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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4 年度获得国际生态学校绿旗荣誉的 

学校（幼儿园）名单 

（总第五批） 

序号 省份 单位 

1.  广东 深圳市南山区珠光小学 

2.  广东 广州市第九十八中学 

3.  广东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小学 

4.  广东 广东省湛江市中英文学校幼儿园 

5.  广东 广东省深圳市坪山新区坑梓中心小学 

6.  广东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卓雅小学 

7.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署前路小学 

8.  广东 广东省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学大信学校 

9.  北京 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10.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田村中心小学 

11.  北京 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中学 

12.  北京 北京市海淀区北方交通大学附属小学 

13.  江苏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芦墟中心幼儿园 

14.  江苏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金家坝幼儿园 

15.  江苏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励才实验学校 

16.  江苏 江苏省扬中市兴隆中心小学 

17.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铜井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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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单位 

18.  江苏 江苏省连云港市塔山中学 

19.  山东 济南市历下区第一实验幼儿园数码港分园 

20.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小学 

21.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市清照小学 

22.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县竞业园学校 

23.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第一实验幼儿园 

24.  山东 山东省济南汇文实验学校 

25.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区大金小学 

26.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实验小学 

27.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28.  山东 山东省日照市莒县店子集镇中心小学 

29.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第五中学 

30.  山东 山东省曲阜市第一中学 

31.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金海幼儿园 

32.  上海 上海市曹杨中学 

33.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美墅幼儿园 

34.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恒德小学 

35.  上海 上海市宝山区通河新村第二小学 

36.  上海 上海市高安路第一小学 

37.  上海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第二中学 

38.  上海 上海市奉贤区柘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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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单位 

39.  湖北 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小学 

40.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四美塘幼儿园 

41.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新沟桥学校 

42.  湖北 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张体学中学 

43.  湖北 湖北省恩施市盛家坝民族初级中学 

44.  陕西 陕西省榆林市第十中学 

45.  天津 天津市西青区逸夫小学 

46.  天津 天津市汇森中学 

47.  天津 天津市北辰区引河里幼儿园 

48.  天津 天津外国语大学附属滨海外国语学校 

49.  天津 天津市第一〇二中学 

50.  贵州 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忠庄镇勤乐小学 

51.  贵州 贵州省遵义市第一高级中学 

52.  贵州 贵州省福泉市牛场中心小学 

53.  贵州 贵州省福泉市团阳中心小学 

54.  贵州 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第二中学校 

55.  新疆 新疆富蕴县高级中学 

56.  新疆 兵团十三师火箭农场学校 

57.  山西 太原市晋源区晋源街道五府营中心小学校 

58.  山西 山西省太原市实验中学 

59.  四川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西湖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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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单位 

60.  吉林 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佟江小学 

61.  吉林 吉林省吉林市昌邑区第二实验小学校 

62.  吉林 吉林省延吉市六一幼儿园 

63.  吉林 吉林省延吉市向阳幼儿园 

64.  云南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实验学校 

65.  云南 云南省保山市昌宁县幼儿园 

66.  浙江 浙江省温州市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67.  浙江 浙江省杭州市浙大幼儿园西溪分园 

68.  浙江 浙江省黄岩中学 

69.  江西 江西省鹰潭市第二幼儿园 

70.  黑龙江 黑龙江省省直机关省政府第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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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4 年度通过复评的学校名单 

序号 省份 单位 年限 

1.  广东 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培正小学 2 

2.  广东 广东省东莞市莞城英文实验学校 2 

3.  广东 广东省湛江市机关第二幼儿园 2 

4.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立贤学校(中学部) 2 

5.  广东 广东省广州市培正中学 2 

6.  上海 上海市宜川中学 2 

7.  上海 上海市徐汇区机关建国幼儿园 3 

8.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宜川新村幼儿园 2 

9.  上海 上海市同济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2 

10.  上海 上海市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2 

11.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2 

12.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豪园幼儿园 2 

13.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绿洲幼儿园 2 

14.  上海 上海市梅园中学 2 

15.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实验小学 2 

16.  上海 上海市普陀区曹杨新村幼儿园 2 

17.  湖北 武汉市洪山区南望山小学 2 

18.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路小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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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单位 年限 

19.  湖北 武汉市汉阳区五里墩小学 2 

20.  湖北 武汉市硚口区红旗村小学 3 

21.  湖北 武汉市江汉区大兴路幼儿园 3 

22.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民主路小学 2 

23.  湖北 武汉市常青实验小学 3 

24.  湖北 武汉市光谷第一小学 3 

25.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华中里小学 3 

26.  湖北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清芬路小学 3 

27.  湖北 武汉市第三十六中学 2 

28.  湖北 武汉市光谷第四小学 2 

29.  河北 河北省张家口市长青路小学 3 

30.  吉林 吉林省延吉市新苗幼儿园 2 

31.  吉林 吉林市船营区第十一小学校 2 

32.  吉林 吉林省梨树县十家堡镇第一初级中学 2 

33.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龙江小学 2 

34.  江苏 江苏省太仓市明德高级中学 4 

35.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小行小学附属幼儿园 2 

36.  江苏 江苏徐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2 

37.  江苏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红山小学 2 

38.  山东 山东省济南第三中学 3 

39.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舜耕小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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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省份 单位 年限 

40.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南辛庄小学 2 

41.  山东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晓望小学 2 

42.  山东 山东省济南市第十一中学 3 

43.  安徽 安徽省合肥市芙蓉小学 2 

44.  天津 天津市第五十五中学 3 

45.  天津 天津市第二中学 2 

46.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呼哈路小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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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国际生态学校优秀个人申报表 

学校：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国际生态学校优秀教师推荐名单 

1.  

请选择曾获优秀教师荣誉的年份 

2011    2012    2013 

2. 

请选择曾获优秀教师荣誉的年份 

2011    2012    2013 

国际生态学校优秀学生推荐名单 

1. 2. 

3. 4. 

5.  

 

校长签字： 

学校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请本次受到表彰的 116所学校各推荐在 2014年度生态学校创

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 2 名，优秀学生 5 名（被推荐的学生和

教师均须为本校生态学校委员会成员），并将本表格填写完整，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申报表扫描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我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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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5 年国际生态学校项目工作计划 

 

一、数据库及互动平台建设 

2015 年完成环境教育项目网络平台建设及生态学校慕课

课程并正式运行。并借以加强各地环保宣教中心、中小学校（幼

儿园）、研究机构等相关单位的线上交流，促进资源共享。 

二、年度重点工作 

1.绿旗荣誉申报及下发《国际生态学校项目管理办法》 

2015 年 7 月下发《关于推荐申报第六批国际生态学校绿

旗荣誉学校的通知》，以及新修订的《国际生态学校项目管理

办法》。  

2.培训及会议 

计划于 3 月、11月各举办一期国际生态学校项目培训班，

每期 150 人，地点待定；计划于 7 月举办国际生态学校联盟理

事会成立及国际生态学校项目负责人研讨会，会议规模 80人，

地点待定。 

3.竞赛活动 

（1）开展第十三届全国中学生水科技发明比赛暨斯德哥

尔摩青少年水奖中国地区选拔赛活动，作品申报截止日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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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月 22日。（详见该活动正式发文） 

（2）环境小记者新闻作品大赛（11-21岁），报名截止日

期为 2015 年 3月 14 日。（详见该活动正式发文） 

上 述 有 关 工 作 详 情 将 在 生 态 学 校 网 站

(www.eco-schools.cn)发布，请各有关单位及时登陆查阅。 

 

 

 

 

 

 

 

 

 

 

 

 

 

 

 

 

环境保护部宣传教育中心             2015 年 1月 16 日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