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学校简介

（包括几年制学校，成立时间，师资数字和学生数字

，以及学生成分）

学校性质

（公办or民办）

硬件设施条件

（操场平米数，教学楼几栋，是否有计算机房、体育馆等

设施）

1 紫罗兰小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牛桥村
五年制小学，成立于2002年，现有教师50名、学生8

16名。其中流动儿童占比为10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1200平米，现有教学楼4栋，机房1个。

2 店子小学 济南市平阴县孝直镇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95年，现有教师39名、学生6

71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35%。
公办

学校体育场地：学校今年新建300米环形跑道（直道100

米）；2个篮球场；1个排球场；6个室外乒乓球台。学校

现有22个普通教室，配备综合实践教室、音乐教室、计

算机网络教室等专用教室。

3 七桥小学 南京市秦淮区中和桥路151号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52年，现有教师33名、学生4

38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百分之95%。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40*50，25*30平米，现有教学楼2栋，机

房1个。

4
伊宁第五小学

（原第十九小学）
新疆伊宁市新华西路8巷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19年，2010年10月将伊宁市

汉宾乡茹仙小学、汉宾乡协和买里小学和汉宾乡发展

小学合并为伊宁市第五小学，现有教师156人，学生

1446人，其中汉族学生50名，少数民族学生是 

1396人。留守及流动儿童占比为2.7%。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6000平米（土操场），现有教学楼1栋，综

合楼1栋，机房2个。

5 双河小学 合肥市长丰县造甲乡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04年，现有教师10名、学生7

6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9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400平米，现有教学楼2栋，机房1个。学校

现配备图书馆一个，供教师及学生使用。

6 东岸小学 温州永嘉县上塘东岸村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90年，现有教师24名，目前

主校区有学生180人，另一分校区170人。其中，留

守儿童的比例约占学生总人数的56%。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2000平方、学校目前拥有教学楼1栋，机房

一个，另有一栋综合楼在建。

7 上虞市滨笕小学 浙江省上虞市章镇镇工业开发区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13年，现有教师32名、学生5

92名。其中，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百分之25

。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图书教室一个

8 秋源完全小学 杭州市淳安县屏门乡秋源村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80年，现有教师14名，学生1

70名，其中住宿生122名，留守儿童占比约为38%。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1220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2005年建成

），综合楼1栋（1980年建成，含普通教室、阅览室、体

育器材室、学生寝室、教师寝室、学校食堂等），机房1

个。

9 小坑小学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上垟乡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86年，现有教师15名、学生2

06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百分之7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3000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学

校现配备图书馆一个，供教师及学生使用。

10 国强学校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练市国强学校

（加学前教育）九年制小学，成立于2003年，现有

教师58人，学生1200多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1

00%。

民办
学校操场合计3600平米，现有教学楼2栋，连廊1排，餐

厅1幢，机房1个，体育馆一个。

11 群贤小学 绍兴市越城区袍中北路3号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2006年，现有教师50名，学生1

081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90%。
公办

学校共占地40亩，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拥有36个

普通教室，1000多平方米的图书阅览室，近2000平方米

的操场，200M塑胶田径场，一个体育馆。

12 南陂小学 河源市铺前镇南陂村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48年1月1日，现有教师19名

，学生210人。其中留守及流动儿童占全校8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4800平米，现有教学楼3栋，机房1个，无

体育馆

13 六甲洞小学 清远市清新县浸潭镇六甲洞管理区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58年，现有教师16名、学生

共280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35%。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4600平方米，现有教学楼2栋，机房1个。

学校现配备图书馆一个，供教师和学生使用。

14 荔村小学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荔村大石桥100号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48年，现有教师32名，学生5

67.其中流动儿童占比为70%
公办

学校16500平方米，现有教学楼1栋，有一个计算机房，

但电脑老旧。学校仅有一个小篮球场，和塑胶跑道供学生

和老师使用

15 东莞社会福利院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莞温路1号

2010年7月2日经市机编委批复同意，由原市儿童福

利院和市社会福利院合并组建而成，主要负责为孤残

儿童、老人提供医疗、康复、托管、养护、辅导、教

育、临终关怀等服务，协助市民政局指导各镇（街）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非学校性质

中心占地面积50360㎡，建筑面积19066.9㎡，内设儿童

区、老人颐养区、阳光学校、康教区、医疗区、后勤保障

区、室内外休闲娱乐区等，环境幽雅，绿树成荫，空气清

新，鸟语花香，是广东省一级社会福利机构、全国民政系

统行风建设示范单位。

16 临江小学 南宁市横县校椅镇
五年制小学，成立于1950年，现有教师15名、学生3

80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60%。
公办

学校拥有2个篮球场，现有教学楼2栋，投影仪教室2个，

童悦之家1万册图书、电脑6台，供教师及学生使用。

17 富泉乡中心小学 永泰县富泉乡富泉街
六年制小学，现有教师25人，学生200多名。其中，

留守儿童占80%以上。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400㎡左右，现有教学楼1栋，电脑室1个，

无体育馆。

18 深土小学 漳州市漳浦县203乡道附近
六年制小学，1992搬迁至现址。共有教职工22人，

在校学生557名。
占地4004平方米,现有单体建筑物2栋

19 峡山外来工子弟学校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峡山街道南里社区居委会

（原南里社区居委会办公楼）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2003年8月，现有教师26人，小

学生475人。其中，流动儿童占比为99%。
民办 操场面积2000平方米，机房54平方米，教学楼2栋。

20 斗门小学 南昌市新建县溪霞镇胡赵村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78年，现有教师9名，学生16

5名。其中，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5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495㎡，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学校现

配备体育馆1个，供教师及学生使用。

21 四乌小学 广东怀集连麦镇四乌村
七年制小学，现有老师16人，296名学生，贫困学生

占60%，留守儿童6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300平米，现有教学楼2栋，没有机房。

22 李八庙小学 南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白河办事处李八庙村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54年，学生1100多人，其中

，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4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7200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无机房、体育

馆等

23 临渡小学 重庆市合川区临渡小学
六年制小学，现有教师19名，学生300名。其中留守

儿童占比为7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300平米，现有教学楼2栋，机房1个。

24 连山中学 四川省广汉市连山镇
三年制初中，成立于1971年，现有教师72名，学生7

50名，留守225学生，占比3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平米，现有教学楼3栋，机房2个。学校现

配备体育馆一个，供教师及学生使用。

25 独瓦房完全小学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县恐龙山镇独瓦村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78年，现有教师12名、学生1

32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2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500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学校

无配备体育馆。
26 观音-姚基金希望小学 广元市元坝区磨滩镇

27 元吉-姚基金希望小学 广元市朝天区大滩镇

28
宁蒗彝族自治县-

姚基金希望小学
云南省宁蒗县大兴镇干河子

29 仁江小学 贵州省遵义市高坪镇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78年，现有教师18名、学生3

75名，其中留守儿童占15%。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4000平方米，现有教学楼1栋共3层、机房

1个。

30 香港子男小学 河南南阳市社旗县赊店镇东关
九年一贯制学校，成立于2004年6月，现有教师78名

，在校学生1329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93%。
民办

操场面积约300平米，教学楼2栋，有计算机房（童悦之

家）。

31 魏营小学 河南商丘市宁陵县黄岗乡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87年，现有教师32名、学生7

96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约50%。
公办 学校操场260平米，教学楼有2栋，机房1个，6台电脑

32 常村乡中心小学 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常村镇常村街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26年，现有教师31名，学生5

90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75%。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900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没有计算机房

和体育馆。

33 永丰镇中心小学 商洛市洛南县永丰镇，永丰街道中心
六年制完全小学，1941年建校，39名教师，854名学

生，220名留守儿童
公办

学校没有正规操场，教学楼1栋，有一件微机室没有体育

馆

34 东方红小学（原六合小学） 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街176号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59年，现有教师32名，学生5

18人，其中留守儿童占20%。
公办 学校操场面积3572平米，现有教学楼两栋，机房1个。

35 古城中学 四川省绵阳市平武县
三年制初中，成立于1950，现有教师88人，学生516

人，留守儿童占比为50%。
公办

学校操场250米跑道，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无体育

馆

36 德胜小学 宁夏银川市贺兰县德胜园区德胜小学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2004年9月，现有教职工20名，

学生550名。本校处于工业园区，因此学生来自全国

各地，其中留守儿童占30%，其余为外来务工子女和

本地失地农民子女。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1000平米，现有教学楼两栋，机房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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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裴家营中心小学 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裴家营镇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54年，现有教师42名、学生6

70名。其中，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15%。
公办

学校占地面积47691平方米，绿化面积达3700平方米，

硬化面积11000余平方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

38 大木乡中心小学 重庆市涪陵区大木乡

大木乡虽然今年来大力发展花木产业及旅游产业，但

地处偏远山区，经济、教育条件落后。大木乡中心校

地处高山，孩子们每天都需要在陡峭的盘山公路和崎

岖的山路间步行数十公里上下学，学习生活条件艰苦

受到社会广大关注。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4000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

39 竹篙小学 金堂县竹篙镇 马鞍村5组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05年，现有教师8名，学生21

9人，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38.9%。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1769平米 ，现有教学楼2栋，机房1个。

40 高庄小学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官亭镇高庄村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96年，现有教师12人，现有

学生233名，留守儿童占比为35%。
公办

操场合计3500平方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没有

体育馆。

41 西柏坡元坊小学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孟家庄镇元坊小学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2006年，现有教师17名、学生2

02名。其中，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32%。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800平米，现有教学楼2栋，机房1个。学校

现配备体育馆一个，供教师及学生使用。

42 旺清门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旺清门镇旺清门

九年一贯制学校

九年一贯制学校，现全校有教职工97人，全校有学生

810名。100余名留守儿童。
公办 教学楼一栋，计算机室1个，没有体育馆。

43 河头小学 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上河头村

九年一贯制学校，成立于2005年，现有教师105名、

学生1500名。其中，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10

%。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10000平米，现有教学楼2栋，机房2个。

44 重工四校 沈阳市铁西区新村小区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2009年，现有教师42名、学生7

00名。其中，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2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1500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学

校现配备体育馆1个，供教师及学生使用。

45 金钱小学 长春市二道区北远达大街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70年，现有教师35名，学生3

60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1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9000平米，现有教学楼4栋，机房1个。童

悦之家教室一间，无体育馆。

46 化石戈学校 辽宁省阜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化石戈镇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2006年，现有教师77名，学生5

35，其中留守儿童5%。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5000平方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

47 世纪小学 辽宁省瓦房店市五一路一段4号

成立于2005年9月，是瓦房店市第一所公办寄宿、走

读双轨制学校。学校现有12个教学班，在校学生878

人，教师34人。

公办

学校位于瓦房店市新城区， 

占地1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是大连市

标准化学校。

48 哈尔滨儿童福利院 哈尔滨市哈西新区哈尔滨大街与东华街交口
成立于2002年，是市属福利机构。现有孤残儿童278

人。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4800平方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2个。

学校现配备体育馆、健身房各一个。

49 联兴学校 哈尔滨市双城区联兴乡

九年一贯制学校，成立于2010年，是由八所村小和

一所中学合并之后成立的，现有教师75人，学生565

人。

公办
学校操场面积15000平方米。教学楼两栋，机房一个，体

育馆没有。

50 静游镇寄宿制小学 太原市娄烦县静游镇寄宿制学校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90年，现有教师21名、学生1

38名。其中，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60%-

7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5600平米，现有平房教室三排，机房1个。

51 闽晋希望小学 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西安社村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2011年，现有教师19名、学生3

80名。其中，留守儿童占比57%。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2000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学

校现未配备体育馆。

52 蒙古族小学 乌兰浩特市兴安街53号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32年，现有教师89名、学生1

260名。其中，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百分之90

%。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250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学校

现配备体育馆一个，供教师及学生使用。

53 小黑河小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乡小黑河村小

学

六年制小学，现有教师27名、学生330名。其中，留

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百分之90%。
公办

暂住其他小学，新教学楼预计今年动工，2年之后可以投

入使用

54 行知实验学校 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镇双槐树村2号
六年制小学，成立于1994年，现有教师56名、学生1

000名。其中，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10%。
民办

学校操场合计800平米，现有教学平房20座（含新建16

座），机房1个供教师及学生使用。

55 大市镇中心小学 北镇市大市镇本街
6年制小学，成立于2009年，现有教师35名、学生35

0名。其中，留守（或流动）儿童占比为20%。
公办

学校操场合计1500平米，现有教学楼1栋，机房1个。学

校现配备体育馆无。

56 王虎屯中心学校 河北省怀安县王虎屯乡王虎屯村
九年一贯制学校，成立于1953年，现有教师43名，

学生387人，其中留守儿童占比为23.7%。
公办

学校共占地5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均

为平房，400米环形跑道标准操场，配备计算机教室、音

乐教室、图书阅览室等专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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