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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盾学校应用典型工程项目】 

奉贤邬桥学校 
闵行区机关幼儿园（丽华

分园） 

闵行莘松幼儿园（莘纪分

园） 
徐汇梅陇第二幼儿园 

奉贤新贝幼儿园 
闵行区机关幼儿园（总

园） 
闵行莘中新华分园 徐汇梅陇幼儿园 

奉贤星辰幼儿园星辰

部 

闵行区机关幼儿园（总

园）托儿所 
闵行莘庄第二幼儿园 徐汇启新小学 

奉贤星辰幼儿园星心

部 
闵行区机关幼儿园名都园 闵行莘庄第三幼儿园 徐汇上海幼儿园(冠军) 

奉贤庄行学校 闵行区莘松幼儿园 闵行莘庄幼儿园平阳分园 徐汇上海幼儿园(凌云) 

浦东工商附小 闵行区中心小学 
闵行莘庄幼儿园沁春二村总

部 
徐汇实验附属小学 

浦东临港外国语学校 闵行群益职校（浦东） 
闵行莘庄幼儿园沁春三村分

部 
徐汇世界小学 

浦东南汇一中 
闵行群益职校（元江校

区） 
浦东童瑶幼儿园 徐汇位育幼儿园 

浦东南门幼儿园 闵行四幼（金榜分园） 浦东洋恒中学 徐汇五原路幼儿园 

浦东朋大幼儿园 闵行四幼（荣华分园） 徐汇爱菊小学 徐汇襄一幼儿园（南） 

浦东和平双语学校 闵行四幼浦江园区 徐汇长乐学校 徐汇襄一幼儿园（兴国） 

闵行沧源托儿所 闵行四幼新闵园区 徐汇星辰幼儿园 徐汇向阳育才小学 

徐汇逸夫小学 徐汇徐教院附小 嘉定启良中学 徐汇蒙特梭利幼儿园 

徐汇园南小学 徐汇园南幼儿园 田林二中 田林中学东校 

田林中学西校 西南位育中学西校 田林三中 紫竹园中学（百花街 15号） 

紫竹园中学（百花街

2号） 
西南位育中学（桂林路） 上师大三附中 位育中学 

位育体校 华育中学 市二初级中学 市四中学（南校） 

南模初级中学 位育初级中学 宛平中学 徐汇区业余大学 

教育学院 
青少年活动中心（高安

路） 

青少年活动中心（虹漕南

路） 
青少年活动中心（田林路） 

青少年活动中心（凌

云） 
徐汇区招考中心 

闵行莘松第二幼儿园报春分

园 
徐汇罗秀小学 

浦东天天乐幼儿园 浦东香山幼儿园 浦东洋恒中学（总部） 浦东云台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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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童谣幼儿园 浦东小天鹅幼儿园 浦东洋泾东校 浦东云台中学分部 

浦东万德小学 浦东新城小学 浦东洋泾中学（住宿部） 浦东云台中学总部 

浦东王港幼儿园 浦东新陆职校 浦东洋径实验小学 浦东张江实验小学 

浦东王港中心小学 浦东新苗幼儿园 浦东由由小学 浦东张江实验小学分部 

浦东张江幼儿园 浦东中市街幼儿园 浦东竹园小学（沪东校区） 浦东竹园小学 

浦东张江中心小学 浦东中市街幼儿园二分部 浦东竹园幼儿园 浦东紫叶幼儿园（紫藤分部） 

浦东张桥中心小学 浦东中市街幼儿园一分部 浦东竹园中学 浦东紫叶幼儿园 

浦东致远中学 浦东竹园二村幼儿园 闵行博爱满庭芳幼儿园 船厂技术学校 

浦东高桥幼儿园 浦东东昌中学 闵行教科研附小 上师大奉贤校区 

南湖职校 浦东新陆职校 闵行七宝中学 上师大徐汇校区 

浦东保税区中学 浦东元培中学 闵行天恒名城幼儿园 徐汇长桥第二小学 

包玉刚国际学校 闵行第四幼儿园 闵行吴泾第二幼儿园 徐汇长桥第二幼儿园 

奉贤奉浦幼儿园 闵行第一幼儿园 
闵行吴泾第一幼儿园（枫华

总园） 
徐汇长桥第三幼儿园 

奉贤海湾幼儿园 
闵行鹤庆幼儿园总园（兰

坪路） 

闵行吴泾第一幼儿园剑川分

园 
徐汇长桥第一幼儿园 

奉贤江海学校 
闵行鹤庆幼儿园总园（石

屏路） 
闵行吴泾永德分园 徐汇果果幼儿园（华发） 

奉贤金贝幼儿园 闵行交大二附中 闵行襄一幼儿园（北） 徐汇果果幼儿园（华欣） 

奉贤绿叶幼儿园 闵行景谷第二幼儿园 闵行莘城学校 徐汇华建幼儿园 

奉贤南桥小学 闵行景谷二幼二分园 闵行莘光学校 徐汇华径小学 

奉贤青村小学 闵行景谷二幼一分园 闵行莘松第二幼儿园 徐汇楼园幼儿园 

奉贤青村幼儿园 闵行明星学校 浦东洋恒中学（分部） 浦东云台小学 

浦东百灵鸟幼儿园 浦东福山小学证大校区 浦东崂山东路幼儿园 浦东浦东中学（总部） 

浦东北蔡幼儿园（分

部） 
浦东福山幼儿园 浦东崂山西路小学 浦东浦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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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北蔡中心小学 浦东广兰幼儿园 浦东崂山幼儿园 浦东浦南幼儿园陆家嘴分部 

浦东北蔡中学 
浦东广兰幼儿园（香楠校

区） 
浦东乐乐幼儿园 浦东浦南幼儿园潍坊部） 

浦东北蔡中学（莲

溪） 
浦东海桐小学 浦东历城中学 浦东浦南幼儿园小班部 

浦东贝贝星幼儿园 浦东合庆幼儿园 浦东莲溪小学 浦东七色花幼儿园 

浦东冰厂田幼儿园

（碧云部） 
浦东合庆镇中心小学 浦东莲溪幼儿园 浦东七色花幼儿园（小班部） 

浦东冰厂田幼儿园

（世纪部） 
浦东合庆中学 浦东联丰小学 浦东七色花幼儿园锦华分部 

浦东蔡路逸夫小学 浦东恒宇幼儿园 浦东林苑小学 浦东栖霞小学 

浦东蔡路幼儿园 浦东红苹果幼儿园分部 
浦东灵山幼儿园（云山分

部） 
浦东齐河小学（市实验小学） 

浦东蔡路中学 浦东红苹果幼儿园总部 浦东凌民幼儿园 浦东齐河幼儿园 

浦东昌兰小学 浦东红蜻蜒幼儿园 浦东凌兆小学 浦东清流中学 

浦东昌里幼儿园 浦东洪山中学 浦东六师二附小 浦东清流中学（育青校区） 

浦东常青幼儿园 浦东沪新中学 
浦东六师二附小（七号桥校

区） 
浦东清源小学 

浦东晨阳幼儿园 浦东华林小学 浦东六团幼儿园 浦东庆华小学 

浦东成人教师进修学

校 
浦东华林幼儿园 浦东六团中心小学 浦东群星职校 

浦东川沙中心幼儿园 浦东华林中学 浦东六团中学 浦东三林北校 

浦东川中南校 浦东黄楼幼儿园 浦东陆家嘴（六里校区） 浦东三林北校（上浦校区） 

浦东大桥小学 浦东黄楼中学 浦东陆家嘴辅读学校 浦东三林东校 

浦东大庆街小学 浦东济阳一村幼儿园 浦东陆家嘴辅读学校 浦东三林中心小学 

浦东德州二村小学 浦东江镇小学 浦东陆行中学 浦东三桥小学 

浦东德州一村小学 浦东江镇中心幼儿园 浦东绿川学校 浦东上钢九村幼儿园 

浦东德州中学 浦东江镇中学（新校） 浦东绿川幼儿园 浦东上钢七村幼儿园 

浦东第二教育署 浦东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浦东罗山小学 浦东上钢新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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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第六师范附属学

校 
浦东教院实验中学 浦东罗山幼儿园 浦东上南北校 

浦东第四教育署 浦东金科苑幼儿园 浦东梅园小学 浦东上南东校 

浦东东昌东校 浦东金囡幼儿园 浦东明珠小学 浦东上南二村小学 

浦东东昌南校 浦东金桥幼儿园 浦东明珠幼儿园（大班部） 浦东上南辅读学校 

浦东东昌幼儿园（总

部） 

浦东金桥幼儿园（三桥

部） 
浦东明珠幼儿园（小班部） 浦东上南路小学 

浦东东方幼儿园 浦东金杨中学 浦东牡丹幼儿园 浦东上南三村小学 

浦东东港小学 浦东金英小学 浦东南码头路幼儿园 浦东上南五村小学 

浦东东港幼儿园 浦东进才中学北校北区 浦东南门幼儿园 浦东晟阳小学 

浦东东林中学 浦东泾东幼儿园 浦东南门幼儿园广夏部 浦东施湾幼儿园 

浦东东南小学 浦东泾南中学 浦东南泉幼儿园 浦东施湾中学 

浦东二中心小学 浦东巨野幼儿园 浦东浦电幼儿园 浦东实验小学（川沙） 

浦东福山小学花园校

区 
浦东兰亭幼儿园 

浦东浦东南路小学（龙阳校

区） 
浦东孙桥小学 

浦东福山小学瑞华校

区 
浦东蓝贝壳幼儿园 浦东浦东中学（分部） 浦东孙桥小学（雪英校区） 

浦东孙桥幼儿园 浦东王港中学 浦东新南幼儿园 浦东育人中学（林昌校区） 

浦东孙桥中学 浦东微山幼儿园 浦东新时代小学 浦东育童小学 

浦东唐镇小学 浦东潍坊小学 浦东雪野中学 浦东御桥小学 

浦东塘桥一小 
浦东西门幼儿园（川沙

路） 
浦东杨家渡幼儿园 浦东园西小学 

浦东塘桥幼儿园 
浦东西门幼儿园（妙镜

部） 
浦东杨思幼儿园 浦东园西幼儿园 

浦东塘桥中学 浦东西门幼儿园广夏部 浦东杨思镇小学 浦东园西幼儿园园西部 

浦东天池幼儿园 浦东香山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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