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第三届佛山市中小学

示范教研组评审结果的公示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开展第三届佛山市中小学示范教研

组创建活动的通知》(佛教研[2020]6 号）要求，经评审，拟确

认佛山市铁军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组等 197 个学科教研组为佛

山市中小学第三届示范教研组，现予以公示，公示时间：2021

年 2 月 9 日—2 月 20 日。凡对此有异议，请以书面或者电话形

式向佛山市教育局反映。

受理意见部门：佛山市教育局教研室，受理意见负责人：巫

云龙,联系电话：83205046。

附件：第三届佛山市中小学示范教研组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21 年 2 月 9 日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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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届佛山市中小学示范教研组名单

学校 学段/学科

佛山市铁军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第一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南海区大沥镇城南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顺德区本真未来学校 小学道德与法治

顺德区乐从红棉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三水区实验小学 小学道德与法治

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小学语文

南海区狮山镇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南海区南海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顺德区龙江实验学校 小学语文

顺德区大良顺峰小学 小学语文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三水区实验小学 小学语文

顺德区乐从小学 小学语文

顺德区伦教北海小学 小学语文

顺德区陈村吴维泰纪念小学 小学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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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区杨和镇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南海区南海师范附属小学 小学数学

顺德区德胜小学 小学数学

南海区灯湖小学 小学数学

南海区桂城外国语学校 小学数学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小学数学

顺德区西山小学高新区学校 小学数学

高明区沛明实验小学 小学数学

佛山市城南小学 小学数学

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小学数学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小学 小学英语

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禅城区环湖小学 小学英语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顺德区凤翔小学 小学英语

南海区大沥镇海北小学 小学英语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英语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 4 —

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小学英语

顺德区北滘碧桂园实验学校 小学英语

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小学英语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科学

顺德区西山小学 小学科学

顺德区北滘镇承德小学 小学科学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小学科学

禅城区石湾第三小学 小学科学

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小学音乐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小学音乐

禅城区张槎中心小学 小学音乐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音乐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小学美术

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小学美术

顺德区昌教小学 小学美术

佛山市铁军小学 小学美术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小学美术

高明区沧江中学附属小学 小学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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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盐步中心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禅城区环湖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顺德区勒流东风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小学体育与健康

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南海区南海中心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广二师高明附校 小学信息技术

禅城区绿景小学 小学信息技术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

禅城区东鄱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

顺德区容桂上佳市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

南海区黄岐中心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

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小学 小学综合实践

南海区里水初级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顺德区陈村镇初级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南海区罗村二中 初中道德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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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区吉利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顺德区养正学校 初中道德与法治

高明区东洲中学 初中道德与法治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初中语文

顺德德胜学校 初中语文

南海区西樵中学 初中语文

南海区外国语学校 初中语文

禅城区南庄中学 初中语文

禅城区澜石中学 初中语文

顺德区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初中语文

三水区西南中学 初中语文

高明区杨和中学 初中语文

南海区南海实验中学 初中数学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初中数学

佛山市惠景中学 初中数学

顺德区陈惠南纪念中学 初中数学

顺德区文田中学 初中数学

佛山市第四中学 初中数学

顺德区沙滘中学 初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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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桂江一中 初中数学

南海区外国语学校 初中英语

顺德区一中外国语学校 初中英语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 初中英语

顺德德胜学校 初中英语

南海区和顺一中 初中英语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初中英语

禅城区南庄三中 初中英语

顺德区容桂外国语学校 初中英语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英语

三水区西南金本中学 初中英语

顺德区均安建安初级中学 初中物理

南海区和顺一中 初中物理

南海区许海中学 初中物理

佛山市惠景中学 初中物理

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初中物理

顺德区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初中化学

顺德区北滘莘村中学 初中化学

南海区盐步第三初级中学 初中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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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金沙中学 初中化学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初中化学

高明区更合中学 初中化学

南海区映月中学 初中生物学

顺德区北滘君兰中学 初中生物学

顺德区乐从桂凤初级中学 初中生物学

南海区里水初级中学 初中生物学

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 初中历史

顺德区一中外国语学校 初中历史

顺德区大良凤城实验学校 初中历史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初中历史

南海区儒林中学 初中历史

顺德区大良梁开中学 初中地理

南海区小塘中学 初中地理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初中地理

南海区桂江二中 初中地理

高明区沧江中学 初中音乐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初中音乐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初中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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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区伦教翁佑初级中学 初中音乐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初中音乐

南海区桃园中学 初中美术

高明区更合中学 初中美术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初中美术

顺德区碧江中学 初中美术

南海区盐步初级中学 初中美术

禅城区吉利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南海区映月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顺德区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南海区黄岐初级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三水区金本中学 初中体育与健康

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初中信息技术

南海区桂江一中 初中信息技术

顺德区大良顺峰初级中学 初中信息技术

顺德区北滘君兰中学 初中信息技术

禅城区南庄三中 初中信息技术

南海区大沥初级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初级中学 初中综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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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桂城中学 高中政治

顺德区乐从中学 高中政治

佛山市第四中学 高中政治

高明区纪念中学 高中政治

顺德区顺德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语文

南海区南海第一中学 高中语文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语文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语文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数学

顺德区顺德第一中学 高中数学

顺德罗定邦中学 高中数学

三水区三水中学 高中数学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数学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英语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英语

顺德区容山中学 高中英语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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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南海中学 高中物理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高中物理

佛山市第四中学 高中物理

顺德区华侨中学 高中化学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化学

南海区狮山石门高级中学 高中化学

高明区第一中学 高中生物学

南海区石门中学 高中生物学

顺德区容山中学 高中生物学

南海区罗村高中 高中历史

顺德区李兆基中学 高中历史

顺德区伦教中学 高中地理

禅城区荣山中学 高中地理

南海区桂城中学 高中地理

南海区九江中学 高中音乐

顺德区实验中学 高中音乐

高明区实验中学 高中音乐

佛山市岭南美术实验中学 高中美术

顺德区实验中学 高中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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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高中美术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顺德区勒流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佛山市第三中学 高中体育与健康

南海区南海一中 高中信息技术

佛山市第二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顺德区均安中学 高中信息技术

佛山市第一中学 高中通用技术

南海区罗村高级中学 高中通用技术

南海区华附南海实验高级中学 高中综合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