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川 省 教 育 厅 
 

川教函〔2023〕43 号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公布 

“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复核结果的通知 
 

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各高等学校： 

根据工作安排，我厅对 2015 年至 2017 年命名的 304 所“四

川省依法治校示范校”进行了复核，认定 288 所学校符合标准，

保留“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校”称号，现予以公布。 

希望通过复核的学校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巩固依法治校成

果，切实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全面推进依法治教作出新贡献。

各地各学校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办学、依

法治校，守正创新、争创一流，努力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附件：1.“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复核认定学校名单 

（中小学校） 

2.“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复核认定学校名单 

（高校） 

 

 

                    四川省教育厅 

2023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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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复核认定学校名单 
（中小学校） 

序号 市（州） 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备注 

1 

成都市 
（21 所）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中学  

2 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  

3 四川省成都市航天中学校 原成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高级中学 

4 四川省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  

5 四川省金堂中学校  

6 四川省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  

7 大邑县晋原初级中学  

8 四川省彭州中学  

9 崇州市廖家小学校  

10 成都市行知小学校  

11 成都市现代制造职业技术学校  

12 简阳市石桥初级中学  

13 成都市新津区第一小学  

14 大邑县南街小学  

15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校  

16 成都市三圣小学  

17 成都市双林小学  

18 都江堰市天马学校  

19 成都市胜西小学  

20 成都市温江区实验学校  

21 成都市青白江区清泉学校  

22 

自贡市 
（12 所）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  

23 四川省自贡市江姐中学  

24 自贡市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校  

25 富顺第二中学校  

26 荣县鼎新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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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备注 

27 自贡市解放路初级中学校  

28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29 自贡市第六中学校  

30 富顺县华英实验学校  

31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32 自贡市沿滩区九洪初级中学校  

33 四川省荣县第一中学校  

34 

攀枝花市 
（11 所） 

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河中学校  

35 攀枝花市仁和区民族初级中学  

36 四川省米易中学校  

37 攀枝花市第二小学校  

38 攀枝花市第一小学校  

39 盐边县城第一小学校  

40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攀枝花

市民族中学）  

41 攀枝花市第二初级中学校  

42 米易县民族中学校  

43 攀枝花市第十初级中学校  

44 盐边县中学校  

45 

泸州市 
（14 所） 

泸州市纳溪区逸夫实验小学  

46 泸州市大北街小学校  

47 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学校  

48 古蔺县太平镇初级中学校  

49 叙永县江门镇中心小学校  

50 泸州市龙马高中英才学校 原泸州市英才外国语学校 

51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52 泸县方洞镇方洞初级中学校  

53 合江县临港小学校 原合江县榕山镇中心校 

54 四川省泸州市泸州老窖天府中学  

55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学  

56 泸州市纳溪区护国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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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备注 

57 泸州市职业技术学校  

58 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  

59 

德阳市 
（11 所）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60 绵竹市南轩小学  

61 中江县小南街小学校  

62 德阳市孝泉民族小学校  

63 四川省中江县城北中学  

64 广汉市实验小学  

65 德阳市罗江区七一潺亭中学  

66 绵竹市大西街小学校  

67 德阳市第一小学校  

68 德阳市庐山路小学  

69 绵竹市中新友谊小学  

70 

绵阳市 
（14 所） 

四川省绵阳实验高级中学  

71 三台中学校  

72 梓潼县自强初级中学  

73 江油市胜利街小学 原江油市中坝镇胜利街小学校 

74 绵阳市第五中学  

75 绵阳市安昌路小学  

76 三台县潼川初级中学校  

77 江油市太白小学  

78 绵阳市安州区泸州老窖永盛小学  

79 绵阳高新区永顺路小学  

80 北川羌族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  

81 盐亭县云溪实验中学  

82 三台县西平镇中心小学校  

83 绵阳市南街小学  

84 
广元市 

（15 所） 

四川省广元中学  

85 广元市朝天区中子镇转斗小学 原广元市朝天区转斗小学 

86 四川省旺苍白水初级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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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备注 

87 剑阁县剑门关小学校  

88 四川省苍溪县职业高级中学  

89 广元市实验小学校  

90 四川省旺苍中学  

91 四川省剑阁中学校  

92 四川省苍溪县五龙中学校  

93 广元市利州区南鹰小学  

94 青川县木鱼初级中学校  

95 四川省广元外国语学校  

96 广元市利州区大石小学  

97 苍溪县龙王沟小学校 原苍溪县陵江镇第三小学校 

98 四川省剑门关高级中学  

99 

遂宁市 
（15 所） 

四川省遂宁中学校  

100 四川省遂宁市第六中学  

101 遂宁市船山区裕丰街小学校  

102 四川省大英县回马中学  

103 射洪市第一小学校 原射洪县太和镇第一小学校 

104 遂宁市第四中学校  

105 四川省遂宁市西眉中学  

106 遂宁市船山区顺南街小学校  

107 大英县蓬莱小学  

108 蓬溪县下河小学校  

109 遂宁市高升实验小学校  

110 蓬溪县大石镇学校  

111 射洪市金华镇中心小学校  

112 遂宁市安居区第一小学校 原遂宁市安居区安居小学校 

113 遂宁市第七中学校  

114 
内江市 
（9 所） 

四川省内江市第二中学  

115 四川省内江市翔龙中学  

116 四川省资中县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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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备注 

117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  

118 内江市东兴区外国语小学校  

119 隆昌市响石镇中心学校  

120 四川省内江市第三中学  

121 四川省隆昌市第一中学  

122 四川省威远县镇西中学  

123 

乐山市 
（9 所）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粟镇金粟小学  

124 四川省峨眉山市第一中学校  

125 四川省峨眉山市职业技术学校  

126 乐山市沙湾小学  

127 四川省犍为职业高级中学  

128 峨眉山市第二小学校  

129 沐川县沐溪小学 原沐川县沐溪学校 

130 峨眉山市双福镇初级中学校  

131 犍为县罗城初级中学  

132 

南充市 
（12 所）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133 南充市顺庆区潆溪镇小学  

134 南充市高坪第一小学  

135 四川省南部中学  

136 阆中市城北小学校  

137 南充市顺庆实验小学  

138 南充市五星小学  

139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中学  

140 营山县金华希望小学校 原营山县金华希望学校 

141 南部县第一小学  

142 四川省南充市高坪第三初级中学  

143 南部县建兴镇小学  

144 
宜宾市 

（12 所） 

宜宾市翠屏区凉姜中心学校  

145 宜宾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146 宜宾市南溪区前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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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备注 

147 宜宾市叙州区育才中学校 原宜宾县育才中学校 

148 长宁县铜鼓乡初级中学校  

149 四川省宜宾市第一中学校  

150 宜宾市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原宜宾县第二中学校 

151 高县第一实验小学校  

152 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学校  

153 四川省长宁县中学校  

154 珙县米市街小学校  

155 宜宾市叙州区横江镇中心学校 原宜宾县横江镇中心学校 

156 

眉山市 
（12 所） 

眉山市东坡区苏南小学  

157 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土地小学 原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中心小学 

158 眉山天府新区青龙小学 原眉山市彭山县青龙镇第一小学 

159 仁寿师范附属小学  

160 眉山市东坡区实验初级中学  

161 四川省洪雅中学校  

162 青神县实验小学校  

163 丹棱县齐乐镇唐河小学校 原丹棱县丹棱镇唐河小学校 

164 眉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165 眉山市东坡区苏辙中学 原眉山市东坡区环湖初级中学 

166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校  

167 眉山天府新区青龙初级中学 原眉山市彭山区青龙镇初级中学 

168 

广安市 
（13 所）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169 武胜县民族小学校  

170 华蓥市双河小学  

171 邻水县鼎屏镇第二小学  

172 四川省邻水县第二中学  

173 四川省岳池中学  

174 华蓥市高兴镇小学  

175 四川省邻水金鼎实验学校  

176 广安市广安区东方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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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备注 

177 四川省武胜县沿口初级中学校  

178 广安市前锋区护安初级中学校  

179 邻水县鼎屏镇初级中学  

180 广安市前锋区前锋小学校  

181 

达州市 
（14 所） 

四川省达县职业高级中学  

182 四川省万源中学  

183 渠县第二小学  

184 四川省达川中学  

185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校  

186 宣汉县胡家初级中学  

187 四川省开江县职业中学  

188 渠县琅琊中学  

189 宣汉县第二中学  

190 达州市通川区实验小学校  

191 四川省开江中学  

192 四川省达川第四中学  

193 达州市达川区铭仁园学校  

194 开江县任市中学  

195 

雅安市 
（7 所） 

雅安市名山区第三中学  

196 四川省汉源县第一中学  

197 四川省天全中学  

198 雅安市雨城中学 原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初级中学 

199 汉源县九襄镇小学  

200 荥经县严道第二小学  

201 四川省石棉县中学  

202 

巴中市 
（13 所） 

巴中师范附属实验小学  

203 巴中市实验小学  

204 四川省南江县职业中学  

205 平昌县思源实验学校  

206 四川省巴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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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备注 

207 通江县实验小学  

208 南江县下两中学  

209 巴中市恩阳区下八庙镇中心小学  

210 南江县实验小学  

211 巴中市巴州区第四小学  

212 巴中市第二中学  

213 平昌县五木小学  

214 南江县朝阳小学 原南江县南江镇第四小学 

215 

资阳市 
（9 所） 

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伍隍中学  

216 安岳县东方红小学  

217 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  

218 四川省乐至实验中学  

219 安岳县岳阳小学  

220 资阳市雁江区马鞍学校  

221 四川省资阳中学  

222 四川省乐至县高级职业中学  

223 四川省安岳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224 

阿坝州 
（11 所） 

四川省汶川中学校  

225 红原县城关小学  

226 理县薛城初级中学校  

227 茂县七一民族中学 原茂县民族中学校 

228 松潘县川主寺镇第一小学校 原松潘县川主寺镇中心校 

229 壤塘县伊里中小学  

230 九寨沟县七一南坪中学 原九寨沟县南坪中学 

231 汶川县第一小学校  

232 茂县中学  

233 松潘县中学校  

234 马尔康市第二小学校  

235 甘孜州 
（8 所）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中学校  

236 炉霍县新都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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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州） 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 备注 

237 甘孜藏族自治州海螺沟寄宿制小学 原甘孜州海螺沟景区磨西镇中心小学 

238 雅江县中学  

239 甘孜县民族中学校  

240 石渠县中学校  

241 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北民族高级中学  

242 甘孜藏族自治州特殊教育学校  

243 

凉山州 
（9 所） 

西昌市第一中学  

244 普格县螺髻山铁道兵希望学校  

245 西昌市第二小学  

246 冕宁县民族中学校  

247 西昌航天学校  

248 西昌市西宁中学  

249 西昌市第四小学  

250 越西县南城小学  

251 昭觉县东方红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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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复核认定学校名单 
（高校） 

序号 学校 备注 

1 四川农业大学  

2 西南科技大学  

3 西南医科大学 原四川医科大学 

4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6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7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8 四川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9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10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11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12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13 西南财经大学  

14 西南民族大学  

15 西南石油大学  

16 成都体育学院  

17 乐山师范学院  

18 绵阳师范学院  

19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20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1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2 内江师范学院  

23 四川文理学院  

24 成都大学 原成都学院 

25 宜宾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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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备注 

26 西昌学院  

27 四川警察学院  

28 成都工业学院  

29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30 四川工商学院  

31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32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  

33 乐山职业技术学院  

34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35 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36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  

37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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