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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教育局文件
宁教电[2015]23 号

关于公布 2015 年全市数字化校园评估结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学校：

根据《关于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与评估工作的意见》(宁

教电[2012]6 号)的部署，我局开展了 2015 年全市数字化校园

评估工作，经学校自评、区教育局初评、市教育信息化工作领

导小组终评，确认南京市聋人学校等 51 所学校为南京市数字

化校园示范校，南京市人民中学等 85 所学校为南京市数字化

校园达标校，南京市中华路幼儿园等 18 所幼儿园为南京市数

字化校园示范园，秦淮区太平巷幼儿园等 5 所幼儿园为南京市

数字化校园达标园。现予以公布(详见附件)。

各区教育局、各学校要认真总结近年来数字化校园建设工

作的经验，重视市区协同，加强区域教育信息化的整体规划，

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附件：1.2015 年全市数字化校园评估结果(中小学)

2.2015 年全市数字化校园评估结果(幼儿园)

南京市教育局

2015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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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区电教中心(馆)

附件 1

2015 年全市数字化校园评估结果(中小学)
序 区 学校名称 等次

1 市直属 南京市聋人学校 示范

2 玄武区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 示范

3 玄武区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红山校区 示范

4 玄武区 南京市宇花小学 示范

5 玄武区 南京市锁金新村第二小学 示范

6 玄武区 南京市成贤街小学 示范

7 玄武区 南京市孝陵卫中心小学 示范

8 玄武区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示范

9 玄武区 南京市立贤小学 示范

10 玄武区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 示范

11 玄武区 南京市中央路小学 示范

12 玄武区 南京市人民中学 达标

13 玄武区 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 达标

14 玄武区 南京市逸仙小学 达标

15 玄武区 南京市月苑第一小学 达标

16 玄武区 南京市同仁小学 达标

17 秦淮区 南京市第二十七高级中学 示范

18 秦淮区 南京市考棚小学 示范

19 秦淮区 南京市第二十七初级中学 示范

20 秦淮区 南京市育智学校 示范

21 秦淮区 南京市文枢高级中学 达标

22 秦淮区 南京郑和外国语学校 达标

23 秦淮区 南京市西街小学 达标

24 秦淮区 南京市长乐路小学 达标

25 秦淮区 南京市光华门小学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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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区 学校名称 等次

26 秦淮区 南京市七桥小学 达标

27 秦淮区 南京市文枢初级中学 达标

28 建邺区 南京市南湖第二中学 示范

29 建邺区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达标

30 鼓楼区 南京商业学校 示范

31 鼓楼区 南京市汉口路小学 示范

32 鼓楼区 南京市莫愁新寓小学 示范

33 鼓楼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达标

34 鼓楼区 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达标

35 鼓楼区 南京市科睿小学 达标

36 鼓楼区 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 达标

37 鼓楼区 南京市三牌楼小学 达标

38 鼓楼区 南京市砺志实验小学 达标

39 鼓楼区 南京市方兴小学 达标

40 鼓楼区 南京市五塘小学 达标

41 鼓楼区 南京市长平路小学 达标

42 鼓楼区 南师附中树人学校附属小学 达标

43 鼓楼区 南京市察哈尔路小学 达标

44 鼓楼区 南京市回龙桥小学 达标

45 鼓楼区 南京财经大学附属小学 达标

46 鼓楼区 南京市复兴小学 达标

47 鼓楼区 南京市渊声巷小学 达标

48 鼓楼区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达标

49 鼓楼区 南京大学附属丁家桥小学 达标

50 鼓楼区 南京市青云巷小学 达标

51 鼓楼区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初中部 达标

52 鼓楼区 南京市宝船小学 达标

53 鼓楼区 南京市凤凰街小学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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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区 学校名称 等次

54 栖霞区 南京市炼油厂小学 示范

55 栖霞区 南京外国语学校仙林分校 示范

56 栖霞区 南师大附中丁家庄初级中学 示范

57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海门)实验初级中学

南炼校区
示范

58 栖霞区 南京市中电颐和小学 示范

59 栖霞区 南京市燕子矶初级中学 示范

60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中学 示范

61 栖霞区 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 示范

62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摄山星城小学 示范

63 栖霞区 南京市花港第一小学 示范

64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长江小学 达标

65 栖霞区 南京市靖安小学 达标

66 栖霞区 南京市南湾营小学 达标

67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丁家庄小学 达标

68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中桥小学 达标

69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花园小学 达标

70 栖霞区 南京市化纤新村小学 达标

71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二公司小学 达标

72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幕府山庄小学 达标

73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海门)实验初级中学

尧化校区
达标

74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石埠桥小学 达标

75 栖霞区 南京市栖霞区江南小学 达标

76 栖霞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达标

77 雨花台区 南京市铁心桥中心小学 示范

78 雨花台区 南京市孙家初级中学 示范

79 雨花台区 南京市岱山实验小学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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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区 学校名称 等次

80 江宁区 江宁区谷里中心小学 示范

81 江宁区 江宁区上元小学 示范

82 江宁区 江宁区横溪中心小学 示范

83 江宁区 江宁区将军山小学 示范

84 江宁区 江宁区觅秀街中学 示范

85 江宁区 江宁区上峰初级中学 达标

86 江宁区 江宁区土桥初级中学 达标

87 江宁区 江宁区铜井初级中学 达标

88 江宁区 江宁区陆郎中心小学 达标

89 江宁区 江宁区铜井中心小学 达标

90 浦口区 浦口区中等专业学校 示范

91 浦口区 浦口区特殊教育学校 示范

92 浦口区 浦口区泰山小学 示范

93 浦口区 南京市第十四中学 示范

94 浦口区 浦口区柳袱小学 达标

95 浦口区 浦口区威尼斯水城小学 达标

96 浦口区 浦口区铁路小学 达标

97 浦口区 浦口区龙山学校 达标

98 浦口区 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文昌校区 达标

99 浦口区 浦口区乌江小学 达标

100 浦口区 浦口区高旺小学 达标

101 浦口区 浦口区人民小学 达标

102 浦口区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 达标

103 浦口区 北京东路小学分校红太阳小学 达标

104 六合区 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示范

105 六合区 六合区棠城学校 示范

106 六合区 金陵中学龙湖分校 示范

107 六合区 六合区双语小学雄州分校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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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区 学校名称 等次

108 六合区 六合区东沟小学 达标

109 六合区 六合区竹镇镇乌石希望小学 达标

110 六合区 六合区玉带镇中心小学 达标

111 六合区 六合马鞍街道大圣小学 达标

112 六合区 六合区城西小学 达标

113 六合区 六合区樊集小学 达标

114 六合区 六合区竹程小学 达标

115 化学工业园区 南京市扬子第三小学 示范

116 化学工业园区 南京市扬子第四小学 示范

117 化学工业园区 南京市扬子第二小学 示范

118 化学工业园区 南京市南化实验小学 示范

119 溧水区 溧水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小学 达标

120 溧水区 溧水区晶桥初级中学 达标

121 溧水区 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校 达标

122 溧水区 溧水区东屏中心小学 达标

123 溧水区 溧水区群力初级中学 达标

124 溧水区 溧水区云鹤初级中学 达标

125 溧水区 溧水区第三高级中学 达标

126 溧水区 溧水区第二高级中学 达标

127 溧水区 溧水区和凤初级中学 达标

128 高淳区 江苏省高淳中等专业学校 示范

129 高淳区 高淳区淳溪中心小学 示范

130 高淳区 高淳区淳辉高级中学 达标

131 高淳区 高淳区砖墙中学 达标

132 高淳区 高淳区沧溪中学 达标

133 高淳区 南京武家嘴实验学校 达标

134 高淳区 高淳区桠溪中学 达标

135 高淳区 南京高淳外国语学校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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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区 学校名称 等次

136 南京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示范

附件 2

2015 年全市数字化校园评估结果(幼儿园)
序 区 学校名称 等次

1 秦淮区 南京市中华路幼儿园 示范

2 秦淮区 府西街小学附属幼儿园 示范

3 秦淮区 南京市秦淮幼儿园 示范

4 秦淮区 秦淮区梅花山庄幼儿园 示范

5 秦淮区 南京市第一幼儿园 示范

6 秦淮区 秦淮区瑞金路幼儿园 示范

7 秦淮区 南京市小西湖幼儿园 示范

8 秦淮区 秦淮区太平巷幼儿园 达标

9 秦淮区 南京市红梅幼儿园 达标

10 秦淮区 石鼓路小学附属幼儿园 达标

11 秦淮区 秦淮区石杨路幼儿园 达标

12 秦淮区 秦淮区富丽山庄幼儿园 达标

13 建邺区 建邺区世纪星幼儿园 示范

14 建邺区 建邺区奥体艺术幼儿园 示范

15 建邺区 建邺区莲花北苑幼儿园 示范

16 建邺区 南京市爱达幼儿园 示范

17 建邺区 建邺区香山路幼儿园 示范

18 雨花台区 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幼儿园 示范

19 浦口区 浦口区浦东幼儿园 示范

20 浦口区 浦口区中心幼儿园 示范

21 化学工业园区 南京大厂实验幼儿园 示范

22 溧水区 溧水区商业幼儿园 示范

23 溧水区 溧水区实验幼儿园 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