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名单2015-2021
序号 区 学校名称 级别 学校类别

1

东城区27所
（国家级23所    

市级4所）

北京市崇文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2 北京市东城区安外三条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3 北京市第五十四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4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5 北京市第五中学分校 国家级（2016） 9年一贯制学校

6 北京汇文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7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8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9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0 北京市东城区西中街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1 北京市东城区回民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2 北京市文汇中学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13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14 北京市东城区古城职业高中 国家级（2017） 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15 北京市第五十五中学 国家级（2018） 完全中学

16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分校 国家级（2018） 小学

17 北京市东城区地坛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18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实验学校 国家级（2019） 小学

19 北京市汇文第一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20 北京市东城区文汇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21 北京市东直门中学附属雍和宫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22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附属花市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23 东城区培新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24

西城区24所
（国家级21所    

市级3所）

北京市宣武回民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25 北京市西城区进步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26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27 北京市西城区中古友谊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28 北京市回民学校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29 北京育才学校 国家级（2016） 12年一贯制学校

30 北京第二小学玉桃园分校 国家级（2016） 小学

31 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32 北京市第七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33 北京市西城区育翔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34 北京市第一五九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35 北京市第四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36 北京市三帆附小 国家级（2017） 小学

37 北京市第十四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38 北京市西城区登莱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http://www.bjedu.gov.cn/xsc/tabid/1811/ctl/Edit/mid/4013/InfoID/35684/=%22http:/www.xwhmxx.cn%22


39

西城区24所
（国家级21所    

市级3所）

北京市西城区力学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40 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41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 国家级（2019） 高中

42 北京市西城区育民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43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国家级（2020） 高中

44 西城区展览路第一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45

朝阳区52所
（国家级45所    

市级7所）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南湖东园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46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第一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47 北京市朝阳区第二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48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 国家级（2016） 12年一贯制学校

49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 国家级（2016） 12年一贯制学校

50 北京市三里屯一中 国家级（2016） 12年一贯制学校

51 北京市望京实验学校 国家级（2016） 9年一贯制学校

52 北京师范大学朝阳附属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53 北京市朝阳区新升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54 北京市朝阳区楼梓庄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55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国家级（2016） 12年一贯制学校

56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枣营分校小学部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57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润泽校区） 国家级（2017） 小学

58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富力分校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59 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60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四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61 北京市第十七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62 北京市十八里店中学 国家级（2017） 初中

63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64 北京师范大学奥林匹克花园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65 北京市金盏学校 国家级（2018） 9年一贯制学校

66 北京师范大学三帆中学朝阳学校 国家级（2018） 9年一贯制学校

67 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68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 国家级（2018） 高中

69 北京市东方德才学校 国家级（2018） 12年一贯制学校

70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国家级（2018） 9年一贯制学校

71 北京市第十七中学小学部（原高碑店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72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 国家级（2019） 9年一贯制学校

73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柏阳分校 国家级（2019） 小学

74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朝阳实验学校 国家级（2019） 9年一贯制学校

75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商务中心区实验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7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77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国家级（2020） 完全中学

78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 国家级（2020） 9年一贯制学校

79 北京化工大学附属中学 国家级（2020） 12年一贯制学校



80

朝阳区52所
（国家级45所    

市级7所）

北京市星河实验学校国美分校 国家级（2020） 小学

81 北京市润丰学校 国家级（2020） 9年一贯制学校

82 北京日坛中学东润分校 国家级（2020） 9年一贯制学校

8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初中部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完全中学

84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85 北京市和平街第一中学清友园校区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12年一贯制学校

86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高中

87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朝阳学校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88 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南湖东园）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初中

89 北京中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12年一贯制学校

90

海淀区59所
（国家级49所   
市级10所）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91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92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93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94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95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96 北京市八一学校 国家级（2016） 12年一贯制学校

97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98 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99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100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101 北京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102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103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学校 国家级（2016） 初中

104 北京市十一学校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105 北京市海淀区七一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106 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107 北京市十一学校一分校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108 北京市第二十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109 北航实验学校小学部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110 海淀区民族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11 海淀区万泉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12 海淀区翠湖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13 海淀区花园村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14 海淀区五一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15 海淀区翠微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16 清华附中永丰学校 国家级（2017） 12年一贯制学校

117 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118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119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120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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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区59所
（国家级49所   
市级10所）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国家级（2018） 高中

122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123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国家级（2019） 完全中学

124 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国家级（2019） 完全中学

125 北京实验学校（海淀）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126 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127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国家级（2020） 完全中学

128 北京中法实验学校 国家级（2020） 12年一贯制学校

129 北京市第一O一中学 国家级（2020） 完全中学

130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玉泉学校 国家级（2020） 9年一贯制学校

131 清华附中上庄学校 国家级（2020） 初中

132 北京市上地实验学校 国家级（2020） 9年一贯制学校

133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134 北京市育英学校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12年一贯制学校

135 北京市海淀工读学校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完全中学

136 北京一零一中石油分校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完全中学

137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138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实验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139

丰台区29所
（国家级27所    

市级2所）

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140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附属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14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小学（原右安门一小） 国家级（2016） 小学

142 北京市丰台区草桥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143 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实验学校（原王佐中 ） 国家级（2016） 9年一贯制学校

144 北京市第十八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145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国家级（2016） 12年一贯制学校

146 北京市赵登禹学校 国家级（2016） 9年一贯制学校

147 北京市丰台区新发地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48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第二中学 国家级（2017） 12年一贯制学校

149 北京市第十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150 北京市丰台区扶轮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51 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丰台分校 国家级（2017） 小学

152 丰台五小科丰校区 国家级（2017） 小学

153 丰台一小长辛店分校 国家级（2017） 小学

154 丰台区西马金润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55 北师大四附中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156 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洋桥学校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157 丰台区成寿寺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58 北京市丰台区长安新城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159 北京四中璞瑅学校 国家级（2018） 9年一贯制学校

160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学校 国家级（2019） 12年一贯制学校

161 北京市丰台区芳星园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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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29所
（国家级27所    

市级2所）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 国家级（2019） 9年一贯制学校

163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丰台分校 国家级（2020） 小学

164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165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中心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166

石景山区16所
（国家级14所  

市级2所）

北京市石景山区金顶街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167 北京市京源学校小学部 国家级（2015） 小学

168 北京市第九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169 北京景山学校远洋分校 国家级（2016） 9年一贯制学校

170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171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苹果园中学 国家级（2017） 高中

172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石景山学校 国家级（2017） 小学

173 北京市第九中学分校 国家级（2017） 初中

174 北方工业大学附属学校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175 北京市石景山外语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176 北京市京源学校莲石湖分校 国家级（2018） 9年一贯制学校

177 北京市石景山区第二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178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京西分校 国家级（2019） 12年一贯制学校

179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石景山学校 国家级（2020） 完全中学

180

门头沟区16所
（国家级14所    

市级2所）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181 北京市门头沟区育园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182 北京市门头沟区新桥路中学 国家级（2016） 初中

183 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一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184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永定分校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185 北京市大峪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186 北京市大峪中学分校 国家级（2017） 初中

187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永定分校 国家级（2017） 小学

188 北京市门头沟军庄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189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京西分校 国家级（2018） 小学

190 北京市三家店铁路中学 国家级（2019） 9年一贯制学校

191 北京市门头沟区黑山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192 北京市第八中学永定实验学校 国家级（2020） 完全中学

193 北京市第八中学京西附属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194

房山区25所
（国家级23所     

市级2所）

北京市房山区阎村镇阎村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195 北京市房山区北潞园学校 国家级（2015） 9年一贯制学校

196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197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南召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198 北京市房山区窦店中学 国家级（2016） 初中

199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第三中学 国家级（2016） 初中

200 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坨里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01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第四中学 国家级（2017） 初中

202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窑上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http://www.beijingmap.gov.cn/bjjw/detail/detail.html?src=bjjw_ptxx&gid=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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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区25所
（国家级23所     

市级2所）

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长阳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04 大宁学校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205 北京市房山区实验中学 国家级（2017） 高中

206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中学 国家级（2018） 高中

207 北京市房山区房山中学 国家级（2018） 高中

208 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 国家级（2018） 高中

209 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南尚乐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210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房山中学 国家级（2019） 完全中学

211 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琉璃河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212 韩村河镇韩村河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213 北京市房山区房山第五中学 国家级（2020） 初中

214 房山区韩村河镇五侯中心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215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实验学校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12年一贯制学校

216 房山区南尚乐中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初中

217

通州区25所 
（国家级23所    

市级2所）

北京市通州区运河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218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219 北京育才学校通州分校 国家级（2016） 9年一贯制学校

220 北京第二中学通州校区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221 通州区潞河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222 通州区马驹桥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223 通州区第二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224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25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26 北京小学通州分校 国家级（2017） 小学

227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228 人大附中通州校区（通州三中）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229 北京市通州运河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230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231 北京史家小学通州分校 国家级（2017） 小学

232 于家务中学 国家级（2017） 初中

233 临河里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34 永乐店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235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236 北京市通州区后南仓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237 北京市通州区玉桥中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初中

238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学校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9年一贯制学校

239 北京市通州区贡院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240

顺义区22所
（国家级16所    

市级6所）

北京市顺义区南彩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241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中心小学校 国家级（2015） 小学

242 北京市顺义牛栏山第一中学 国家级（2016） 高中

243 顺义区李桥中心小学校 国家级（2016） 小学



244

顺义区22所
（国家级16所    

市级6所）

北京市顺义区光明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45 北京市顺义区石园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46 北京市顺义区双兴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47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中心小学校 国家级（2017） 小学

248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49 北京市顺义区第十三中学 国家级（2018） 初中

250 北京市牛栏山一中实验学校 国家级（2018） 12年一贯制学校

251 北京市顺义区仇家店中心小学校 国家级（2019） 小学

252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第一中学 国家级（2019） 高中

253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第二中学 国家级（2020） 初中

254 北京市顺义区第二中学 国家级（2020） 完全中学

255 北京市顺义区第九中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高中

256

昌平区25所
（国家级22所    

市级3所）

北京市昌平区东小口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257 北京市昌平区大东流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258 北京市昌平区城关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259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260 北京市昌平区第一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261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南口学校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262 北京市昌平区百善学校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263 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264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65 北京市昌平区七里渠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66 北京市昌平区第二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267 北京市昌平区长陵学校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268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 国家级（2018） 12年一贯制学校

269 北京市昌平区第五中学 国家级（2019） 9年一贯制学校

270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271 北京市昌平区沙河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272 北京市昌平区城南中心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273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第二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274 北京市昌平区第四中学 国家级（2020） 9年一贯制学校

275 北京市昌平第二实验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276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回龙观育新学校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12年一贯制学校

277 北京市昌平区霍营中心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278

大兴区25所
（国家级22所    

市级3所）

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第一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279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第一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280 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第一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281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282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283 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284 北京市大兴区德茂中学 国家级（2016） 初中



285

大兴区25所
（国家级22所    

市级3所）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兴南校区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286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中学 国家级（2017） 初中

287 北京市大兴区第七中学小学部
（原北京市大兴区第十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288 北京市大兴区第七中学 国家级（2017） 初中

289 北京市第十四中学大兴安定分校 国家级（2018） 初中

290 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国家级（2018） 12年一贯制学校

291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第一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292 北京市大兴区长子营学校 国家级（2019） 9年一贯制学校

293 北京市第八中学亦庄分校 国家级（2019） 9年一贯制学校

294 北京市大兴区北臧村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295 首都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 国家级（2020） 完全中学

296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兴北校区 国家级（2020） 12年一贯制学校

297 北京建筑大学附属中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完全中学

298 北京市大兴区兴海学校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9年一贯制学校

299 北京市大兴区永华实验学校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9年一贯制学校

300

平谷区17所
（国家级16所    

市级1所）

北京市平谷区第八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301 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302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平谷第一分校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303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平谷分校（原平谷九小） 国家级（2016） 小学

304 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学区 国家级（2016） 小学

305 北京市平谷区大兴庄学区 国家级（2016） 小学

306 北京市平谷区山东庄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307 北京市平谷中学 国家级（2017） 完全中学

308 北京市平谷区第三中学 国家级（2017） 初中

309 北京市平谷区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310 北京市平谷区第四中学 国家级（2018） 初中

311 北京市平谷区镇罗营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312 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平谷分校 国家级（2019） 小学

313 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中学 国家级（2020） 初中

314 北京市平谷区第七中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初中

315 北京市平谷区第一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316

怀柔区18所
（国家级14所    

市级4所）

北京市怀柔区实验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317 北京市怀柔区怀柔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318 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319 北京市怀柔区第六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320 北京市怀柔区第三中学 国家级（2016） 初中

321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中学 国家级（2016） 高中

322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323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红螺寺中学 国家级（2017） 高中

324 北京市怀柔区第四中学 国家级（2018） 初中

325 北京市第一〇一中学怀柔分校 国家级（2018） 初中



326

怀柔区18所
（国家级14所    

市级4所）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分校 国家级（2019） 小学

327 北京市怀柔区第一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328 北京市怀柔区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329 北京市怀柔区第二中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完全中学

330

密云区22所
（国家级16所      

市级6所）

密云区溪翁庄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331 密云区第五小学(民族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332 密云区河南寨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333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密云分校 国家级（2017） 初中

334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密云学校 国家级（2017） 小学

335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336 北京市密云区果园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337 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338 北京市密云水库中学 国家级（2018） 初中

339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密云中学 国家级（2018） 高中

340 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中学 国家级（2019） 初中

341 北京市密云区西田各庄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342 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中心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343 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庄中学 国家级（2020） 初中

344 北京市密云区第一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345 北京师范大学密云实验中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高中

346

延庆区 22所 
（国家级18所     

市级4所）

延庆区康庄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347 延庆区第四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348 北京市延庆区第二中学 国家级（2016） 完全中学

349 北京市延庆区第三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350 北京市延庆区第五中学 国家级（2016） 高中

351 延庆区第二小学 国家级（2016） 小学

352 北京市延庆区第一中学 国家级（2016） 高中

353 北京市延庆区八里庄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354 延庆区康庄中学 国家级（2017） 初中

355 北京市延庆区第四中学 国家级（2017） 初中

356 延庆区十一学校 国家级（2017） 9年一贯制学校

357 北京市延庆区永宁学校 国家级（2018） 9年一贯制学校

358 八达岭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359 北京市延庆区西屯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360 北京市延庆区第三中学 国家级（2019） 完全中学

361 北京市延庆区旧县中心小学 国家级（2020） 小学

362 北京市延庆区第八中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初中

363 北京市延庆区大榆树中心小学 国家级（2021）市级（2020） 小学

364

燕山6所
（国家级5所     
市级1所）

北京市燕山东风小学 国家级（2015） 小学

365 北京市燕山前进中学 国家级（2017） 初中

366 北京市房山区燕山星城小学 国家级（2018） 小学



367

燕山6所
（国家级5所     
市级1所）

北京市燕山向阳小学 国家级（2019） 小学

368 北京市燕山星城中学 国家级（2020） 初中

369 经开区3 所
（国家级2所  市

级1所）

经开区亦庄镇第二中心小学 国家级（2017） 小学

370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
（原北京市第二中学亦庄学校） 国家级（2018） 12年一贯制学校

371 市教委直属 北京西藏中学 国家级（2015） 完全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