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教育局处室函件  

郑教宣外函„2021‟375号 

 

郑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关于公布 2021 年绿色学校名单的通知 
 

各开发区教育局、各区县（市）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市属事

业及各民办学校，各市属高校：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按照教育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研究制定的《绿色学校创建行动方案》和《河南省教育厅办

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绿色学校”创建标准（试行）的通知》（教

办发规„2020‟302 号）工作要求，郑州市教育局对此项工作进

行了安排部署，经各开发区、区县（市）教育局推荐，各直属学

校、民办学校、辖区内高校申报，组织专家评审后，研究决定郑

州市第一中学等 502所学校为郑州市绿色学校，现将具体名单予

以公布（见附件）。 

    希望各创建单位按照国家、省“绿色学校创建标准”不断提

升，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工作长效机制，使学校绿

色生活方式蔚然成风。涌现出的绿色学校创建先进典型要切实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我市完成2022年75%的学校达到河南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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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学校”创建标准的目标。 

各开发区教育局、区县（市）教育局要加强对所属创建学校

的跟踪指导，确保创建效果。郑州市教育局将对创建单位进行复

评，对复评中发现的问题整改不到位的，取消其相应省、市级“绿

色学校”称号。  

 

    附件：2021年郑州市绿色学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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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郑州市绿色学校名单 
 

一、市直学校 

郑州市第一中学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五高级中学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九中学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        郑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十六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十八中学 

郑州市第十九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三十一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四十四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中学 

郑州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第一 0一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一 0二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一 0三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一 0七高级中学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高级中学 

郑州市郑开学校          郑州龙湖一中 

郑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郑州市财贸学校          郑州市国防科技学校 

郑州市金融学校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郑州市实验幼儿园        教工幼儿园 

郑州电子商务职业学院    郑州轨道工程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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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省属院校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郑州科技学院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警察学院            郑州城建职业学院 

郑州西亚斯学院          郑州澍青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三、区县（市）学校 

（一）中原区 

郑州市中原区向阳小学    郑州市中原区锦江中学 

郑州市第四十二中学      郑州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郑州外语中学 

郑州市第八十中学        郑州市实验小学 

郑州市第六十九中学      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 

郑州市第七十三中学      郑州市中原区工人路小学 

郑州市中原区第一中学    郑州市中原区阳光小学 

郑州市第三十六中学      郑州市中原区回民中学 

郑州市中原区育智学校    郑州市中原区汝河新区小学 

郑州市中原区西悦城第二小学 

郑州市中原区汝河新区第一幼儿园 

郑州市中原区汝河新区第二幼儿园 

（二）二七区 

郑州市二七区实验幼儿园  郑州市二七区鑫苑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王庄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运河城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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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一 0六初级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西路小学 

郑州市第四初级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龙岗实验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艺术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杏园路第三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培育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国际城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二中    郑州市二七区燕荣希望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第三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第二小学 

（三）金水区 

郑州市第二十六中学      郑州市金水区优胜路小学 

郑州群英中学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 

金水区农科路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一小学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三小学 

郑州市第四十九中学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金水区丰产路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金水区未来小学          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 

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第二小学 

郑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郑州市金水区纬三路小学 

金水区艺术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 

郑州市第七十五中学      郑州市第六初级中学 

郑州市金水区工人第一新村小学 

（四）管城区 

郑州市回民初级中学      郑州市第五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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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四十五中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小学 

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学街小学 

郑州市第三中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毕河小学 

小李庄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三中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中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星火路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五里堡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新街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漓江路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建兴路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第二实验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十里铺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牧歌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工人第二新村小学 

（五）惠济区 

惠济区绿荫路小学        惠济区东风路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金洼小学 

惠济区开元路幼儿园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郑州市惠济区石桥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实验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路小学  惠济区古荥小学 

惠济区南王村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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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幼儿园  郑州市惠济区双桥小学 

惠济区锦艺实验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弓寨小学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郑州市惠济区第六中学 

惠济区黄河桥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第五初级中学 

惠济区古荥镇实验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祥云幼儿园 

郑州市惠济区绿源幼儿园  郑州市惠济区绿源实验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英才幼儿园  郑州市惠济区香山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胖庄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第一初级中学 

郑州市惠济区八堡小学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小学  郑州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东风幼儿园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保合寨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孙庄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艺术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香山路幼儿园 

郑州市第二十中学 

（六）上街区 

上街区金华小学          上街区钱学森小学 

上街区外国语小学        上街实验初级中学 

上街实验小学            上街区铝城小学 

上街区曙光小学          上街区中心路小学 

（七）巩义市 

巩义市第二小学          巩义市回郭镇北寺小学 

巩义市第二高级中学      巩义市特殊教育学校 



 
 

－8－ 

巩义市第一初级中学      巩义市子华初级中学 

巩义市青龙山小学        巩义市河洛镇香玉小学 

巩义市建设路小学        巩义市芝田镇中心小学 

巩义市鲁庄镇南村小学    巩义市伏羲路小学 

巩义市实验小学          巩义市芝田镇第一初级中学 

巩义市芝田镇蔡庄小学    巩义市西村镇初级中学 

巩义市鲁庄镇北侯小学    巩义市康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巩义市市直高级中学      巩义市鲁庄镇第一初级中学 

巩义市第三高级中学      巩义市北山口镇北山口小学 

巩义市西村镇第一小学    巩义市西村镇第二小学 

巩义中学                巩义市回郭镇第一初级中学 

巩义市雷锋小学          巩义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 

巩义市中原西路小学      巩义市米河镇第二初级中学 

巩义市米河镇中心小学    巩义市北山口镇第一初级中学 

巩义市新中镇茶店小学    巩义市第四小学 

巩义市大峪沟镇初级中学  巩义市回郭镇卢医庙小学 

巩义市第五小学          巩义市桐本路小学 

巩义市建设南路小学      巩义市康店镇礼泉学校 

巩义市第二初级中学      巩义市小关镇口头小学 

巩义市康店镇焦湾学校    巩义市米河镇第一初级中学 

巩义市孝义龙尾小学      巩义市小关镇第一初级中学 

巩义市西村镇第五小学    巩义市回郭镇第二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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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登封市 

登封市第一高级中学      登封市大冶镇第一中心小学 

登封市大冶镇第四小学    嵩阳高中 

登封市中等专业学校      登封市白坪乡初级中学 

登封市书院河路小学      登封市告成镇中心小学 

登封市两岸禾美幼儿园    登封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登封市白坪乡中心小学    登封市告成镇镇直小学 

登封市告成镇镇直幼儿园  登封市唐庄镇镇直同心幼儿园 

登封市告成镇阳城小学    登封市卢店镇实验幼儿园 

登封市直属第三初级中学  登封市东华镇第一初级中学 

登封市宣化镇中心小学    登封市大冶第三小学 

登封市卢店镇回民学校    登封市北区小学 

登封市告成镇第三小学    登封市告成镇隔子沟小学 

登封市颖阳镇中心小学    登封市告成镇告成矿子弟小学 

登封市直属爱民路幼儿园  登封市卢店镇镇直幼儿园 

登封市大金店中心小学    登封市嵩阳中学 

登封市唐庄镇直属幼儿园  登封市告成镇镇直第一幼儿园 

登封市唐庄镇初级中学    登封市大冶镇第一初级中学  

登封市告成镇阳城中心幼儿园 

（九）新密市 

新密市新华路小学        新密市实验高级中学 

新密市兴华公学小学部    新密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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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第二初级中学      新密市第一初级中学 

新密市东大街小学        新密市市直第三幼儿园 

新密市京密联谊学校      新密市巴莱多幼儿园 

新密市蓝天幼儿园        新密市德美幼儿园 

新密市新世纪学校        新密市牛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新密市金宝贝幼儿园      新密市梦得利尔幼儿园 

新密市第二高级中学      新密市溱水路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宝宝乐幼儿园      新密市第一高级中学 

新密市政通路小学        新密市苟堂镇关口小学 

新密市来集镇郭岗小学    新密市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职教中心          新密市苟堂镇小刘寨小学 

新密市来集镇岳岗小学    新密市苗圃幼儿园 

新密市鑫苑爱贝幼儿园    新密市圣学正德源幼儿园 

新密市青屏中心幼儿园    新密市于家岗小天鹅幼儿园 

新密市来集镇中心小学    新密市来集镇第一初级中学 

新密市中强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气象街宝宝乐幼儿园 

新密市粮食局幼儿园      新密市来集镇裴沟矿区幼儿园 

新密市苟堂镇玉皇庙小学  新密市电力幼儿园 

新密市环保幼儿园        新密市新世纪民政幼儿园 

新密市来集镇中心幼儿园  新密市来集镇浮山雅居幼儿园 

新密市教师进修学校      新密市艾乐宝幼儿园 

新密市早航幼儿园        新密市七彩乐迪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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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世纪宝宝幼儿园    新密市朗澈幼儿园 

新密市青屏街街道办事处初级中学 

新密市青屏街街道办事处长乐路小学 

新密市青屏街街道办事处溱水路小学 

（十）荥阳市 

荥阳市第三幼儿园        荥阳市第一小学 

荥阳市高级中学          荥阳市第二初级中学 

荥阳市贾峪镇邢村小学    荥阳市贾峪镇实验小学 

荥阳市第一幼儿园        荥阳市贾峪镇马沟回民小学 

荥阳市贾峪镇王村小学    荥阳市第四初级中学 

荥阳市王村镇第三小学    荥阳市第二小学 

荥阳市第一初级中学      荥阳市王村镇第一小学 

荥阳市鹿鸣小学          荥阳市实验高中 

荥阳市第二幼儿园        郑州普海外国语学校 

荥阳市乔楼镇孙砦小学    荥阳市贾峪镇洞林水岸小学 

荥阳市第三小学          荥阳市城关乡第一小学 

荥阳市龙港路小学        荥阳市王村镇第二小学 

荥阳市王村镇西大村小学  荥阳市豫龙镇初级中学 

荥阳市第五小学          荥阳市汜水镇中心幼儿园 

（十一）新郑市 

新郑市薛店镇民盟烛光小学 新郑市梨河镇七里堂完全小学 

新郑市城关乡第一初级中学 新郑市薛店镇解放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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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新郑市新华路小学   新郑市新烟小学 

新郑市鸿福学校           新郑市辛店镇居易小学 

新郑市梨河镇初级中学     新郑市龙湖镇第一初级中学 

新郑市市直幼儿园         新郑市实验幼儿园 

新郑市市直小学           新郑市薛店镇实验小学 

新郑市龙湖镇镇直小学     新郑市红河谷外国语小学 

新郑市实验小学           新郑市辛店镇第二初级中学 

新郑市辛店镇实验小学     新郑市辛店镇第三幼儿园 

新郑市龙湖实验小学       新郑市城关乡东郭寺完全小学 

新郑市龙湖镇兴和湾小学   新郑市龙湖外国语小学 

新郑市黄水路小学         新郑市观音寺镇唐庄完全小学 

新郑市外国语小学         新郑市正商外国语小学 

新郑市辛店镇第一幼儿园   新郑市辛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新郑市龙湖镇小乔完全小学 新郑市郭店镇小杨庄完全小学 

新郑市龙湖镇荆垌完全小学 新郑市和庄镇郑庄完全小学 

新郑市和庄镇第一幼儿园   新郑市郭店镇冯寺完全小学 

新郑市新烟中学           新郑市辛店镇辛店完全小学 

新郑市辛店镇第二幼儿园   新郑市辛店镇第四幼儿园 

新郑市龙湖国际城小学     新郑市城关乡周庄完全小学 

新郑市观音寺镇第一幼儿园 新郑市观音寺镇沂水完全小学 

新郑市和庄镇东高完全小学 新郑市观音寺镇英李完全小学 

新郑市郭店镇前时完全小学 新郑市和庄镇老庄刘完全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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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郭店镇山根完全小学 新郑市和庄镇政和路完全小学 

新郑市郭店镇武岗完全小学 新郑市郭店镇五里堡完全小学 

新郑市郭店镇小司完全小学 新郑市郭店镇鄢陵府完全小学 

新郑市郭店镇回民完全小学 新郑市郭店镇张辛庄完全小学 

新郑市郭店镇陵岗完全小学 

（十二）中牟县 

中牟县文明路小学        中牟县泰安街小学 

中牟县东风路小学        中牟县第一初级中学 

中牟县新圃街小学        中牟县解放路幼儿园 

中牟县官渡路小学        中牟县青年路小学 

中牟县第三初级中学      中牟县第七初级中学 

（十三）郑东新区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翼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蒲公英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华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艺术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第八十八中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安和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腾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心怡路小学 

清华附中郑州学校        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惠路小学 

郑州市第五十四中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秋澄幼儿园 

郑州市第九十四中学      郑东新区龙子湖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翔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康平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永丰学校  郑州市郑东新区蒲公英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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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翔初级中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中州大道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豫兴路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圃田第一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圃田乡中心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第一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惠路第一幼儿园 

（十四）高新区 

郑州中学第四附属小学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区外国语小学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       高新区科学大道第二小学 

郑州中学附属小学       郑州中学第二附属小学 

郑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郑州大学附属学校（小学部） 

郑州高新一中           

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大道小学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育林小学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椿路小学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郑州高新区万科小学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郑州高新区荣邦城小学 

（十五）经开区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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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育才中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凤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飞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和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朗星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学校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幼儿园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第二小学 

（十六）航空港区 

郑州航空港区冯庄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绿苑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慈航路小学  河南省实验学校裕鸿国际学校 

郑州市第一二三中学      郑州航空港区科技一街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益智学校    郑州航空港区枣园幼儿园 

郑州市第一二四中学      郑州航空港区冯堂第二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第二小学    郑州市第一三〇中学 

郑州市第一二六中学      郑州航空港区博雅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高皇寺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航南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善水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庙后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高陈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君赵小学 

郑州市第一二二中学      郑州航空港区太湖路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荷园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思存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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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第一二七中学      郑州航空港区福和希望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龙港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张马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前霍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武张幼儿园 

郑州市第一二九中学      郑州航空港区启智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宋庄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英迪国际学校 

郑州市宇华实验学校      郑州市第一二八中学 

郑州航空港区湾王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龙安第一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八千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遵大路小学 

航空港区航南新城第一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实验小学（南校区） 

郑州航空港区领航学校（南校区） 

郑州航空港区领航学校（北校区） 

郑州航空港区园博幸福港湾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园博美丽新城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