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动公开

加 急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第二批佛山市中小学

“星级”心理辅导室拟认定名单

的公示

根据《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开展第二批佛山市中小学“星级”

心理辅导室申报工作的通知》（佛山教德〔2021〕22 号）精神，

依据申报条件，经学校创建和申报，区、镇教育部门评审和推荐，

市教育局进行材料复查和实地考察抽查，拟认定第二批佛山市中

小学“星级”心理辅导室 184 间，现予以公示（具体名单详见附

件）。

公示时间为 7 天，从 2021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5 日。期间如

有异议，请电话或书面向佛山市教育局德育体育卫生与艺术科反

映。以个人名义反映情况的，请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反映

事项证明材料；以单位名义反映情况的，请提供单位真实名称（加

盖公章）、联系人、联系方式和反映事项证明材料。

受理情况反映的部门、电话和地址：

部门：佛山市教育局德育体育卫生与艺术科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 2 —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周老师，8228 0461

联系地址：佛山市同济西路 9 号

电子邮箱：fsdtwyk@foshan.gov.cn。

附件：第二批佛山市中小学“星级”心理辅导室拟认定名单

佛山市教育局

2021 年 7 月 29 日

mailto:fsdtwyk@foshan.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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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二批佛山市中小学“星级”心理辅导室

拟认定名单

一、五星级（★★★★★）心理辅导室（2 间）

序号 区 区直/镇街 学校名称

1 南海区 西樵镇 南海区西樵镇樵北初级中学

2 顺德区 区属 顺德区容山中学

二、四星级（★★★★）心理辅导室（3 间）

序号 区 区直/镇街 学校名称

1 南海区 西樵镇 南海区西樵镇西樵中学

2 顺德区 勒流街道 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3 顺德区 乐从镇 顺德区水藤小学

三、一星级（★）心理辅导室（179 间）

（一）市直学校（2 间 ）。

序号 学校名称

1 佛山市第一中学

2 佛山市华英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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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禅城区（19 间 ）。

序号 学校名称

1 佛山市第二中学

2 佛山市第三中学

3 佛山市第四中学

4 佛山市岭南美术实验中学

5 佛山市汾江中学

6 佛山市惠景中学

7 佛山市第十四中学

8 禅城区南庄镇吉利中学

9 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10 佛山市实验学校

11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中学部）

12 禅城区黎涌小学

13 禅城区澜石小学

14 禅城区环湖小学

15 禅城区新蕾塘头学校

16 禅城区培立实验小学

17 佛山市元甲学校

18 禅城区南庄镇罗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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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禅城区南庄镇南庄小学

（三）南海区（43 间 ）。

序号 区直/镇街 学校名称

1 区直 南海区石门中学

2 区直 南海区第一中学

3 区直 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4 区直 南海区桂华中学

5 区直 南海区西樵高级中学

6 区直 南海区狮山高级中学

7 区直 南海区里水高级中学

8 桂城街道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一初级中学

9 桂城街道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二初级中学

10 桂城街道 南海区桂城街道叠滘初级中学

11 桂城街道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中学

12 桂城街道 南海区桂城街道文翰中学

13 桂城街道 南海区桂城街道海三路小学

14 桂城街道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三小学

15 桂城街道 南海区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16 桂城街道 南海区桂城街道映月第二小学

17 桂城街道 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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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丹灶镇 南海区丹灶镇初级中学

19 丹灶镇 南海区丹灶镇金沙中学

20 丹灶镇 南海区翰林实验学校

21 丹灶镇 南海区丹灶镇中心小学

22 丹灶镇 南海区丹灶镇第二小学

23 丹灶镇 南海区丹灶镇有为小学

24 丹灶镇 南海区丹灶镇联安小学

25 大沥镇 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26 大沥镇 石门实验中英文学校

27 大沥镇 南海区大沥镇六联小学

28 大沥镇 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29 大沥镇 南海区大沥镇河东小学

30 里水镇 南海区里水镇中心小学

31 里水镇 南海区里水镇同声小学

32 里水镇 广东实验中学南海学校

33 里水镇 南海区里水镇初级中学

34 里水镇 南海区里水镇旗峰小学

35 狮山镇 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初级中学

36 狮山镇 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

37 狮山镇 南海区狮山镇英才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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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狮山镇 南海区狮山镇狮山中心小学

39 狮山镇 南海石门实验中学

40 西樵镇 南海区南海执信中学

41 西樵镇 南海区西樵镇太平初级中学

42 九江镇 南海区九江镇儒林初级中学

43 九江镇 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

（四）顺德区（80 间 ）。

序号 区属/镇街 学校名称

1 区属 顺德区桂洲中学

2 区属 顺德区郑裕彤中学

3 区属 顺德区均安中学

4 区属 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

5 区属 顺德区北滘中学

6 区属 顺德区国华纪念中学

7 区属 顺德区杏坛中学

8 区属 顺德区实验中学

9 区属 顺德区龙江职业技术学校

10 区属 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11 区属 顺德区陈登职业技术学校

12 区属 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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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区属 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14 区属 顺德区勒流职业技术学校

15 区属 顺德区均安职业技术学校

16 区属 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17 区属 广东顺德德胜学校

18 区属 顺德一中外国语学校

19 区属 顺德区京示励耘实验学校

20 区属 顺德区文德学校

21 大良街道 顺德区凤城实验学校

22 大良街道 顺德区梁开初级中学

23 大良街道 顺德区成美初级中学

24 大良街道 顺德区顺峰初级中学

25 大良街道 顺德区西山小学

26 大良街道 顺德区本原小学

27 大良街道 顺德区环城小学

28 大良街道 顺德区凤翔小学

29 大良街道 顺德区云路小学

30 大良街道 顺德区红岗小学

31 大良街道 顺德区世纪小学

32 大良街道 顺德区聚胜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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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良街道 顺德区五沙小学

34 大良街道 顺德区顺峰小学

35 大良街道 顺德区玉成小学

36 大良街道 顺德区大良实验小学

37 大良街道 顺德德胜学校小学部

38 大良街道 佛山市顺德养正学校

39 均安镇 顺德区建安初级中学

40 均安镇 顺德区均安镇文田初级中学

41 均安镇 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42 均安镇 顺德区均安镇顺峰小学

43 均安镇 顺德区富教小学

44 均安镇 顺德区星槎小学

45 均安镇 顺德区仓门小学

46 均安镇 顺德区新华小学

47 均安镇 顺德区天连小学

48 均安镇 顺德区南沙小学

49 均安镇 顺德区光正实验学校

50 乐从镇 顺德区乐从镇东平小学

51 乐从镇 顺德区乐从小学

52 乐从镇 顺德区乐从镇岑松江夫人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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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乐从镇 顺德区沙滘初级中学

54 乐从镇 顺德区沙滘小学

55 乐从镇 顺德区桂凤初级中学

56 乐从镇 顺德区罗沙小学

57 容桂街道 顺德区容桂容山小学

58 容桂街道 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

59 容桂街道 顺德区容桂容里中学

60 容桂街道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附属小学

61 容桂街道 顺德区容桂幸福陈占梅小学

62 容桂街道 顺德区容桂四基初级中学

63 伦教街道 顺德区伦教小学

64 伦教街道 顺德区培教小学

65 伦教街道 顺德区北海小学

66 伦教街道 顺德区翁祐中学

67 伦教街道 顺德区周君令初级中学

68 勒流街道 顺德区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69 勒流街道 顺德区勒流育贤实验学校（初中部）

70 勒流街道 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71 勒流街道 顺德区勒流新城小学

72 北滘镇 广东省碧桂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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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北滘镇 顺德区碧桂园实验学校

74 北滘镇 顺德区北滘镇碧江中学

75 北滘镇 顺德区北滘镇莘村中学

76 杏坛镇 顺德区杏坛梁銶琚初级中学

77 杏坛镇 顺德区杏联初级中学

78 杏坛镇 顺德区昌教小学

79 龙江镇 顺德区龙江外国语学校

80 陈村镇 顺德区拔萃实验学校

（五）高明区（9 间 ）。

序号 学校名称

1 高明区明城镇东洲中学

2 高明区杨和镇杨和中学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外国语学校

4 高明区荷城街道荷城中学

5 高明区高级技工学校

6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高明附属学校

7 高明区沧江中学

8 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初中

9 高明区纪念中学

（六）三水区（26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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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区直/镇街 学校名称

1 区直 三水区第三中学

2 区直 三水区西南中学

3 区直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4 区直 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5 区直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中学

6 区直 三水华侨中学

7 区直 三水区乐平中学

8 区直 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9 区直 三水区健力宝中学

10 区直 三水区三水中学

11 区直 三水区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12 区直 三水区理工学校

13 西南街道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14 西南街道 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15 西南街道 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东江实验

16 西南街道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四小学

17 西南街道 北外附校三水外国语学校（中学部）

18 西南街道 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19 西南街道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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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西南街道 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21 云东海街道 三水区云东海学校

22 云东海街道 佛山市华大星晖高级中学

23 白坭镇 三水区白坭镇中心小学

24 大塘镇 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小学

25 芦苞镇 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26 南山镇 佛山市萌茵实验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