西起邮电干校，东至广八

路；193 医院、园艺场、植

物园。 

省歌舞剧院、工商银行宿舍、书香门第、湖北经济

学院、鹏程国际、省妇幼保健院、学府鑫院、中科

开物、四眼井小区、珞珈山路 9、26、27 号、荣泰

小区、市政宿舍、邮电干校、通信专用局宿舍、洪

山中学宿舍、樱花大厦、工农湾、民政楼宿舍、武

珞村、中南航天供销公司、珞狮路 120 号气门厂、

珞瑜村、阜华大厦、未来城、群光上苑、法院宿舍、

理工大东还建楼、工商局宿舍、狮城公寓、黎明村、

马房山教师小区、线材厂宿舍、理工大西还建楼、

植物园小区、园林技校小区、193 医院、工人村小区、

菱角湖小区、东湖医院、枫叶苑小区（32022 部队）、

广八路双号、知识产权局、园艺场、植物园、武大

信息学部、理工大东社区、理工大西社区、珞珈山

11 号、黄家湾鸿达苑小区、华师大校区、省教育装

备处、省教科所、出版社、桂子山庄。 

14 
武珞路小学 

石牌岭分校 

石牌岭路以东，北起洪达

巷，南至雄楚大道，东至

工大路；石牌岭路以西，

北起石牌岭职业中学宿舍

（不含）南至雄楚大道；

雄楚大道以北东起工大

路，西至省公安厅；雄楚

大道南东起柳园路，西至

岭南路；张黄新村。 

汽配宿舍、湖工分校宿舍、三鸿领域、岭上府、湖

北省军区武汉第十七干休所、武汉科技大学洪山校

区、迪雅花园、御景名门、张黄新村小区、丽岛 2046、

沈家湾花园小区、石牌岭石建村（还建房）、石牌

岭东一路荷花新村、核工业宿舍、石牌岭路 17-229

号（单号）、石牌岭路 257-279 号（单号）。 

15 
武汉理工大学 

附属小学 

本单位职工二代及三代子

女。 
本单位职工二代及三代子女。 

16 武珞路实验小学 大华小区。 大华小区。 

17 武珞路小学金地分校 

金地格林小城、明泽丽湾、

明泽半岛、紫松珞狮花园、

珞珈雅苑、珞狮路付家咀。 

金地格林小城、明泽丽湾、明泽半岛、紫松珞狮花

园、珞珈雅苑、珞狮路付家咀。 

18 洪山区第一小学 

武昌府、佳和云居、宝安

璞园、雍华府、南湖名都 A

区、保利中央公馆 4 期。 

武昌府、佳和云居、宝安璞园、雍华府、南湖名都 A

区、保利中央公馆 4 期。 



 

序号 学校名称 2020 年服务范围 2020 年范围主要对应小区 

19 
洪山区第一小学 

书城路分校 

珞狮路以西，北起雄楚大

道，西至柳园路，南至文

治街(含南湖雅园丽湖花

园）；珞狮路东边丽岛花

园、南湖梦里水乡、中建

南湖壹号。 

丽岛紫园、书城路狮城公寓、龙威小区、狮龙花园、

名仕 1 号、北港教师小区、鸿湖景天、南湖雅园、

丽湖花园、丽岛柳园、三鸿家园、书城路 10 号 A 栋

B 栋、武警一支队宿舍、丽岛花园、南湖梦里水乡、

中建南湖壹号、中建福地星城、锦惠园、中建三局

小区、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宿舍、省水利水电勘

察设计院宿舍、珞狮南路综合市场。 

20 洪山区第三小学 

珞狮路东边，北起文馨街，

南至野芷湖，东至华农（不

含明泽丽湾、明泽半岛）；

珞狮路西边金地西岸故

事、澳新学院公寓、瓦湾、

省种子公司、锦华小区、

南湖城市大厦、生物科技

职院北区、狮山美庐。 

南湖山庄、南湖玫瑰湾、澜花语岸、国海学道、揽

胜公园、瑞湖天地、珞南雅居、华农社区、澳新学

院公寓、金地西岸故事、瓦湾、省种子公司、锦华

小区、南湖城市大厦、生物科技职院北区、狮山美

庐。 

21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 

小学（南湖校区） 

南湖新城、明泽风华苑

1-20 栋、华大家园、鸿城

家园、马应龙小区、南湖

周家湾、中央公馆 1-3 期。 

南湖新城、明泽风华苑 1-20 栋、华大家园、鸿城家

园、马应龙小区、南湖周家湾、中央公馆 1-3 期。 

22 英格中学一分校 

明泽风华苑六期、明泽风

华苑 21-26 栋，芷岸龙庭、

农科院社区、张吴村、南

湖瑶苑（院部）、蚕桑站、

南湖实验站、江夏金水闸

畜牧所、江夏金水闸果茶

所。 

明泽风华苑六期、明泽风华苑 21-26 栋，芷岸龙庭、

农科院社区、张吴村、南湖瑶苑（院部）、蚕桑站、

南湖实验站、江夏金水闸畜牧所、江夏金水闸果茶

所。 

23 洪山区第二小学 
保利心语、马湖社区、明

泽丰华苑下马湖。 
保利心语 1-10 期、马湖社区、明泽丰华苑下马湖。 

24 
华中农业大学 

附属学校 

本单位教职工二代及三代

子女。 
本单位教职工二代及三代子女。 

25 井岗山小学 
江宏花园、江宏新村、景

虹花园、027 社区、长虹桥。 

江宏花园 A 区、江宏花园 B 区、江宏花园 C 区、景

虹花园、江宏别墅小区、027 小区、颐和苑小区、天

久云门小区、江宏新村、虾湖院、长虹桥。 

26 
华中师范大学 

附属保利南湖小学 

保利公园九里、南湖名都 B

区、南国花郡、金地圣爱

米伦、红旗欣居 A 区、东

原晴天见、汀香美域、阳

光上城 。 

保利公园九里、南湖名都 B 区、南国花郡、金地圣

爱米伦、红旗欣居 A 区、东原晴天见、汀香美域、

阳光上城 。 

27 永安小学 

红旗欣居 B 区、C 区、D 区；

军威苑小区、李家墩、余

家湾、清雅苑（九〇仓库）、

712 小区、汇东南湖新村、

采荷居。 

红旗欣居 B 区、红旗欣居 C 区、红旗欣居 D 区、军

威苑小区、李家墩、余家湾、清雅苑（九〇仓库）、

712 小区、汇东南湖新村、采荷居。 

28 广埠屯小学湖工分校 
板桥社区、武南社区、湖

工大社区、东原乐见城。 
板桥社区、武南社区、湖工大社区、东原乐见城。 

29 洪山区第五小学 
李桥村、新路村、汤逊湖

村、双建村、先建村。 

双建村、李桥村、先建村、汤逊湖村、新路村、彩

虹郡、巴黎春天、世茂林屿岸、东原湖光里、楚天

都市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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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张家湾小学 

白沙洲大道以西，北起江

盛路，南至白沙二路（不

含三桥社区），西至武金

堤路；白沙洲大道以东，

北起江盛路，南至八坦路

白沙一路，向东至京广铁

路线，沿京广铁路线向北

至江盛路；波光霞影 B 区、

青润家园、鑫宇花园、武

昌工学院教工宿舍。 

烽火馨德紫园、崇文兰庭、烽火祺福青湾、复地悦

城、波光霞影 A 区 B 区、武昌工学院教工宿舍、二

师宿舍、青润家园、鑫宇花园、自沙洲大道 102 号(车

队宿舍)、长利小区、八坦路 142 号中南管道宿舍、

菁英城、列电小区、保利上城、天工小区、物管小

区中铁物资、张家湾小学原教工宿舍、张家湾中学

教工宿舍、武咸公寓、保利新武昌、八坦路 64 号-122

号双号(铁路工区)、八坦路 150号武焦和谐小区(2-6

号楼)、张家湾街 1-498 号(含大学生留汉集体户张

家湾街 9 号)、张家湾 21 号玻璃厂、堤后街 1-19 号

堤后街、堤后街 235-290 号、堤后街 302 号、堤后

街 305 号、八坦路 10-62 号(双号)、光霞新村 1-98

号、何家墩 1-77 号、胡家墩 1-123 号、邬家墩 1-210

号、唐家墩 1-57 号、余家墩 1-100 号、余家湾 1-64

号、烽火村 1 号-452 号烽火村 1-4 组、白沙洲大道

乔木湾、法庭宿舍。 

31 
广埠屯小学 

清江锦城分校 

白沙洲大道以东，北起八

坦路，南至三环线，西至

铁路线（不含波光霞影 B

区、青润花园、鑫宇花园、

武昌工学院教工宿舍）。 

毛坦港湾、佳兆业金域天下 1、2 期、3 期、建材小

区、武焦宿舍 1 栋、张家湾 1-450 号、清江锦城、

青菱城市花园、荷景苑小区、紫云府、南国都市、

长征新区、福临居、万象新城、东原启城、喜瑞都、

世茂云锦、新材小区、青菱渔场小区、胜利丰园。 

32 武珞路小学爱家分校 

白沙洲大道以西，青菱湖

以东，融科花满庭（不含）

以南；白沙洲大道以东，

黄家湖以西，黄家湖三街

以南的区域。 

红霞名苑、红霞新村、红霞雅苑、爱家名校华城、

园艺新村、福星惠誉东澜岸、渔业村黄令旗队、武

汉科技大学教职工宿舍、香水湾、书院世家。 

33 
鲁巷实验小学 

建和分校 

青菱河以北、长江以南、

三环线以西的区域。 

花园村、建阳村、建群村、菱湖美景小区、  西湾

村、老桥村、杨林村、横堤村、杨泗矶村、火箭村、

石咀村、金塘村、渔牧场、清江苑小区、菱湖雅居、

建和村建和世家、新城阅璟台。 

34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 

万科金色城市小学 
万科金色城市、长江鑫都。 万科金色城市、长江鑫都。 

35 青菱小学 

白沙洲大道以西，青菱河

以东，北起三环线，南至

融科花满庭（含）；白沙

洲大道以东，黄家湖以西，

北起三环线，南至黄家湖

三街。 

融科花满庭小区，新港村，白沙洲大市场，湖北中

医药大学宿舍楼，青菱小区，龚家咀，青菱桥，南

岸咀，长岭村，青渔路，毛家湾，熊家湾。 

36 
卓刀泉中学 

张家湾分校 

夹套河路以南、白沙二路

以西、白沙洲大道以北、

三环线以东的区域。三桥

社区。 

观庭金色世家、白沙洲制材小区、武昌监狱、玻璃

钢小区、四坦路小学、林机小区、白沙洲制材小区、

园林学校、武汉儿童彩印中心、白沙洲中学、湖北

省林业集团、福汉小区、城际花园、瑞鑫花园、湘

龙鑫城、菜科所小区、青菱学校、水科所小区、青

青花园、江大宿舍、白沙洲机电市场、凌吴墩、北

关村、范家村、蓄科所小区、花样年锦绣城、世贸

云锦玉海园。 

37 金鹤园学校 

友谊大道以南、园林路（瑞

丰路）以东，团结大道以

北、仁和路以西的地区（不

含金地自在城、花样年花

郡、花样年幸福万象）；

大洲村。 

金鹤园小区、新鑫园小区、青城一品、菁华园小区、

天丰花园、钢都公寓、钢洲花园、青洲花园、九州

开来国际、星桥苑、山河格调、玲珑汇、大洲村、

武丰佳园、金科城。 



序号 学校名称 2020 年服务范围 2020 年范围主要对应小区 

38 梨园小学 

徐东大街以东与团结大道

交汇处向东，至爱家国际

西侧路口，再向南至排水

渠，沿排水渠向东至二环

线，沿二环线进入欢乐大

道向西进入联盟路，由联

盟路向南进入华电小区

路，沿华电小区路向西进

入徐东大街。 

汪家墩小区、团结名居枫园、新世纪花园 B 区、徐

东雅苑、鹏程花园、七星四季花园、徐东嘉园、佳

园小区、华电沙湖小区、鸿源国际公馆、华腾园、

岳家嘴小区、洪山区机关住宅小区、嘉隆小区、东

亭还建小区、蓝晶绿洲、东湖尚郡、东亭新嘉源、

东湖别苑、东湖花苑、省电力小区、岳家嘴小区一

期二期三期、和盛世家、东湖天下、宏方苑、东湖

睿园、梨园东区、梨园西区、武汉纺织大学、东湖

花园、公安宿舍、防暴宿舍、污水处理厂、梨园小

区、电科院小区、中试所、75731 部队宿舍、湖北美

术出版社宿舍、东沙花园。 

39 广埠屯小学和平分校 

徐东大街以东、友谊大道

以南、才茂街以西、团结

大道以北的地区。 

欧洲花园、时尚欧洲、金银岛花园、金银岛小区、

新新花园、昌友宿舍、新绿美地、银厦公寓、平安

花园、兆丰苑、石化小区、融海杰座、纺机宿舍、

江南花园、恒庆花园、纺科所宿舍、中南宿舍、看

守所宿舍、千禧名苑、九阳轩、美林青城、徐东村

小区、凯旋门广场、万利广场 A、徐东苑、徐东馨苑、

徐东四期公寓、安居苑、紫金苑、新世纪花园 A 区、

新世纪花园 C 区、中铁科工宿舍、武铁佳苑东区、

武铁佳苑西区。 

40 广埠屯实验小学 

友谊大道以南，沿才茂街

（铁机西路）向南进入团

结大道，沿团结大道向东

至爱家国际华城西侧路，

沿爱家国家华城西侧路向

南至排水渠，沿排水渠向

东至二环线，沿二环线至

团结大道，沿团结大道向

东至园林路（瑞丰路），

沿园林路（瑞丰路）向北

至友谊大道，沿友谊大道

以西至才茂街；铁机盛世

家园。 

中铁花园、忠诚花园、铁机教师宿舍楼、和平中学

宿舍楼、铁机东区、铁机西区、大城小院、虹琦花

园、保利才盛、华城广场、爱家国际、花畔里、丽

华苑、保利城、铁机盛世家园、江南新天地、港东

名居、柴林尚城、柴林花园、欧式花园、铁机馨园、

融侨悦府、诺展星座、爱家皇家公馆、铁机宿舍。 

41 北洋桥小学 

北洋桥鑫园、杨春湖景苑、

白马馨居二期、白马洲村

未拆迁部分、北洋桥村。 

北洋桥村、北洋桥鑫园一期、北洋桥鑫园二期、白

马洲村、白马馨居二期、东方红村、牡丹园 1 栋、

牡丹园 2 栋、杨春湖村、杨春湖景苑、自建一村、

自建二村、自建三村、杨春湖畔。 

42 
街道口小学东方雅园

分校 

东方丽锦、东方雅园、东

方花园、东方红花园、东

方红村、绿岛小区、白马

馨居一期、东湖金茂府、

东湖雅苑、利加华庭。 

天兴绿岛小区（东区、西区、中区）、白马馨居一

期、东方雅园（一期、二期、三期）、东方丽锦（东

区、西区）、东方花园、东方红花园 1-8 幢、东湖

金茂府、东湖雅苑、利加华庭。 

43 武丰小学 

友谊大道以南、仁和路以

东、工业二路以西、欢乐

大道以北的地区；福星惠

誉东湖城、沙湖港湾、金

地自在城、花样年花郡、

花样年幸福万象。 

武丰村、窑塘湖、杜家桥、林家棚、老岸、福星惠

誉青城华府、沙湖港湾、福星惠誉东湖城、东方玉

龙居、仁和公馆、林湖景苑、和平村、金地自在城、

花样年花郡、花样年幸福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