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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 2022 年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一年级
学位申请指南

一、招生对象

小学一年级的招生对象须年满六周岁（2016 年 8 月 31 日及此日前出生），有学习能力，

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深圳市户籍儿童、少年；

2.享受政府相关优惠政策人员子女；

3.父母双方或一方具有深圳户籍的非深圳户籍儿童、少年；

4.父母双方或一方持有具有使用功能的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且在深圳居住满 1年、连续

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满 1年的非深圳户籍儿童、少年。

二、申请方法

1.志愿填报要求。申请小学一年级学位的适龄儿童可填报四个志愿，非深圳户籍适龄儿童

须至少填报两所民办学校，深圳户籍适龄儿童不作要求。

2.志愿填报规则。申请公办学校的，所填的第一个公办志愿必须是招生地段内的学校，其

它公办志愿可从所属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内的公办学校中选择填报（各教育办服务范围见本指

南“招生地段”）；申请民办学校的，可从全区范围内的民办学校中选择填报。

3.报名步骤。

第一步：家长网上报名。登录龙岗政府在线网站“龙岗区教育局基础教育与德育科”页面

（http://www.lg.gov.cn/bmzz/zs/）或者关注“深圳龙岗教育”微信公众号，在“学位申请”

栏目中点击“小一报名”。家长需完成：①凭适龄儿童身份证号填报报名信息，生成报名号和

初始积分；②根据系统提示拍照或扫描上传学位申请所需的各项材料，完成网上报名。（注意：

使用自建房、集资房、集体宿舍、军产房等特殊住房或祖屋申请学位的，在完成网上报名后，

还需按第一志愿学校通知要求，到校现场验核住房材料原件。）

第二步：学校初审。第一志愿学校对家长上传的资料、填报的信息进行初审。若填报信息

不规范或资料不完整，学校通知家长到校补交有关材料并现场审核。初审结束后，家长不得更

换学位申请材料及修改报名信息。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学校不予受理学位申请：

①申请材料不齐或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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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非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小学新生招生对象的；

③家长提供的证件内容和网上报名填报的信息不一致的；

④申请学位的住房材料地址不属于第一个公办志愿学校招生地段的（若全部志愿填写民办

学校，则须提供龙岗区范围内合法有效的住房证明材料）。

三、积分类型及加分项

类型

基础分

加分
分值

适龄儿童

户籍类型
居住类型

第一类 100 分

龙岗户籍 学区自购商品房 1.学区购房：按照产权证发证时间（月份）计算加

分，每满 1 个月加 0.05 分；

2.学区祖屋：按照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

迁入学区的时间（月份）计算加分，每满 1个月加

0.05 分。

学区户籍 学区祖屋

第二类 95 分
深圳其他

区户籍
学区自购商品房

第三类

（民办学

校不设置

第三类）

90 分 学区户籍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学区有自建房、

集资房、集体宿舍、军产房等特殊

住房。

1.学区户籍：适龄儿童与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均为

学区户籍的，按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迁

入学区的时间（月份）计算加分，每满 1个月加 0.05

分；

2.居住加分：按房屋租赁凭证的备案时间计算加

分，每满 1 个月加 0.05 分。

上述两项加分可累计。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深圳市无土

地性质为合法住宅或商住两用的

合法住宅类房产（须提供国土部门

出具的家庭成员在本市的“不动产

信息查询结果单”），学区租房或

者祖父母（外祖父母）拥有产权份

额大于 50%的学区商品房。

第四类 80 分
非深圳

户籍
学区自购商品房

社保加分：按适龄儿童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深圳

市缴纳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缴交月

份的累计月数）计算加分，在已缴纳一年的基础上，

每增加一个月加 0.05 分。

第五类 75 分 龙岗户籍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学区租房或有

特殊住房

1.学区户籍:适龄儿童与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均为

学区户籍的，按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迁

入学区的时间（月份）计算加分，每满 1个月加 0.05

分；

2.居住加分：按房屋租赁凭证备案时间计算加分，

每满 1 个月加 0.05 分。

上述两项加分可累计。

第六类 70 分
深圳其他

区户籍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学区租房或有

特殊住房

第七类 60 分
非深圳

户籍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学区租房或有

特殊住房

1.居住加分:按照房屋租赁凭证备案时间计算加

分，每满一个月加 0.05 分；

2.社保加分:按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深圳

市缴纳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缴交月

份的累计月数）的计算加分，在已缴纳一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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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每增加一个月加 0.05 分。

上述两项加分可累计。

（一）有关加分项具体说明（所有加分项累计最高不超过 10 分）

1.居住加分。①计算起始日期：提交产权证的是产权证发证日期；提交房屋租赁凭证的是

租赁凭证登记备案日期（如备案时间早于起租时间，按照起租时间开始计算）。②计算截止日

期：2022 年 4 月 1 日。房屋租赁信息、人口居住登记信息不计算居住时间加分。

2.社保加分。①按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深圳市缴纳的社会保险（养老险和医疗险

同时缴交月份的累计月数）计算。②计算方法：计算时间截止 2022 年 4 月 1 日，总月数减去

12 个月后，每个月加 0.05 分。如果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双方均提供社保的，不累计双方，只计

算申请学位时填写的一方。

3.学区户籍加分。①计算起始日期：适龄儿童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在学区内租房或有特殊

住房，且适龄儿童为学区户籍的，按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户籍迁入该学区的日期开始计

算。②计算截止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

4.优享加分。①试点学区。2022 年，继续在麓城外国语小学--怡翠实验学校--南京师范

大学附属龙岗学校共享学区、贤义外国语学校--信义实验小学共享学区试行优享学区，即在共

享学区内为每所学校再划定一个优享学区（优享学区具体范围见本指南“招生地段”）。②计

算方法。家长可选择所属共享学区内任意一所学校作为第一志愿学校，若第一志愿选择对应的

优享学校，可获得 2.5 分优享加分，优享加分仅在本共享学区内有效。

（二）有关积分复核具体说明

适龄儿童的申请资料审核合格并有核定积分后，方具备参加积分入学的资格。审核不合格

的，适龄儿童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可向第一志愿学校提出复核申请。因以下原因审核不合格的，

学校不受理复核申请：

①居住证使用功能中止，或查无此人的；

②产权证证件号码不存在，或过期，或产权人不符合学位申请相关要求的；

③房屋租赁凭证（或租赁信息）证件号码不存在，或租赁用途不是合法住宅用途，或租房

面积不是整套的；

④填报的居住地址与人口居住登记信息所登记的地址不一致的；

⑤社保电脑号不存在或在审核期间中断社保缴费的。

四、申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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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适龄儿童类别 所需材料 备注

1
深圳户籍适龄

儿童

1. 出生证、儿童及其父母户口本；

2.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地段

内的产权证明、房屋租赁凭证（或租赁

信息）、人口居住登记信息等。

2
非深圳户籍适龄

儿童

1. 出生证、儿童及其父母的原籍户口

本、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深居住证（有

效期内）；

2.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在学校招生地段

内的产权证明、房屋租赁凭证、租赁信

息或人口居住登记信息等；

3.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持有本市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就业和社会保

障证明。

港澳户籍还需提供

香港（澳门）永久性居

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

往内地通行证（回乡

证）、由公证部门出具

的父母与子女间亲属关

系公证书（为提高审核

效率，建议在我区公证

部门办理）。

3

享受政府优惠

政策人员的适

龄子女

在申请学位时除应按前述要求提供资

料外，还应出具优惠政策规定的有关材

料。

●有关材料具体说明：

（一）关于居住材料。适龄儿童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需提供的居住材料为以下资料中的任

一种，且要求是合法住宅类房屋，房产所在土地用途为合法住宅或者商住两用：

1.产权证明：提供深圳市国土部门出具的真实有效的产权证明，产权必须是适龄儿童的父

母或法定监护人单独所有或共有且产权份额大于 50%；已购房但产权证原件在银行抵押的，提

供加盖银行公章的产权证复印件。如产权人是适龄儿童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该适龄儿童应

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在同一户口本上或提供关系证明材料，并按特殊住房计算积分。

2.房屋租赁凭证：租住商品房的应该在龙岗区房屋租赁部门办理房屋租赁凭证，租房面积

为整套，承租人须为适龄儿童的父母或法定监护人。

①深圳户籍适龄儿童。房屋租赁凭证记载的租期应为一年以上并包含 2022 年的 4月 1 日

至 9月 30 日，且备案时间须在 2022 年 4 月 1 日及以前。

②非深圳户籍适龄儿童。房屋租赁凭证记载的租期应包含 2021 年 8 月 31 日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且备案时间须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及以前。

3.特殊住房：



5

①属于原住居民的祖屋类别的，应由辖区居委会开具相应证明材料。

②属于军产房类别的，提供住房军产证或军产房所属部门开具的证明，以及辖区居委会出

具的实际居住证明。

③属于集资房类别的，应出具购房收据或合同，并由辖区居委会开具住房证明材料。

④适龄儿童父母在深圳自建房屋居住的，应提供辖区街道办事处开具的房屋不属于“查违

拆违”对象的证明材料。

⑤属于集体宿舍类别的，所住集体宿舍应属合法住房且取得房产证。适龄儿童父母提供有

效房产证明、所在工作单位证明及在该地址登记的人口居住登记信息。

4.租赁信息或人口居住登记信息：租住无产权的住宅类房屋的，可以使用房屋租赁信息或

人口居住登记信息作为居住材料。已办理且满足招生要求的房屋租赁信息依然有效；已申报人

口居住登记信息的，可联系现居住地社区工作站（非深圳户籍人员还可登录深圳市公安局网站

或“深圳公安”微信公众号），查询本人登记在学区范围内的居住信息，并完整地记录最新一

条满足居住时间要求的“登记房屋地址”信息，在申请学位时，完整地填入报名系统。

①深圳户籍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人口居住登记信息时间须在2022年4月1日前。

②非深圳户籍适龄儿童父母或法定监护人的人口居住登记信息时间须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

（二）关于社保材料

非深圳户籍适龄儿童应提供父母或法定监护人至少一方的深圳社保卡或社保参保证明，并

在 2022 年 4 月 1 日前已在深圳连续参加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同时缴交）满 1年。

（三）关于港澳户籍材料

因疫情影响，无法及时返回香港、澳门办理相关手续，导致未能提供有效回乡证和亲属关

系公证书的，2022 年申请小学一年级学位时可暂缓提供，并在条件允许后再向录取学校补充

提交。

五、学位申请房锁定制度

2019年起，龙岗区范围内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全部实行学位申请房锁定制度。在此

前未实施此项制度的片区，已被用来申请学位的住房不受影响。学位申请房锁定制度主要内容

如下：

1.一套住房只允许一户家庭的适龄儿童少年申请学位，如同一套房有多个适龄儿童少年申

请，必须是同一父母或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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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被公办学校录取后，将锁定用于申请学位的住房。“小一”开始使用锁定时间 6 年，

“初一”开始使用锁定 3年；转学插班使用的，锁定时间为入读年级至同一学段毕业年级。锁

定期间其他家庭不能使用该住房申请公办学校。

六、录取办法

按照学校招生计划人数、家长填报的志愿顺序和核定积分高低顺序录取，录满为止。

1.所有生源均按照平行志愿录取，即当学生的学区积分低于第一志愿学校的录取积分线、

未能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时，其积分达到第二志愿学校的，可被第二志愿学校录取，以此类推。

2.同一志愿同一积分的，按优享学区---学区户籍---龙岗户籍---深圳市其他区户籍---非深圳

户籍顺序录取。

3.同一志愿同一积分同一户籍类型的。（1）深圳户籍类型以在学区连续居住时间长短排

序，时间长的先录取（产权证按照发证时间，学区户籍按照适龄儿童父母户籍迁入学区时间）。

（2）非深圳户籍类型以缴纳的社保时间的长短排序，时间长的先录取；如缴纳的社保时间相

同，优先录取使用房屋租赁凭证的；同一积分社保时间相同，都使用相同住房材料的，优先录

取备案时间早的。

4.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属知新学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属道远学校实行一体

化招生：学区内生源第一个公办志愿可从两个学校中选择某一学校进行填报，若未被该校录取，

可继续参与另一学校积分排队；其它公办志愿可从龙城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内的公办学校中选

择填报。

5.无法按志愿录取的非深圳户籍，家长可咨询其它区有学位的民办学校或选择回原籍就

读。

七、时间安排

网上报名

（5月 30日至 6月 6日）

学校初审

（5 月 30 日至 6月 6日）

第一志愿学校对家长上传的资料、填报的信息进行初审。若填报信息不规

范或资料不完整，学校通知家长到校补交有关材料并现场审核。初审结束后，

家长不得更换学位申请材料及修改报名信息。

电脑登录龙岗政府在线网站的“龙岗区教育局基础教育与德育科”页面

或者手机关注“深圳龙岗教育” 微信公众号，在“学位申请”栏目中点击“小

一报名”，凭适龄儿童的身份证号进入，填报学校志愿，确认所填报信息无

误后选择确定，同时产生申请学位的流水号，根据系统提示拍照或扫描上传

学位申请所需的各项材料，完成网上报名。没有上网条件的，可向现就读的

幼儿园或第一志愿学校申请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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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殊儿童义务教育学位申请办法

1.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应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申请条件、提交材

料和录取办法与普通儿童学位申请相同。

2.不能适应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但能适应特殊教育学校或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集体学习

生活的龙岗区户籍智障、精神（自闭症）、肢体（脑瘫）类适龄残疾儿童，凭户口本、残疾人

证、出生证、医院证明申请龙岗区特殊教育学校或普通学校附设特教班小一学位。咨询电话：

0755-89551919；0755-33293846。

3.龙岗区户籍的听障、视障类适龄儿童，凭户口簿、出生证、残疾人证和医院证明到市元

平特殊教育学校申请学位。咨询电话：0755-89468816。

九、温馨提醒

1.请家长认真阅读本指南，提前备齐学位申请材料，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学位申请。对未在

规定时间内上传证件材料或未按学校要求提交材料的，符合条件的龙岗户籍学生不保证就近安

排学位，非龙岗户籍学生不安排学位。

2.家长在网上填报的手机号（请勿填写座机号码 ）是接收学校有关报名通知的主要联系

方式，请务必留意短信（可能被某些软件拦截）内容并积极配合。

3.近年来，常有不法分子谎称可以帮助家长解决学位，以此向家长索要钱财，希望各位家

家长可于 7月 5日起，在报名网站查询资格审核结果和学区验核积分。审

核不合格又符合复核要求的，可在 7月 7日至 7月 8日到第一志愿学校申请复

核。

家长可于 7月 26 日开始，在报名网站查询录取结果，或电话咨询志愿学

校录取结果，或到志愿学校公示栏查看录取结果。

公办学校注册时间由录取学校根据实际自行安排，民办学校注册时间为

7月 27日-7 月 29 日。家长可通过龙岗政府在线网站的“龙岗区教育局基础

教育与德育科”页面提供的学校咨询电话了解或到录取学校公示栏查看新生

注册具体安排。

学校初审通过后，招生系统自动汇总入学材料信息，统一送“市政府

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平台”数据库进行审核。

查询和复核审核结果

（7月 5日至 7月 8日）

查询录取结果

（7 月 26 日）

新生注册

资格审核

（6月 7日至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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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切莫相信不实许诺，以免造成不必要损失。

4.2022年，龙岗区将继续强化学位申请实际居住核查，特别是加大对深圳其它区户籍、非

深户籍租房类别的核查力度，适龄儿童、少年的监护人务必提供真实、有效的居住材料。

5.按学籍管理有关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不得留级或变相留级。已在各类学校（包括民

办学校）就读过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不能参加本次学位申请。对于隐瞒事实，谎报信息而被录

取的，何时发现何时取消录取资格，责任由家长承担。

6.请家长留意申请学校的学位情况和自身积分情况，合理填报志愿。部分学校招生地段属

于两个或以上学校的共同招生地段，该类型地段允许家长自由选择其中的一个学校作为第一志

愿，如选择学位紧张、学区积分录取线高的学校作为第一志愿，有可能出现因积分低而不被录

取的风险。

7.在公民办学校同步招生中，被民办学校录取且家长按时到民办学校注册，确认就读的学

生，经民办学校管理部门确认后，可享受政府规定的学位补贴。

8.被录取的学生应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到学校办理报到、注册及相关入学手续，逾期未办

理的，视为放弃其申请录取的学位，学校不予保留。

9.在资料复核至录取结果公布期间，家长不得申请删除已报名信息。

10.新生报到时，学校将收取儿童入学入园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请家长提前准备。

11.2023 年申请学位的儿童少年，租住在有产权合法住宅类房屋（商品房）的家庭，适龄

儿童、少年的监护人应提供房屋租赁部门出具的《房屋租赁凭证》，租赁期限应至少包含 2022

年 8 月 31 日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且备案时间须在 2022 年 8 月 31 日（含当日）前。租住在

无产权住宅类房屋的家庭，适龄儿童、少年的监护人应提供人口居住登记信息，登记时间须在

2022 年 8 月 31 日（含当日）前。

龙岗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小学招生地段和招生咨询电话

学校名称 招生咨询电话 招生地段

龙城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9916853）

龙岗区实验学校 28924770 爱心路、龙平西路、吉祥路、清林路围成区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

属知新学校
28969392

清林路、如意路、黄阁路及盐龙大道围合范围内的住宅区域：黄阁坑村、大围村和麻沙村

地段、中海康城、睿智华庭、体育新城安置小区（天昊华庭）、龙红格社区、黄阁翠苑、

嘉欣园、嘉亿爵悦、京基御景中央、佳兆业未来城，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注：两

校实行一体化办学，依实际情况统筹开班。）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

属道远学校
2896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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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

团)新亚洲学校
28950089

新亚洲花园、公园大地、俪景鸿都、鸿基花园、鸿进花园、东都花园、龙翔花园、余岭山

庄、吉祥来花园、风临国际

平安里学校 89551616

留学生创业园、天健现代城、香林玫瑰、和兴花园(三、四期)、白灰围社区、君悦龙庭、

东方沁园、美利达新村、水蓝湾、爱地花园、徽王府、吉祥里花园、龙平紫园（龙城一号）、

御景蓝湾公馆、黄阁社区清林路以北

兰著学校 84559202

爱心路、龙平西路、龙城大道、盐龙大道围成的区域（含中央悦城、阅山华府、深业紫麟

山花园、荔枝园、华业玫瑰郡、宝能悦澜山、同创九著、万科翰邻城、长江花园、全盛紫

云庭、全盛紫悦龙庭、阅山公馆、天集雅苑等小区）

龙岗区外国语学校 89222880 奥林华府、阳光天健城、城市立方花园（绿景大公馆）、中森•双子座

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

团)星河学校
84551045 星河时代花园

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

团)如意学校
89556913

1.龙城公园东南方向、黄阁路、龙翔大道、怡翠路围成区域（区外国语学校招生地段除外）；

2.龙翔大道、黄阁路、龙岗大道、怡翠路围成区域（星河时代花园除外）。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

龙岗学校
89559612

1.新联社区、嶂背社区；

2.龙岗大道、怡翠路、龙岗河围成区域。

天成学校 89722399 盛龙花园、万象天成、富康苑、远洋新天地

黄阁北九年一贯制学校 13823656964 南至龙平西路、东至万科翰邻城、西和北至龙城街道行政区域界线。

清林小学 28983066 吉祥路、龙平西路、龙城大道、龙福路围成区域。

龙城小学 28917345 吉祥路、龙福路、龙城大道、龙翔大道围成区域。

依山郡小学 84535538 招商依山郡、平安里家园（壹锦园）、长江花园、万科翰邻城、麓园、回龙雅苑。

深圳中学龙岗学校(原深

中龙小)
89556123

龙翔大道、龙岗大道、怡翠路、吉祥路围成的区域（不含新亚洲学校招生范围中的龙翔花

园、余岭山庄、吉祥来花园）

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

团)爱联小学
28944381

1.龙翔大道、黄阁路、龙岗大道、怡翠路围成区域（雅庭名苑、龙城华府、海逸雅居、星

河时代花园除外）；

2.新联社区、嶂背社区及龙岗大道、怡翠路、龙岗河围成区域。

盛平小学 89980290 盛平社区（兰著学校招生地段除外）

悦澜山实验小学 89618051 龙城大道、回龙路、长兴北路、盐龙大道围成区域。该招生范围与兰著学校共享招生地段。

天誉实验学校* 28216239 万科天誉花园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大运学校*
28869006 颐安都会中央、大学城片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布吉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28280054）

贤义外国语学校 28338339 国展社区、罗岗社区、金排社区。其中，百鸽路—禾坑路以东区域为其优享学区

可园学校 28579882 可园花园

信义实验小学 28243905 国展社区、罗岗社区、金排社区。其中，百鸽路—禾坑路以西区域为其优享学区

木棉湾学校 28884152

龙珠社区、木棉湾社区、大芬社区[龙岗大道以北区域（蝴蝶堡、桔子坑、大芬新村）除外；

含：新都汇、超群大厦、大都汇、大芬艺术大厦、大芬油画苑、翡翠星光园（又名 80后街）、

龙威花园（龙威豪庭）、桂芳园（7-8 期）、兴和苑、沃尔玛购物广场、盈翠家园、中翠花

园、中房怡芬花园、可园花园、龙岗大道 1 号（佳兆业新都汇家园）、新都豪庭等]

吉祥小学 28390819

1.龙岗大道李朗路口往西—吉政路口、龙岗大道李朗路口往北—布澜路东西干道路口往西

—布龙路片区：①蝴蝶堡、大芬新村、桔子坑、东方半岛、半岛苑；②中心花园、鸿灏豪

苑、诚信华庭、诚宇大厦；

2.东西干道—布龙路—布龙路铁路桥往南沿铁路往南—中兴桥往东—中兴路以北区域，含：

文景社区：金运花园、金运家园、金运路、储运路、杓麻岭、百和苑、富丽新村、华昱花

园、世纪华厦、大世纪、文雅豪庭、鸿景豪苑、灏景明苑、豪展苑、怡和园、教育新村、

福永楼、怡馨苑、新利苑、吉祥别墅、杰座；

3.茂业社区：含康达尔花园、信和花园、爱琴居、汇福花园、万山花园、友联花园、名城

国际广场、茂业城、怡康家园、知春理花园；

4、南三社区（锦绣新村、三村除外）

文景小学 89231349

龙园意境小学 28713959

1.东方半岛社区（不含半岛苑、东方半岛花园），含以下花园：龙园意境华府、中海怡瑞

山居、慢城（包括一、二、三期，不含来座山）、华浩源（景园）、万隆苑、龙基新村、

依山别苑、观山大卫华庭；

2.三联村（广深铁路以东部分区域）：含祺润家园、润祥家园、嘉隆苑、塘园新村、松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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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村、长庆小时代

德兴小学 84279393
宝丽路（自粤宝路宝丽路口起——西环路德福花园）以南片区（含德兴花园、钱排村、马

安山、宝丽花园、泽润华庭、粤宝花园）、德福花园、半山道 1 号

布吉中心小学 28289601

老墟村、何屋村、李屋村、格塘村、一村部分地段（莲花小学和龙岭学校招生范围除外）。

[范围：吉华路街口(穿孔桥)红绿灯起，西：至布吉派出所（含布吉中心广场、吉信大厦）；

南：粤宝路宝丽路口起——宝丽路——百花一街路口以北片区；莲花路从 1 至 100 号；莲

花路以北,横向北街双号至 26 号以东,格塘路 1 至 73 号以西；布吉会堂后面联兴街、格塘

一巷（不含和兴街）；一村路以东,乐民路两侧]

莲花小学 84182281
一村的百花一路和横向北街到西环路中段片区，盘龙村，龙岭山庄、东心岭、荣华楼的非

深户生 、半山道 1 号

龙岭学校公办班(民办

学校)
89796266

包含布吉街道和吉华街道部分地段，含一村、大靓、细靓、大陂头、国都花园、宝龙大厦、

长龙花园、长发楼、水晶花园、长龙（1-7 区）、石龙坑、三村、美杜兰华庭、德兴城、龙

岭山庄、东心岭、文博宫、荣华楼的深户生

百外世纪小学公办班（民

办学校）
28768212 国展社区、罗岗社区、金排社区

怡翠实验学校 28531895
中海怡翠社区、丽湖社区、三联社区（不包含广深铁路以东及布龙路以南区域）、万科麓

城。其中，中海怡翠社区、丽湖社区、茵悦之生为其优享学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

龙岗学校
28511544

万科麓城、中海怡翠社区、丽湖社区、三联社区部分区域（布龙路以北、广深铁路以西区

域）。其中，三联社区部分区域（布龙路以北、广深铁路以西区域）为其优享学区。

甘李学校
28462140、

89371597
上李朗社区（包括：金达豪、上李朗统建楼）、甘坑新村社区

阳光小学 28405746
阳光花园、锦绣新村、华龙新村、花语岸、花语馨花园，[国都花园、宝龙大厦、长龙花园、

长发楼、水晶花园、长龙（6-7 区）]的非深户生

水径小学 89675732
水径社区，翠湖社区，三联社区，[大靓、细靓、大陂头、石龙坑、长龙（1—5区）、德兴

城、美杜兰华庭、三村、文博宫]的非深户生、海心汇福园、尚水天成、中南明珠香悦

麓城外国语小学* 89354266 万科麓城、中海怡翠社区、丽湖社区。其中，万科麓城为其优享学区

坂田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9373376）

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

团)云和学校（原万科城

实验学校）

89506582 万科城小区、中海日辉台小区、百草园

深圳实验学校坂田校区 28909858
上品雅园、万科金色半山、佳兆业悦峰、旺塘上段小区、金竹小区、荔枝苑、风清林苑保

障房

深圳大学附属坂田学校 89350043
佳兆业城市广场小区、象角塘居民小组所辖地域（即东至规划 6 号路，西至稼先路，南至

环城路，北至雪岗路）

科技城外国语学校 28386111 信义嘉御山小区、大发埔社区

坂田实验学校 28281127

五和大道以东—布龙路以南—永香路以北—坂雪岗大道以西（含珠江旭景佳园、富豪花园、

十二橡树庄园、和成世纪、德润荣君府）、马安堂社区（含诺德中央道、儒骏城立方、碧

桂园荣汇）

扬美实验学校 28894973
贝尔路以南—坂雪岗大道以东—布龙路以北（不含中海日辉台、上品雅园、万科金色半山、

佳兆业悦峰、荔枝苑、风清林苑保障房、旺塘上段、金竹小区）

五和实验学校 28435633
北至永香路，西至永甘路，东至坂雪岗大道，南至五和社区南端（含中海月朗苑、阳光第

五季、万科第五园四期）

广东实验中学深圳学校 89952602 五和大道—环城北路—坂澜大道—沈海高速围合区域。

花城小学 28768922 四季花城小区

五园小学 28435638 五园社区(除万科第五园四期外)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龙岗雅宝小学
28364648-8004 南坑社区（含星河银湖谷、星光之约、家和花园）

坂田小学 28896289 贝尔路以南—五和大道以东—布龙路以北—坂雪岗大道以西

雪象小学 89582479 新雪社区、象角塘社区（除象角塘居民小组所辖地域）

宝岗小学 84719798-8000 岗头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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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岗区外国语学校（集

团）和美小学
89509903

五和大道以东—布龙路以南—永香路以北—坂雪岗大道以西围成区域（含珠江旭景佳园、富

豪花园、十二橡树庄园、和成世纪、德润荣君府）。该招生范围与坂田实验学校共享。

南湾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9208580）

南湾学校 89891318

宝岭社区的桂芳园（1—6期）、和通花园、泰雅园、中兆花园、龙泉别墅，南岭社区的金

龙豪庭、岭南苑、宝岭花园，康乐社区的康桥花园、紫郡、左庭右院、怡乐花园、丹翠欣

苑。

石芽岭学校 28718884
1、和谐家园、阅景花园、大龙山物流园、岭宏健康家园、尚峰、银领公馆。

2、承翰来座山（布吉街道）

沙塘布学校 28751023 樟树布社区（布沙路以北）、大族河山、沙塘布社区、万科公园里

南岭小学 28712784
南岭社区（除南湾学校和沙西小学招生范围外），南龙社区的南岭花园、阳光翠园、水山

缘、南威中心、锦绣山庄、一半山

沙西小学 28704422-825

吉厦社区、南新社区的南和新村、玉岭花园、普强花园、新塘西，宝岭社区的祥云苑、颂

雅苑、南景豪廷、黄金坑，南岭社区的富景大厦、阳光雅苑、富源居。大坑上村、南和花

园、百门前工业区、南景豪苑

下李朗小学 28301394 下李朗社区、宝盛路以北

沙湾小学 84742153 沙湾社区，厦村社区，樟树布社区（布沙路以南），南新社区的金橘苑和鸿润豪苑

丹竹头小学 28752153 丹竹头社区（包括阳基.春天里）、丹平社区、英郡年华

南湾实验小学 28631636
1、与石芽岭学校共享区域：和谐家园、银领公馆、阅景花园、尚峰花园、健康花城。

2、与南湾学校共享区域：桂芳园 1-6 期、和通花园、中兆花园、泰雅园、龙泉别墅。

平湖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5238746）

平湖实验学校 89236220
鹅公岭社区（天鹅湖畔花园除外）、良安田社区以及平湖社区中由铁路、富安大道、平湖

大街、良白路所围成的片区（即熙璟城及富民工业区等区域）。与鹅溪小学共享招生地段

平湖外国语学校 89234332 力昌社区、山厦社区（平湖第二实验学校小学招生地段除外）、昊龙华庭、东都雅苑

信德学校
28494858、

28499158

禾花社区、上木古社区、新木社区、平吉上苑、四海锦园、融湖中心城、融湖时代花园、

融湖盛世花园

平湖第二实验学校 89989000
平大路、清平高速、平龙西路、杉坑内环路、惠华路、中环大道围成区域（包括融悦山居、

金穗花园、南油花园）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平湖

学校
28509141 天鹅湖畔花园

平湖中心学校 28854305
新南社区（平湖佳兆业花园一、二、三期以及由平龙东路、铁路、守珍街、平湖大街围成

的区域除外）、凤凰社区（九号院馆除外）

凤凰山小学 85233946
平湖社区（由铁路、富安大道、平湖大街、良白路所围成的熙璟城及富民工业区等片区除

外）、九号院馆、坤宜福苑

辅城坳小学
84253749

84015573
辅城坳社区（融湖中心城、融湖时代花园、融湖盛世花园除外）

鹅溪小学 28213292

鹅公岭社区（天鹅湖畔花园除外）、良安田社区以及平湖社区中由铁路、富安大道、平湖

大街、良白路所围成的片区（即熙璟城及富民工业区等区域）。与平湖实验学校小学部共

享招生地段。

白坭坑小学 84662361 白坭坑社区

守真小学 28509868
佳兆业一、二、三期（即君汇公馆、金御雅园、金御佳园）以及由平龙东路、铁路、守珍

街、平湖大街围成的区域

横岗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28864823）

六约学校 28677480

深坑、龙塘、埔厦居民小组、六约新村、六约南社区、塘坑社区、锦冠华城、新亚洲广场、

雅景苑、六联园艺场、湛宝信义广场、瑞泽佳园、梧桐花园、振业城（一至五期）、和悦

居、中海怡美山庄、天颂雅苑、东城中心花园、地铁锦上花园、恒地悦山湖、正大时代华

庭

横岗中心学校 28600688
松柏社区、横岗社区（不含华侨西村）、马五、马六、华侨新村社区、翠湖山庄、联建楼、

志健广场、康乐花园、职工新村、悦心园、卓越弥敦道名苑

梧桐学校 89528299

深坑居民小组、六约新村、梧桐花园、振业城、中海大山地、信义锦绣花园、中海怡美山

庄、乐清小区、泉井湖、腾昌花园、天颂雅苑、瑞泽佳园、地铁锦上花园、东城中心花园、

和悦居、翠湖山庄、联建楼、恒地悦山湖、正大时代华庭

横岗中学小学部 28621026 中海怡美山庄、天颂雅苑、恒地悦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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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小学 28693714 四联社区、卓越城市中心花园、隆盛花园、华侨西村、康乐五区

聚英小学 28344653 和悦居

埔厦小学 15976872585 恒心路—水官高速—武深高速—红棉路围合区域。

保安学校 28623266 保安社区（不含马五和马六）、228 工业区、星河智荟、卓弘星辰花园

安良小学 28608096 安良社区

西坑小学 28669007 西坑社区

大康小学 84263837 大康社区

厚德小学 28611828 荷坳社区(不含颐安都会中央三期)

水晶城小学 28629428 银荷社区、星河智荟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乐城小学*
28600071 荷康花园

龙岗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4812319）

南联学校 84810963

南联社区（南通道以北的居民小组、竹湾村、长海花园、龙富花园、叠翠新峰、鹏达花园、

锦龙名苑、远洋新干线、旭源瑞景轩、旭源怡景轩、仙岭居、城南雅筑、金地龙城中央、

公园花半里、南联公馆）

新梓学校 84850868
水岸新都、锦城星苑、新城花园、传麒尚林花园、翠林苑、君华天第、君华时代、桑泰龙

樾府、新霖荟邑、颐翠名庭、颐璟名庭、颐峰名庭、学校附近及新城路两侧住户。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

龙园学校
28913772 龙园大观、杨梅岗

仙田外国语学校 28907526 新生社区

振新小学 84824150
龙岗社区（不含杨梅岗、龙园大观）、平南社区（九州家园、榭丽花园、东方明珠、东方

瑞景苑）、远洋新干线（此楼盘为振新小学、南联学校共享招生地段）

新生小学 84850914
新生社区（不含水岸新都）、龙岗社区（只含利民市场、洪围、梨一、梨园）、龙岗墟社

区（龙岗街道中心小学招生地段除外）。

龙西小学 28925329 龙西社区（龙禧雅苑、岸上林居）

清林径实验小学 84860652 五联社区

千林山小学 84532533-888 五联社区（不含朱古石、将军帽、鸿威的森林、清林半山）

宝龙学校 89362084
宝龙社区范围内比宝二路以西住宅（含峦山谷一期、峦山谷二期、金地名峰、宝荷欣苑等

楼盘），卓弘高尔夫、仁恒峦山美地（此两个楼盘为南约小学共享地段）

龙城高级中学（教育集

团）宝龙外国语学校
28715771

宝龙社区（比宝二路以西范围属宝龙学校共享招生路段，2023 年视学位供需情况取消该共

享）

同乐主力学校 84292577 同乐社区、同德社区、同心社区（中骏蓝湾翠岭花园除外）

同心实验学校 28261827
龙新社区（爱南路以东居民小组）、中骏蓝湾翠岭花园、中骏四季阳光、恒裕嘉城花园、

中信龙盛广场

龙岗中心学校 84868355

摩尔城、聚龙苑、德沁苑、翠竹村、建新村、创富时代，华兴苑、庆丰楼、市区新村、沁

园、一城风景(颐景峰苑）、怡龙枫景、巫屋村、东一村、东二村、东三村、三和村、运河

蓝湾家园、满京华喜悦里华庭、海航国兴花园、富基置地、恒裕珑城

锦龙学校 15919758906 宝龙社区比宝二路以东、同乐社区。

宝荷学校 19926823557 宝龙社区比宝二路以西、宝荷路—积谷田路—南约河（水二支流）--沙荷路围合区域。

育贤小学 84861123 龙东社区、龙新社区（爱南路以西居民小组）、风临四季、鸿景春天、东鸿雅居、金汐府

南约小学 89363396 南约社区、南联社区（南通道以南的居民小组）

坪地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4092055）

兰陵学校
84055166、

84051669

富坪路以西；山塘尾及其以东、教育路以西的兴华路两侧非坪西地块；文明路以北（文明

路往东延长至坪地大酒店、龙岗大道和富坪路交界处）的非坪西社区地块

龙城高级中学（教育集

团）东兴外国语学校
84862315 坪西社区、高桥社区

乐淮实验学校 89940115 年丰社区、四方埔社区、坪东社区、龙岗大道以南与同心路以东、湖田路（黄沙河）以西

科学高中龙岗分校
26590703

26590705

坪西社区，包含君胜熙珑山、今日香沙御景园、吉祥悦府、嘉豪盛世、利德悦府、香林世

纪华府等住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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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地中心小学
84053549

84053378

1.龙岗大道以南，同心路以西，长美岭以北，惠盐高速以西；

2.龙岗大道以北，发展路以西，兴华路以南，教育中路以东；

3.龙岗大道以北，香元排路以西，兴华路以南，新园路往龙岗大道方向的延长线以东。

六联小学
28332282、

89458217
六联社区

备注：上述带“*”号的学校为龙岗区政府资助学校；本指南招生地段划分仅适用于 2022-2023 学年度；新建学校最终是否开班及正式名称确定，以

学校实际的建设进度和名称审批结果为准；2022 年，部分学校招生地段文字描述因社区行政区划变化、新住宅入伙及其他因素影响作了部分优化。

龙岗区2022年义务教育阶段民办小学招生咨询电话及学校地址

街道 学 校 招生咨询电话 学校详细地址

布吉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28280054）

布吉

布吉街道龙岭学校 89796266 龙岗区布吉街道龙岭东路 29 号

布吉街道东升学校 28542111 龙岗区布吉街道西环路

布吉街道爱义学校 28284218 龙岗区布吉街道莲花路 111 号

布吉街道木棉湾实验 28706571 龙岗区布吉街道木棉路 36 号

布吉街道科城实验学校 28700752 龙岗区布吉街道吉政路 68 号

布吉街道智民实验学校 28723346 龙岗区布吉街道中翠路 83 号

布吉街道启元学校 28288111、28282291 龙岗区布吉街道长龙路 121 号

布吉街道春蕾小学 89966806 龙岗区布吉街道荣华路 192 号

布吉街道中兴小学 28533175 龙岗区布吉街道中兴路 27 号

布吉街道东方半岛小学 28732893 龙岗区布吉街道布龙路东方半岛花园内

深圳市承翰学校 33211661、33211662 龙岗区布吉街道景园路 1 号

龙岗区百外世纪小学 28768212 龙岗区布吉街道罗岗路 72 号

吉华

吉华街道三联储运学校 84723909 龙岗区吉华街道三联村松联路 6 号

吉华街道丽湖学校 84276089 龙岗区吉华街道上水径村丽湖花园旁（丽湖一路 1 号）

吉华街道华龙学校 89307938 龙岗区吉华街道华龙新村 168 号

吉华街道时代学校 89973378 龙岗区吉华街道吉华路上水径村

吉华街道翠枫学校 84184323 龙岗区吉华街道华龙路 1 号

吉华街道吉华爱爱学校 28544883 龙岗区吉华街道上水径社区新梅子园 1 巷 1 号

坂田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9373376）

坂田

坂田街道宏扬学校 84505831 龙岗区坂田街道布龙路 446 号

坂田街道雪象学校 89588017 龙岗区坂田街道雪象花园新村

坂田街道爱爱学校 28773598 龙岗区坂田街道吉华南路 1 号

坂田街道育英学校 28761728 龙岗区坂田街道光雅园村

南湾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9208580）

南湾

南湾街道沙湾实验学校 28751651 龙岗区南湾街道沙湾厦村桂花路

南湾街道南芳学校 28723222 龙岗区南湾街道金坑北路 5 号

南湾街道康桥外国语学校 84736519 龙岗区南湾街道中城康桥花园内

平湖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5238746）

平湖

平湖街道金稻田学校 28468231 龙岗区平湖街道白泥坑良白路 46 号

平湖街道新南小学 28844599 龙岗区平湖街道新厦大道 88 号

平湖街道新木小学 84692604 龙岗区平湖街道新木路 32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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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街道良安田小学 84687525 龙岗区平湖街道良安田社区白天鹅路 25 号

平湖街道南园学校 84681165、84681326 龙岗区平湖街道力园吓西路 6 号

平湖街道爱文学校 84681729、84681009 龙岗区平湖街道平龙东路 401 号

平湖街道启英学校 89696629 龙岗区平湖街道辅城坳嘉湖路 1 号

平湖街道兴文学校 28848165 龙岗区平湖街道高原路 102 号

平湖街道平南学校 28491689、28326594 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新北路 168 号

平湖街道龙湖学校 89236510、84013000 龙岗区平湖街道富安西路 62 号

平湖街道华德学校 89699299 龙岗区平湖街道平龙西路 100 号

横岗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28864823）

横岗

横岗街道德龙学校 28607086 龙岗区横岗街道力嘉路 101 号

横岗街道康乐小学 28501642 龙岗区横岗街道塘坑社区麻地街 33 号

横岗街道联邦学校 28508503 龙岗区横岗街道六约南社区礼耕路 88 号

横岗街道康乐学校 28688626、28688186 龙岗区横岗街道怡景社区恒心路 13 号

横岗街道嘉联学校 28691012 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社区三嘉联

横岗街道南芳塘坑学校 28685883 龙岗区横岗街道塘坑社区塘坑村 118 号

园山

园山街道安康学校 28622977 龙岗区园山街道旱塘村旱塘二路 46-3 号

园山街道康艺学校 28602729 龙岗区园山街道惠盐北路 1020 号

园山街道融美学校 28648575 龙岗区园山街道安良社区五村油田路 34 号

园山街道简壹学校 28316872 龙岗区园山街道保安社区简一村龙腾街 3 号

园山街道金安小学 28700477 龙岗区园山街道坳背二村坳二路 69 号

园山街道弘文学校 28681402、28681205 龙岗区园山街道大康社区大万村八斗路 18 号

园山街道龙鹏小学 28913834 龙岗区园山街道大康社区莘塘东区 117 号

龙岗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4812319）

龙岗

深圳市龙岗区丰丽学校 84841111 龙岗区龙岗街道龙河路 148 号

龙岗街道鹏达学校 84868289 龙岗区龙岗街道植物园路 320-1 号

龙岗街道华升学校 84856690-806 龙岗区龙岗街道石湖村 76-1 号

龙岗街道五联崇和学校 13715145060 龙岗区龙岗街道五联齐心路 47 号

龙岗街道惠民小学 89905244 龙岗区龙岗街道沿河路一号

宝龙

深圳市龙岗区凯瑞特学校 89252334 龙岗区宝龙街道同心社区同心路 73 号

宝龙街道龙洲学校 89905485 龙岗区宝龙街道龙东社区龙湖路 118 号

宝龙街道东珠学校 89301889、89309338 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五路 7 号

宝龙街道名星学校 84849825、84610555 龙岗区宝龙街道龙东社区同昌路 16 号

宝龙街道建文小学 84802714 龙岗区宝龙街道东三村紫苑街 73－1 号

宝龙街道才德小学 28487183、28487193 龙岗区宝龙街道龙东社区吓井新村新井路 18 号

深圳市龙岗区珊蒂泉外国语学校 89266999、89266138 龙岗区宝龙街道东升路北 1 号（龙新社区工作站旁）

深圳市枫叶学校 89882888、89934231 龙岗区南约社区比宝二路 68 号

深圳市建文外国语学校 28246415 龙岗区宝龙街道沙背坜二路 93 号

龙城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9916853）

龙城

龙城街道龙联学校 28502248 龙岗区龙城街道嶂背社区嶂背大道 185-2 号

龙城街道英才小学 28938578
龙岗区龙城街道黄阁坑社区华美北路 21 号

（龙岗天安数码城西侧）

龙城街道华城学校 28937252 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龙腾三路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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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街道爱华学校 28987882、28944181 龙岗区龙城街道爱联社区美晨路 30 号

龙城街道文龙学校 89628648 龙岗区龙城街道沙园路 121 号

龙城街道龙盛学校 28942136 龙岗区龙城街道盛平中路 12 号

龙城街道兴泰实验学校 89553133 龙岗区龙城街道欣景路 110 号

坪地街道教育办服务范围（咨询电话：84092055）

坪地

坪地街道同兴学校 84076248 龙岗区坪地街道四方埔社区东雅路 48 号

坪地街道坪东学校 84063299 龙岗区坪地街道同心南路 22 号

坪地街道惠华学校 84074017 龙岗区坪地街道丁山桥宝勤路 2 号

坪地街道坪西学校 89942232、84090777 龙岗区坪地街道坪西社区吉祥一路 67 号

坪地街道德琳学校 89946488、89946388 龙岗区坪地街道坪东社区湖田路 99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