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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督〔2018〕9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公布 2017年市依法治校

示范校和达标学校名单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开展依法治校创建活动的通知》（粤

教策函〔2017〕78号）和《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申报 2017年依法

治校示范校的通知》（粤教策函〔2017〕100号）要求，我市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充分认识加快依法治校工作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按照计划及早部署，一批批学校踊跃参与依法治校创建

工作，涌现出一批贯彻依法治校理念、具有完善的法治体系和制

度规范，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较高的具有示范意义的典型学校。

今年创建依法治校示范校和达标学校工作成效显著，全市 34所

主动公开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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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通过依法治校示范校认定工作（认定得分达到《广东省依法

治校创建活动认定评分标准》90分以上），278所学校通过依法

治校达标学校认定工作（认定得分达到《广东省依法治校创建活

动认定评分标准》70分以上）。现决定对上述 34所学校授予佛

山市依法治校示范校称号（名单见附件 1），对 278所学校授予

佛山市依法治校达标学校称号（名单见附件 2）。

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

认识加快推进依法治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组织领导，

及早部署和行动，促进依法治校创建工作规范化、常态化，不断

提升依法治校水平，推进我市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附件：1.佛山市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2017年度）

2.佛山市依法治校达标学校名单（2017年度）

佛山市教育局

2018年 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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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佛山市依法治校示范校名单
（2017年度）

禅城区（8所）：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二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三小学

佛山市第一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张槎中学

佛山市铁军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绿景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玫瑰小学（复检）

南海区（10所）：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金沙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实验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民乐小学（复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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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星辉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顺德区（4所）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勒北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本原小学

高明区（5所）：

佛山市高明区高明区纪念中学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德信实验学校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三小学

三水区（7所）：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八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二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理工学校（佛山市三水区技工学校）

佛山市三水区第三中学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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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佛山市依法治校达标学校名单
（2017年度）

禅城区（46所）：

佛山市城南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第一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霍藻棉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周星拱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环湖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奇槎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黎涌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紫南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杏头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堤田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上元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龙津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南庄小学

佛山市鸿业小学

佛山市同济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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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建设小学

佛山市第五小学

佛山市白燕小学

佛山市第十三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敦厚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镇安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怡东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路小学

佛山市第二十七小学

佛山市第二十五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郊边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大富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下朗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育华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江洲东村学校

佛山市禅城区东方番村小学

佛山市禅城区东方河宕学校

佛山市惠景中学

佛山市第二中学

佛山市华材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第十一中学

佛山市第三中学初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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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第十中学

佛山市汾江中学

佛山市第六中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南庄中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第三中学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吉利中学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南海区（102所）：

佛山市南海实验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灯湖小学

佛山市南海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验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园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桂江第一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东二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南约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西约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叠滘第二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石石肯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平西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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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南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南光中英文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桂城街道平洲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海三路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三山港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夏东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南畔华光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中

佛山市南海区华光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石江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儒林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儒林第二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四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二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西樵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五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北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第三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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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中学附属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狮城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第二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大圃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桃园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第一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罗村第二初级中学

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桃园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石碣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官窑第一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树本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小塘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新城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星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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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务庄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芦塘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街边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联和吴汉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兴贤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颜峰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横岗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大沥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城区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平地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六联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东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北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石门实验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黄岐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河东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实验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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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雅瑶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河西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沙溪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水头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许海初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太平成远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麻奢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中心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小学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二中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一中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旗峰中学

广东省实验中学南海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里水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九江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第一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艺术高级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桂华中学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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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师南海实验高级中学

顺德区（80所）：

佛山市顺德区一中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李伟强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红旗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文华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江义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培教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东平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里海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文田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中学

佛山市顺德一中附小新德业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本原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聚贤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顺峰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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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山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翁祐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汇贤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北海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碧桂花城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陈惠南纪念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沙滘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罗沙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中心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新龙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梁季彝纪念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龙山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城区中心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镇华东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杏坛梁球琚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昌教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东马宁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建安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顺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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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天连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华侨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实验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启智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郑敬诒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鉴海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世纪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云路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逢沙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马冈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小黄圃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羊额何显朝纪念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霞石善祥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莘村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高村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滘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庄头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吴维泰纪念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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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南涌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大墩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劳村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沙滘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新球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勒北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裕源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锦屏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官田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龙江旺岗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桑麻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古朗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龙潭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星槎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仓门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中心小学

佛山市顺德区一中外国语学校

高明区（15所）：

佛山市高明区第一中学附属初中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富湾中学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第二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沛明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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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石岐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泽英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实验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西安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荷城街道富湾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沙水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石水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杨和镇京师时代教科院附属实验学校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新圩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合水小学

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千禧小学

三水区（35所）：

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迳口中心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六和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中心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大塘镇永平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蔡边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新乐丰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源潭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三江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保安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宝月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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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云东海街道下东鲁学校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中心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北江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一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六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七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九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第十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南岸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刘本章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小学

佛山市三水区三水中学附属初中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西南中学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龙坡中学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南边中学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中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中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河口中学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街道金本中学

佛山市三水区白坭镇白坭中学

佛山市三水区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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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华侨中学

佛山市三水区启智学校

佛山市三水区业余体育学校



佛山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8年 2月 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