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柳 州 市 城 中 区

教 育 局 文 件
城中教字〔2022〕32号

★

关于做好2022年城中区义务教育学校
学区确认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按照“学校划片招

生、生源就近入学”的目标要求，为切实做好我区2022年义务

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全员入学，参照柳

州市教育局下发的《柳州市市区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生入

学办法（试行）》（柳教规〔2021〕1号）的文件精神，现将

2022年城中区义务教育学校学区范围通知你们，请按相关文件

精神做好招生入学工作。

联系电话：2094744，电子邮箱：czqjgb@163.com。

附件：2022年柳州市城中区中、小学校学区范围

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

2022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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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柳州市城中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6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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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柳州市城中区义务教育学校学区范围

2022年柳州市城中区初中学区范围
龙城中学教育集团

龙城中学本部及映山校区（柳州市龙城中学）

（本部：城中区东台路 44号；映山校区：映山街 65号 咨

询电话：2305727 17707725727）
北站路单号 1—27、双号 2—26（含:西一巷等）

三中路单号 1—87、双号 2—86（含:东一、二巷等）

中山东路、中山中路、中山西路、河北新村、红星街、解

放南路（含：五星街、金鱼巷）、解放北路、五一路、龙城

路、东台路、曙光中路、曙光东路、友谊路、培新路、滨江东

路、弯塘路、公园路、文惠路、罗池路（含黄竹巷）、柳新路

连塘路、映山街、景行路、柳江路、小南路、斜阳路

（含：细柳巷、西城巷）

龙城中学马鹿山校区（柳州市马鹿山中学）

（柳州市马鹿山路中段北面 咨询电话：2800328）
东环大道 270号到 298号与河东路交汇处中心线以东，潭

中东路马鹿山公园段以北与牛车坪村，所围合区域（含：居上

好人家、山水福地、香榭丽、锦绣龙城、聚福苑、皇娘山小

苑、观山福邸、鹿山嘉园、天福苑、文庭新居、鹿山警苑、丽

景嘉苑、五指山生活区、福鹿雅居、东和园、山居馨苑、联发

君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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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中学教育集团

十二中学高新校区（柳州市第十二中学）

（柳州市城中区桂中大道高新四路 6 号 咨询电话：

2691279）
桂中大道（含：君庭、金泰苑、东方百盛、龙城世家、文

源华都、清华坊等）

体育路与高新南路交界处以北路段（含：桂中别墅、峨眉

小区、峻岭厂生活区等）

高新南路中心线以北路段，东至东环路交界处西至沿江路

（含：阳光 100经典时代、津龙苑、钻石苑、金桂苑、桂中花

园、海关生活区、市委三大院、望江雅居等）

高新一路（含：金兰苑、华锡苑、金桂苑二区、潭中名园

北区、经典时代东区等）

高新二路、高新三路、高新四路、高新五路（含：长缨小

苑、荣和天誉、恒江源、一品江山等）

河东路（含：秀景园、书香苑、文博帅府、金博园等）

东环路单号 131号起至东环路与河东路交界处（含：区三

建基地宿舍、鹿山花苑、金色世纪、辉煌苑等）

十二中学文昌校区（柳州市第十二中学）

（柳州市文昌路 16号 咨询电话：2045683）
东环路：双号 230—268 号（含：居上百合园、居上 V8

城、广西科技大学、沃德梦想、万达广场、聚贤佳苑等）

文华中学教育集团

文华中学教育集团本部（柳州市文华中学）

（柳州市城中区桂中大道南段 16 号 咨询电话：



— 3 —

2610110）
高新南路中心线以南路段，东至东环路交界处西至沿江路

（含：温馨嘉园、金桂苑四区、王座、峻岭厂 2、3区、教师

公寓等）

桂中大道（含：阳光 100城市广场、兆安现代城、西雅华

庭、龙海公寓、水电大院、原二职校桂中大道南段 16号等）

晨华路（含:二安三公司宿舍、东岸御花园、中央美地、彩

虹城、丹桂苑、碧桂苑等）

文华路（含:三华庄园、商贸技工学校、御品尚东、地直小

区、龙腾阁等）

文兴路（含:桂中新都、彰泰红、温馨 772等）

东城路（含:东城华府、地区交警宿舍、华力公司宿舍、郊

区政府宿舍等）

瑞安路、瑞康路

潭中东路（含:青年汇、财经学校宿舍、移动公司宿舍、广

电中心宿舍、潭中名园南苑、雅居苑、农行宿舍、市医药公司

宿舍、柳锌小区、秦家屯、潭中军苑等）

海关南路（含:城中区武装部宿舍、广西建柳公司宿舍、东

堤新都、宁江苑等）

文昌路文昌桥东至东环大道交汇处以北路段（含东郡等）

文华中学教育集团总部（柳州市学院路中学）

（柳州市桂柳路西段北侧 咨询电话：2610110）
学院路（含：交警支队、温馨花园、恒大华府等）

桂柳路口以东至莲花山庄道路两侧门牌（含：大城小院、

大唐人家、福东苑、怡和天城、山水 1号、华远岚山、揽山

庭、大都沁园等）



— 4 —

柳州市第三十中学

（柳州市西江路 53号 咨询电话：2556823）
静兰村（含：静兰新村）

社湾村（含：社湾新村，不含：三淋村、盛天龙湾及以北

区域）

静兰路（含:静兰小区、华展华园、独秀苑等）

西江路东至滨水大道交汇处，西至静兰路交汇处，以北路

段（含:独静路、凳山路、中辰阳光郡、西江路55号大院、57号
大院等）

柳州市三门江中学

（桂柳路 168号 咨询电话：2601070）
三门江大桥西起的桂柳路路段（含：三门江林场等）

柳东村大冲屯、小丹冲屯、鱼岩屯

柳州市前茅中学

（柳州市前茅路 8号 咨询电话：2135132）
河东路中心线以北区域（含：北大阳光、新希望等）

河东经济开发区（含：东祥福苑等）

塔山小区、东岸盛世花园、河东村、环江村

柳州碧桂园、碧桂园十里江湾、碧桂园滨江府、兴佳汇景

天城、红星天铂、彰泰城、彰泰滨江学府等

柳东村上泥屯、下泥屯、牛姆坪屯、南蛇冲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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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柳州市城中区小学学区范围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本部（映山校区）（柳州市景行小学）

(景行路 6号 咨询电话：2305152)
八一路单号 1—31、双号 2—34号
五一路西段单号11—15
景行路、龙城路、映山街（含:东一、二巷、西一巷）、连

塘路（含北 1—4 巷）、广场路（除地王公馆以外其它住

房）、红星街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部（高新校区）（柳州市景行小学）

(柳州市城中区高新三路 6号 咨询电话：2608228 )
高新二路与沿江路交界至沿江路与高新五路交界路段，高

新二路以北，高新五路路段以南所含区域（含:金榜来大厦、柳

畔东堤、电信线务局宿舍、旺业大厦、荣和天誉、文源华都、

恒江源、一品江山等）

高新五路与体育路交界路段至体育路与高新一路交界路

段，高新一路与桂中大道交界路段所含区域（含:龙城世家、中

房世纪广场、方兴苑等）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潭中校区（柳州市潭中路小学）

(高新南路一号之二 咨询电话：2616673转 858 )
桂中大道潭中东路至高新一路路段以东；高新一路桂中大

道至东环大道路段以南；东环大道高新一路至潭中东路路段以

西；潭中东路东环路至桂中大道路段以北所围合区域。（含:王
座、桂中花苑、君庭、金桂苑二区、金桂苑别墅、华锡苑、金

兰苑、区建三公司宿舍、青年汇、区水电大院、柳州财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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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河东教师公寓、峻岭厂生活区、峨嵋小区、柳州海关宿

舍区、人民医院河东宿舍区等）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河东校区（柳州市河东小学）

(柳州市城中区土伏北路 7号 咨询电话：2616879 )
高新五路与沿江路交界至桂中大道中心线路段、河东路与

东环大道交界线以北区域（含:书香园、文博帅府、北大阳光、

新希望、壶东苑、河东私营经济开发区、柳福雅居、东祥福

苑、宏力小苑等）

河东村（含 :河东新村、碧桂园十里江湾一期（ 1-24
栋）、彰泰滨江学府等）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本部及东校（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本部：公园路 22 号；东校：弯塘路 24 号 咨询电话：

2832557或 17707727886 )
公园路单 1—77、双 2—72及各巷（含:中环大厦、金运来

大厦、元源楼、星河大厦等）

文惠路（含:西一巷）

罗池路及 16巷、33巷（含:人委后院、市直机关二大院、

金谷大厦等）

五一路东段（含:振亿大厦等）

解放南路（含:地王大厦、和友商住楼、金鱼巷商住楼、淘

园世家、凯旋公寓、永意大厦、泰华大厦、五星街等）

立新路单 1—69号、双 2—80号（含:培新公寓等）

柳江路（大桥以东）

中山东路单 1—93号、双 2—74号（含:金长城大厦、文化



— 7 —

大院等）

黄竹巷，曙光东路及各巷（含:鸿府、德才大厦、怡鑫园、

东门市场等）

滨江东路 16号金沙角及滨江东路 1栋至 29栋、洛埠巷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总部（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学院路延长线 咨询电话：2620457或 17707727883 )
东环大道与高新五路交界至体育路、体育路与高新一路交

界以东区域、河东路与东环大道交界线以南区域（含:金色世

纪、鹿山花苑、辉煌苑、清华坊、秀景园、长缨小苑等）

东环大道与潭中东路交界至东环大道与河东路交界路段以

东（含:居上好人家、山水福地、鹿山警苑、广电网络分公司、

香榭丽、东和园、添发花卉市场、联发君悦等）

学院路北段（含:聚福苑、皇娘山、福鹿雅居、鹿山嘉园、

观山福邸、锦绣龙城、天福苑、文庭新居、山居馨苑等）

牛车坪村、柳东石灰厂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本部（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柳州市弯塘路 45号 咨询电话：2828620 )
北站路单号 1—9、双号 2—14，及一巷

三中路单号 1—45、双号 2—66
解放北路（含：福字楼）

弯塘路、友谊路、东台路及各巷、滨江东路 30—41栋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北校区（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柳州市潭中东路 22号 咨询电话：2610473 )
高新二路与桂中大道交界处以西路段（含：高新明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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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学府、东城印象、东方百盛、金泰苑、潭中名园北区、经典

时代东区等）

高新南路东至桂中大道交界处西至沿江路（含：津龙苑、

市委三大院、高新开发宿舍、环保局宿舍等）

达江路（含：金桂苑四区、和顺苑、联江公司宿舍、华侨

农场宿舍、农机管理处宿舍、物价局宿舍、来宾税务局宿舍、

设计院宿舍等）

海关路南至潭中东路北至高新二路（含：温馨家园、技术

监督技工学校、经典时代西区、海关宿舍、法院宿舍、钻石苑

等）

潭中东路东至桂中大道交界处西至东堤路（含：潭中军

苑、大桥管理处、移动宿舍、农行宿舍、雅居园、潭中明园南

区等）

文华路东至桂中大道交界处西至东城路(含:三华庄园、商

贸技工学校等）

东城路（含:东城华府、郊区水利局等）

海关南路（含:东堤新都、宁江苑、龙昌住宅楼、建材宿

舍、河东建行宿舍、河东工行宿舍、郊区建总、郊区建设局、

郊区工商局、郊区企业局、郊区矿产公司、秦家屯等）

桂中大道与瑞康路交界以西区域（含:兆安现代城二期等）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总部（柳州市民族实验小学）

(桂柳路中南段 咨询电话：2822533 )
桂柳路（含：大城小院、山水 1号华远岚山、揽山庭、大

唐人家、福东苑、怡和天成苑、大都沁园等）

静兰路（含：静兰小区、华展华园、独秀苑三期等）

学院路南段中心线以东（含:柳柴发动机厂宿舍、市交警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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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学院路东一巷、温馨花园、恒大华府等）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总部（柳州市文韬小学）

(城 中 区 东 环 大 道 129 号 咨 询 电 话 ： 2126868 或

17707726695）
潭中东路与桂中大道交界以东所含区域（含：工行宿舍、

医药公司宿舍、柳锌河东宿舍区、龙海公寓、西雅华庭、阳光

100城市广场、原二职校桂中大道南段 16号等）

文华路（含：龙腾阁、御品尚东、地直小区、温馨 772
等）

晨华路（含：丹桂苑、东岸御花园、二安三公司宿舍、中

央美地、彩虹城、碧桂苑等）

文兴路（含：桂中新都、彰泰红等）

桂中大道与瑞康路交界以东区域（含：兆安现代城一、三

期等）

文昌路（含:东郡等）

东环大道与文昌路交界路段以东区域（含:供电局东环宿

舍、居上百合园小区、东旺阁（V8城）、聚贤佳苑、万达华

城、沃德梦想、广西科技大学教工宿舍等）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本部（柳州市文惠小学）

(青云路 35号 咨询电话：2817694或 17707723525)
小南路单号 1—89、双号 2—100、小南后街

曙光西路单号 1—243、双号 2—180，及各巷

中山西路单号 1—131、双号 2—102
西柴街单号 1—119、双号 2—188，西 1、2巷，东 1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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樵家巷 1—15号
青云正街（南 1-3 巷）、柳新街及各巷、曙光中路及各

巷、中山中路、柳江路（大桥以西）、滨江西路（1—21
栋）、长青路（含 :河边巷）、斜阳路（含 :西城巷、细柳

巷）、柳荫路（含:西一巷）、蓝色港湾、风情港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静兰校区（柳州市静兰小学）

(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路东一巷 咨询电话：3879458 或

1770720598 )
独秀苑一、二期、静兰新村、刨花板厂宿舍（含：三林新

村）

兰家屯、马鹿屯、静兰独凳屯

西江路与静兰路交界以北路段（含：中辰阳光郡、武警水

电基地大院、干休所等）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环江教学点（柳州市静兰小学）

(柳州市城中区环江村 咨询电话： 17707726187 或

17707726191)
环江村

柳州市三门江中学附属小学

(桂柳路 168号 咨询电话：2601263 )
三门江大桥西起的桂柳路路段（含:三门江林场等）

柳东村大冲屯、小丹冲屯、鱼岩屯

柳州市前茅小学

(桂中大道延长线北段西侧 咨询电话：2150788 )
河东村上茅洲、下茅洲、油榨屯（含:塔山小区、东岸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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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柳州碧桂园、碧桂园滨江府、兴佳汇景天城、红星天

铂、彰泰城、碧桂园十里江湾二期、三期（25-59栋）等）

柳东村上泥屯、下泥屯、牛姆坪屯、南蛇冲屯等

广场路地王公馆（咨询电话：2094744）
实行景行小学本部、公园路小学本部、弯塘路小学本部、

文惠小学本部四校联合招收保障入学

2022 年柳州市城中区小学学区范围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本部（映山校区）（柳州市景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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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行路 6 号 咨询电话：2305152)

八一路单号 1—31、双号 2—34 号

五一路西段单号11—15

景行路、龙城路、映山街（含:东一、二巷、西一巷）、

连塘路（含北 1—4 巷）、广场路（除地王公馆以外其它住

房）、红星街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总部（高新校区）（柳州市景行小学）

(柳州市城中区高新三路 6 号 咨询电话：2608228 )

高新二路与沿江路交界至沿江路与高新五路交界路段，高

新二路以北，高新五路路段以南所含区域（含:金榜来大厦、

柳畔东堤、电信线务局宿舍、旺业大厦、荣和天誉、文源华

都、恒江源、一品江山等）

高新五路与体育路交界路段至体育路与高新一路交界路

段，高新一路与桂中大道交界路段所含区域（含:龙城世家、

中房世纪广场、方兴苑等）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潭中校区（柳州市潭中路小学）

(高新南路一号之二 咨询电话：2616673 转 858 )

桂中大道潭中东路至高新一路路段以东；高新一路桂中大

道至东环大道路段以南；东环大道高新一路至潭中东路路段以

西；潭中东路东环路至桂中大道路段以北所围合区域。（含:

王座、桂中花苑、君庭、金桂苑二区、金桂苑别墅、华锡苑、

金兰苑、区建三公司宿舍、青年汇、区水电大院、柳州财经学

校宿舍、河东教师公寓、峻岭厂生活区、峨嵋小区、柳州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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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区、人民医院河东宿舍区等）

景行小学教育集团河东校区（柳州市河东小学）

(柳州市城中区土伏北路 7 号 咨询电话：2616879 )

高新五路与沿江路交界至桂中大道中心线路段、河东路与

东环大道交界线以北区域（含:书香园、文博帅府、北大阳

光、新希望、壶东苑、河东私营经济开发区、柳福雅居、东祥

福苑、宏力小苑等）

河东村（含:河东新村、碧桂园十里江湾一期（1-24

栋）、彰泰滨江学府等）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本部及东校（柳州市公园路小学）

(本部：公园路 22 号；东校：弯塘路 24 号 咨询电话：

2832557 或 17707727886 )

公园路单 1—77、双 2—72 及各巷（含:中环大厦、金运来

大厦、元源楼、星河大厦等）

文惠路（含:西一巷）

罗池路及 16 巷、33 巷（含:人委后院、市直机关二大院、

金谷大厦等）

五一路东段（含:振亿大厦等）

解放南路（含:地王大厦、和友商住楼、金鱼巷商住楼、

淘园世家、凯旋公寓、永意大厦、泰华大厦、五星街等）

立新路单 1—69 号、双 2—80 号（含:培新公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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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江路（大桥以东）

中山东路单 1—93 号、双 2—74 号（含:金长城大厦、文

化大院等）

黄竹巷，曙光东路及各巷（含:鸿府、德才大厦、怡鑫

园、东门市场等）

滨江东路 16 号金沙角及滨江东路 1 栋至 29 栋、洛埠巷

公园小学教育集团总部（柳州市马鹿山小学）

(学院路延长线 咨询电话：2620457 或 17707727883 )

东环大道与高新五路交界至体育路、体育路与高新一路交

界以东区域、河东路与东环大道交界线以南区域（含:金色世

纪、鹿山花苑、辉煌苑、清华坊、秀景园、长缨小苑等）

东环大道与潭中东路交界至东环大道与河东路交界路段以

东（含:居上好人家、山水福地、鹿山警苑、广电网络分公

司、香榭丽、东和园、添发花卉市场、联发君悦等）

学院路北段（含:聚福苑、皇娘山、福鹿雅居、鹿山嘉

园、观山福邸、锦绣龙城、天福苑、文庭新居、山居馨苑等）

牛车坪村、柳东石灰厂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本部（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柳州市弯塘路 45 号 咨询电话：2828620 )

北站路单号 1—9、双号 2—14，及一巷

三中路单号 1—45、双号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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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北路（含：福字楼）

弯塘路、友谊路、东台路及各巷、滨江东路 30—41 栋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北校区（柳州市弯塘路小学）

(柳州市潭中东路 22 号 咨询电话：2610473 )

高新二路与桂中大道交界处以西路段（含：高新明珠、嘉

鹏学府、东城印象、东方百盛、金泰苑、潭中名园北区、经典

时代东区等）

高新南路东至桂中大道交界处西至沿江路（含：津龙苑、

市委三大院、高新开发宿舍、环保局宿舍等）

达江路（含：金桂苑四区、和顺苑、联江公司宿舍、华侨

农场宿舍、农机管理处宿舍、物价局宿舍、来宾税务局宿舍、

设计院宿舍等）

海关路南至潭中东路北至高新二路（含：温馨家园、技术

监督技工学校、经典时代西区、海关宿舍、法院宿舍、钻石苑

等）

潭中东路东至桂中大道交界处西至东堤路（含：潭中军

苑、大桥管理处、移动宿舍、农行宿舍、雅居园、潭中明园南

区等）

文华路东至桂中大道交界处西至东城路(含:三华庄园、商

贸技工学校等）

东城路（含:东城华府、郊区水利局等）

海关南路（含:东堤新都、宁江苑、龙昌住宅楼、建材宿

舍、河东建行宿舍、河东工行宿舍、郊区建总、郊区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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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工商局、郊区企业局、郊区矿产公司、秦家屯等）

桂中大道与瑞康路交界以西区域（含:兆安现代城二期

等）

弯塘小学教育集团总部（柳州市民族实验小学）

(桂柳路中南段 咨询电话：2822533 )

桂柳路（含：大城小院、山水 1 号华远岚山、大唐人家、

福东苑、怡和天成苑、大都沁园等）

静兰路（含：静兰小区、华展华园、独秀苑三期等）

学院路南段中心线以东（含:柳柴发动机厂宿舍、市交警

支队、学院路东一巷、温馨花园、恒大华府等）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总部（柳州市文韬小学）

(城中区东环大道 129 号 咨询电话：2126868 或

17707726695 )

潭中东路与桂中大道交界以东所含区域（含：工行宿舍、

医药公司宿舍、柳锌河东宿舍区、龙海公寓、西雅华庭、阳光

100 城市广场、原二职校桂中大道南段 16 号等）

文华路（含：龙腾阁、御品尚东、地直小区、温馨 772

等）

晨华路（含：丹桂苑、东岸御花园、二安三公司宿舍、中

央美地、彩虹城、碧桂苑等）

文兴路（含：桂中新都、彰泰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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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中大道与瑞康路交界以东区域（含：兆安现代城一、三

期等）

文昌路（含:东郡等）

东环大道与文昌路交界路段以东区域（含:供电局东环宿

舍、居上百合园小区、东旺阁（V8 城）、聚贤佳苑、万达华

城、沃德梦想、广西科技大学教工宿舍等）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本部（柳州市文惠小学）

(青云路 35 号 咨询电话：2817694 或 17707723525)

小南路单号 1—89、双号 2—100、小南后街

曙光西路单号 1—243、双号 2—180，及各巷

中山西路单号 1—131、双号 2—102

西柴街单号 1—119、双号 2—188，西 1、2 巷，东 1 巷

樵家巷 1—15 号

青云正街（南 1-3 巷）、柳新街及各巷、曙光中路及各

巷、中山中路、柳江路（大桥以西）、滨江西路（1—21

栋）、长青路（含:河边巷）、斜阳路（含:西城巷、细柳

巷）、柳荫路（含:西一巷）、蓝色港湾、风情港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静兰校区（柳州市静兰小学）

(柳州市城中区静兰路东一巷 咨询电话：3879458 或

1770720598 )

独秀苑一、二期、静兰新村、刨花板厂宿舍（含：三林新

村）

兰家屯、马鹿屯、静兰独凳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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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路与静兰路交界以北路段（含：中辰阳光郡、武警水

电基地大院、干休所等）

文惠小学教育集团环江教学点（柳州市静兰小学）

(柳州市城中区环江村 咨询电话：17707726187 或

17707726191)

环江村

柳州市三门江中学附属小学

(桂柳路 168 号 咨询电话：2601263 )

三门江大桥西起的桂柳路路段（含:三门江林场等）

柳东村大冲屯、小丹冲屯、鱼岩屯

柳州市前茅小学

(桂中大道延长线北段西侧 咨询电话：2150788 )

河东村上茅洲、下茅洲、油榨屯（含:塔山小区、东岸盛

世花园、柳州碧桂园、碧桂园滨江府、兴佳汇景天城、红星天

铂、彰泰城、碧桂园十里江湾二期、三期（25-59 栋）等）

柳东村上泥屯、下泥屯、牛姆坪屯、南蛇冲屯等

广场路地王公馆(咨询电话：2094744 ）

实行景行小学本部、公园路小学本部、弯塘路小学本部、

文惠小学本部四校联合招收保障入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