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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招委字〔2021〕40 号

关于调整我市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县考区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教科体局、各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湾里管理局教

体办、市区考区、各局属学校、省属事业单位办学校和市管民办学

历教育学校：

随着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省市对初中学考、普通高考招生

考试改革的属地管理要求，特别是近两年省市推动的政府事业单位

机构改革，已明确各县区要成立与考试招生工作对口的教育考试机

构，目前各县区已陆续成立了教育考试中心并已挂牌履行教育考试

相关职责。为进一步加大教育考试招生工作的县区级管理力度，教

育考试的工作交由教育考试专门机构单位承担组织。经研究，我市

自 2022 年元月起，撤消市城区的第一至第六考区，将这六个考区所

属学校的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按学校所在地域划归到相应的城

区属地县区组织管理。现就调整我市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县考区管

理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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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县考区按照属地县区级政府招考部门管理的调整是一项系统工

程，促进县考区调整工作的衔接，全面做好新调整后相关教育考试

的组考等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平稳过渡，对今后规范考试工作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做好该项县考区调整工作，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和建设高质量教育招生考试体系的重要

任务，更是规范考试和招生的迫切需要。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

要充分认识做好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组考工作的重要性，研究制定

好结合本县区实际且科学有效的组考等具体实施方案，切实把初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组考工作纳入考试招生改革的重要内容，统筹各方

资源，提供经费支持，确保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组考工作取得更好

的成效。

二、按时推进，稳步实施。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县考区管理调整按照初中学校所在地坐落的

县区属地管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县考区管理调整参照高中学校高

考的归属县区属地管理。新调整的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县区学校列

表参见附件。

2021 年有关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仍然维持原有的县考区管

理模式，自 2022 年 1 月开始，所有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招生工作按

照新调整的县考区管理模式进行组织管理。

2022 年新接管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招生工作的东湖区、西湖区、

青云谱区和红谷滩区在组织管理上确有困难的，可联系属地内城区

一至六考区主任学校对相关工作予以指导，城区一至六考区主任学

校要予以大力支持帮带一年。

三、提高站位，高度重视。

各县（区）教科体局、各开发区教育事业发展中心、湾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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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教体办要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坚决

按照该实施意见要求强化新的管理体制,尽快落实对接好辖区内各

有关中学，理顺本县区（局）辖区内学校的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

考务组织以及招生等职能部门关系，确保我市初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和招生工作顺利实施。

附件：1.南昌市 2022 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新调整县区学校列表

2.南昌市 2022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新调整县区学校

列表

南昌市招生考试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13 日

南昌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3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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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昌市2022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新调整县区学校列表

序号 县区 学校名称

1 东湖区 南昌三中

2 东湖区 南昌十五中

3 东湖区 南昌十九中

4 东湖区 南昌二十八中

5 东湖区 豫章中学

6 东湖区 实验中学

7 东湖区 八一中学

8 东湖区 奥星学校

9 东湖区 城北学校

10 东湖区 阳明学校

11 东湖区 滨江学校

12 东湖区 光明学校

13 东湖区 扬子洲学校

14 东湖区 育新学校

15 东湖区 青桥学校

16 东湖区 育华学校（民办）

17 东湖区 心远中学爱国路校区（民办）

18 西湖区 南昌一中

19 西湖区 南昌八中

20 西湖区 南昌十二中

21 西湖区 南昌二十四中

22 西湖区 南昌二十七中

23 西湖区 南昌二十九中

24 西湖区 外国语学校

25 西湖区 铁路一中

26 西湖区 广南学校

27 西湖区 北京路学校

28 西湖区 团结路学校

29 西湖区 桃花学校

30 西湖区 抚生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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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区 学校名称

31 西湖区 站前路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

32 西湖区 珠市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

33 西湖区 松柏学校教育集团朝阳校区

34 西湖区 站前路学校教育集团华侨城校区

35 西湖区 百树学校（民办）

36 西湖区 立德朝阳中学（民办）

37 青云谱区 南昌十三中

38 青云谱区 南昌十六中

39 青云谱区 洪都中学

40 青云谱区 迎宾中学

41 青云谱区 十字街学校

42 青云谱区 青云谱实验学校

43 青云谱区 江铃学校

44 青云谱区 昌南学校

45 青云谱区 南昌二十八中青云学校

46 青云谱区 现代外国语学校（民办）

47 青云谱区 仁川中学（民办）

48 青云谱区 宏宇学校（民办）

49 青云谱区 民德学校（民办）

50 湾里管理局 湾里一中

51 湾里管理局 扶轮五湖学校

52 湾里管理局 梅岭学校

53 湾里管理局 狮峰学校

54 湾里管理局 罗亭学校

55 湾里管理局 南昌市三体校

56 湾里管理局 天行创世纪学校（民办）

57 高新区 艾溪湖中学

58 高新区 昌东一中

59 高新区 昌东二中

60 高新区 麻丘中学

61 高新区 麻丘学校

62 高新区 南昌三中高新孺子校区

63 高新区 南昌外国语高新学校（民办）

64 高新区 田家炳学校

65 高新区 南昌三中高新艾溪湖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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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区 学校名称

66 高新区 南昌二十八中高新校区

67 高新区 南昌二中高新校区

68 高新区 高新区清华实验学校

69 高新区 航空城学校

70 高新区 麻丘高级中学初中部（民办）

71 高新区 南昌华联外语实验学校（民办）

72 经济技术开发区 财大附中

73 经济技术开发区 华东交大附中

74 经济技术开发区 农大附中

75 经济技术开发区 林科院学校

76 经济技术开发区 昌北一中

77 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昌二中昌北校区

78 经济技术开发区 森林公园学校

79 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城学校

80 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宇学校

81 经济技术开发区 英雄学校

82 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昌十中经开校区

83 经济技术开发区 新建四中

84 经济技术开发区 樵舍初级中学

85 经济技术开发区 樵舍二中

86 经济技术开发区 莲松学校（民办）

87 经济技术开发区 红谷中学（民办）

88 经济技术开发区 桑海中学（赣江新区）

89 经济技术开发区 金太阳实验学校（赣江新区）（民办）

90 青山湖区 南昌十四中

91 青山湖区 南昌十七中

92 青山湖区 南昌二十三中

93 青山湖区 师大附中

94 青山湖区 南大附中

95 青山湖区 南航附中

96 青山湖区 南师附中

97 青山湖区 南昌市二体校

98 青山湖区 联立学校总校区（民办）

99 青山湖区 致远双语学校（民办）

100 青山湖区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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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区 学校名称

101 青山湖区 少春中学（民办）

102 青山湖区 联立学校分校区（民办）

103 青山湖区 雷式学校（民办）

104 青山湖区 义坊学校

105 青山湖区 湖坊学校

106 青山湖区 新才学校

107 青山湖区 培英学校

108 青山湖区 城东学校

109 青山湖区 江南学校

110 青山湖区 江安学校

111 青山湖区 南钢学校

112 青山湖区 豫东学校

113 青山湖区 京东学校

114 青山湖区 京安学校

115 青山湖区 九州学校（民办）

116 青山湖区 月兔实验学校（民办）

117 青山湖区 英华外语学校（民办）

118 红谷滩区 南昌二十六中

119 红谷滩区 南昌二中红谷滩校区

120 红谷滩区 江西师大附中滨江分校

121 红谷滩区 凤凰学校

122 红谷滩区 红谷滩实验学校

123 红谷滩区 南昌五中（民办）

124 红谷滩区 云溪学校

125 红谷滩区 新龙学校

126 红谷滩区 生米中学

127 红谷滩区 南大附中红谷滩分校

128 红谷滩区 碟子湖学校

129 红谷滩区 育新学校九龙湖新城分校

130 红谷滩区 洪城学校

131 红谷滩区 腾龙学校（暂定名）

132 红谷滩区 凤凰城上海外国语学校（民办）

133 红谷滩区 京师实验学校（民办）

134 红谷滩区 启华双语学校（民办）

135 南昌县 南新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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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区 学校名称

136 南昌县 蒋巷二中

137 南昌县 莲塘一中实验学校（民办）

138 南昌县 塘南二中

139 南昌县 塘南中学

140 南昌县 莲塘五中

141 南昌县 昌南实验学校

142 南昌县 银河学校

143 南昌县 泾口中学

144 南昌县 幽兰中学

145 南昌县 莲塘实验学校

146 南昌县 渡头中学

147 南昌县 塔城中学

148 南昌县 武阳中学

149 南昌县 黄马中学

150 南昌县 银三角实验学校

151 南昌县 广福一中

152 南昌县 广福二中

153 南昌县 冈上中学

154 南昌县 向塘二中

155 南昌县 莲塘四中

156 南昌县 莲塘六中

157 南昌县 向塘实验学校

158 南昌县 向塘向阳学校

159 南昌县 富山中学

160 南昌县 莲塘一中东新校区

161 南昌县 八一中学

162 南昌县 莲塘七中

163 南昌县 三江中学

164 南昌县 凤凰沟实验学校

165 南昌县 纪元中学（民办）

166 南昌县 新城学校

167 南昌县 洪州学校

168 南昌县 芳草学校

169 南昌县 诚义学校

170 南昌县 洪州汇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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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区 学校名称

171 南昌县 洪燕学校

172 南昌县 莲塘一中八一分校

173 南昌县 力迈学校（民办）

174 南昌县 洪亿学校

175 南昌县 农科院学校

176 南昌县 现代外国语象湖学校（民办）

177 新建区 松湖中学

178 新建区 港西中学

179 新建区 石岗中学

180 新建区 朱坊中学

181 新建区 西山中学

182 新建区 石埠中学

183 新建区 龙岗中学

184 新建区 流湖一中

185 新建区 流湖二中

186 新建区 厚田初中

187 新建区 三洲学校

188 新建区 青西中学

189 新建区 幸福中学

190 新建区 溪霞中学

191 新建区 金桥中学

192 新建区 大塘中学

193 新建区 观咀中学

194 新建区 铁河中学

195 新建区 象山中学

196 新建区 昌邑中学

197 新建区 联圩中学

198 新建区 南矶中学

199 新建区 新建三中

200 新建区 新建五中

201 新建区 新建六中

202 新建区 竞晖学校

203 新建区 望城新区中学

204 新建区 新祺周学校

205 新建区 成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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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区 学校名称

206 新建区 长征学校

207 新建区 恒湖中学

208 新建区 正大学校（民办）

209 新建区 民才学校（民办）

210 新建区 神舟学校（民办）

211 新建区 文昌学校（民办）

212 新建区 新民外语学校（民办）

213 新建区 华东文武学校（民办）

214 新建区 洪才学校（民办）

215 新建区 鸿杰学校（民办）

216 新建区 英杰文武学校（民办）

217 新建区 新建一中

218 新建区 莱卡恒昇学校（民办）

219 新建区 石埠洋湖学校

220 新建区 联圩芦州学校

221 新建区 育明学校

222 新建区 第二实验学校

223 新建区 欣悦湖学校

224 新建区 心远中学红谷新城校区（民办）

225 新建区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民办）

226 安义县 龙津中学

227 安义县 鼎湖中学

228 安义县 黄洲中学

229 安义县 石鼻中学

230 安义县 乔乐中学

231 安义县 长埠中学

232 安义县 长均学校

233 安义县 万埠中学

234 安义县 青湖学校

235 安义县 东阳中学

236 安义县 新民中学

237 安义县 安义二中

238 进贤县 三里初中

239 进贤县 梅庄学校

240 进贤县 二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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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县区 学校名称

241 进贤县 钟陵初中

242 进贤县 南台初中

243 进贤县 池溪初中

244 进贤县 捉牛岗初中

245 进贤县 赵埠初中

246 进贤县 进贤第一初级中学

247 进贤县 七里初中

248 进贤县 五里初中

249 进贤县 进贤六中

250 进贤县 张公学校

251 进贤县 罗溪初中

252 进贤县 架桥初中

253 进贤县 泉岭学校

254 进贤县 文港初中

255 进贤县 长山学校

256 进贤县 白圩学校

257 进贤县 下埠学校

258 进贤县 衙前学校

259 进贤县 星火学校

260 进贤县 红壤学校

261

262
进贤县 五垦学校

262

263
进贤县 进贤二中

263 进贤县 前坊中学

264 进贤县 温圳中学

265 进贤县 李渡中学

266 进贤县 颖华中学（民办）

267 进贤县 实验学校

268 进贤县 西山学校（民办）

269 进贤县 青岚学校

270 进贤县 文港笔都学校

注：如遇学校所在地理位置发生变化，再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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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南昌市 2022 年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新调整县区学校列表

序号 县区 学校名称

1 东湖区 南昌市第十中学

2 东湖区 南昌十中经开校区

3 东湖区 南昌市八一中学

4 东湖区 南昌市豫章中学

5 东湖区 南昌市实验中学

6 西湖区 南昌市第一中学

7 西湖区 南昌市铁路第一中学

8 西湖区 南昌市第八中学

9 西湖区 南昌市第十二中学

10 西湖区 南昌市第十八中学

11 西湖区 朝阳中学

12 西湖区 南昌市第二十中学

13 西湖区 南昌市第二十一中学

14 西湖区 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

15 西湖区 南昌市心远中学

16 青云谱区 南昌市洪都中学

17 青云谱区 南昌市第十三中学

18 青云谱区 南昌市第十六中学

19 青云谱区 江右艺术高中

20 青云谱区 民德学校

21 青云谱区 南昌市仁川中学

22 青云谱区 宏宇学校

23 青云谱区 江西省育才中学

24 湾里管理局 南昌市湾里区第一中学

25 湾里管理局 南昌天行创世纪学校

26 青山湖区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27 青山湖区 南昌大学附属中学

28 青山湖区 江西财经大学附属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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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青山湖区 南昌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30 青山湖区 南昌市第三中学

31 青山湖区 南昌市第十四中学

32 青山湖区 南昌市第十五中学

33 青山湖区 南昌市第十七中学

34 青山湖区 南昌市第二十三中学

35 青山湖区 南昌市南钢学校

36 青山湖区 南昌市致远双语学校

37 青山湖区 南昌少春中学

38 青山湖区 江西育华学校

39 青山湖区 江西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40 青山湖区 南昌当代学校

41 青山湖区 南昌市雷式学校

42 青山湖区 知行高级中学

43 青山湖区 南昌联立学校

44 青山湖区 南昌厚一实验学校

45 新建区 江西省新建县第一中学

46 新建区 江西省新建县第二中学

47 新建区 江西省新建县第三中学

48 新建区 江西桑海中学

49 新建区 新建县恒湖中学

50 新建区 南昌市正大学校

51 新建区 南昌新民外语学校

52 新建区 华东文武学校

53 新建区 赣江新区金太阳实验中学

54 新建区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55 新建区 新建四中

56 新建区 赫威斯高级中学（赣江新区）

57 红谷滩区 南昌市第二中学

58 红谷滩区 南昌市第二中学(苏圃路校区）

59 红谷滩区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60 红谷滩区 南昌市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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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红谷滩区 南昌市第二十六中学

62 红谷滩区 南昌市第五中学

63 红谷滩区 启华双语学校

64 南昌县 南昌县莲塘第一中学

65 南昌县 南昌县莲塘第二中学

66 南昌县 南昌县莲塘第三中学

67 南昌县 南昌县莲塘一中实验学校

68 南昌县 南昌现代外国语学校

69 南昌县 南昌东方明珠高级中学

70 南昌县 南昌市麻丘高级中学

71 南昌县 南昌恒大豫章师院附属学校

72 南昌县 南昌阳光学校

73 南昌县 育山高级中学

74 南昌县 南昌县向塘中学

75 南昌县 南昌县蒋巷中学

76 南昌县 南昌力迈学校

77 安义县 江西省安义中学

78 安义县 江西省安义第二中学

79 进贤县 进贤县第一中学

80 进贤县 进贤县第二中学

81 进贤县 进贤县第三中学

82 进贤县 进贤县李渡中学

83 进贤县 进贤前坊中学

84 进贤县 南昌市进贤岚湖中学

85 进贤县 江西省西山学校

86 进贤县 进贤县颖华中学

注：如遇学校高考归属发生变化，再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