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登录名称更正表（名称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原学校登录名 现学校登录名
安定区公园路中学 定西市安定区公园路中学

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安徽大学
安徽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安徽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校
安徽省蚌埠铁路中学 蚌埠铁路中学
安徽省巢湖市第二中学 巢湖市第二中学
安徽省当涂第二中学 当涂县第二中学
安徽省淮南第三中学 安徽省淮南三中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二十二中学 马鞍山市第二十二中学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安徽省宿州市第九中学 宿州市第九中学
安徽省颍上第一中学 颍上县第一中学
安庆师范学院 安庆师范大学
安阳市正一中学 安阳正一中学

鞍山市鞍钢高级中学 鞍钢高级中学
鞍山市第二十九中学 鞍山市第二十九中
鞍山市第五中学 鞍山市鞍山五中

鞍山市华育高级中学 鞍山市华育高中
鞍山市华育高新区学校 鞍山市华育学校高新区学校
巴楚县第三中学 巴楚县巴楚镇第三中学

巴彦淖尔市第一中学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一中学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三中学（职业）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三中学

蚌埠第九中学 安徽省蚌埠第九中学
蚌埠第六中学 蚌埠市第六中学
蚌埠第三中学 安徽省蚌埠第三中学
蚌埠第十二中学 蚌埠田家炳中学
包头市第四十二中 包头市体育运动学校
包头市第四十二中学 包头市体育运动学校

包头医学院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
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深圳市宝安职业技术学校

宝坻区口东镇口东初级中学 天津市宝坻区口东镇口东初级中学
保定第七中学 保定市第七中学

保定市铁路第一中学 保定田家炳中学
北达资源中学 北京市北达资源中学

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北海市地角初级中学 北海市海城区地角初级中学
北海市华侨中学 北海市银海区华侨中学

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附属中学
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 北京联合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中国农业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第100中学 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第一零一中学 北京市第一O一中学
北京市酒仙桥第一中学 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附属学校
北京市密云县第二中学 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
北京市顺义区第四中学 北京市顺义区第四中学（体育运动学校）
北京市陶行知中学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市西城区实验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西城实验学校
北京市杂技学校 北京市国际艺术学校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 北京市第四中学
宾县第二中学 宾县第二中学校

滨州市惠民县第一中学 惠民县第一中学
成都高新实验中学 四川省成都高新实验中学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
成都市第十二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二中学
成都市树德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成都市中和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中和中学
成都市棕北中学 成都市棕北中学校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
澄迈中学 澄迈县澄迈中学

赤壁市第一中学 赤壁市第一高级中学
赤峰市蒙古族中学 赤峰蒙古族中学

赤峰市元宝山区平煤高中 赤峰市元宝山区平庄煤业高级中学
楚雄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云南省楚雄师院附中
达州市第一中学校 四川省达州市第一中学校
达州市高级中学校 达州市高级中学

大理白族自治州体育中学 大理白族自治州体育职业高级中学
大连第三十七中学 大连市第三十七中学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高中校区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星海国际学校 北京十一学校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大连理工附属学校 大连理工大学附属学校
大连市第十八中学 大连第十八中学
大连市枫叶国际学校 大连枫叶国际学校
大连市红旗高级中学 大连市甘井子区红旗高中
大连市开发区第七中学 大连市第七中学
大连市一０八中学 大连市一O八中学
大连市一0三中学 大连市一０三中学
大连市一0一中学 大连市一０一中学
大连市一O三中学 大连市一０三中学
大连市综合高级中学 大连综合中等专业学校
大连育明高中 大连育明高级中学
大连育文中学 大连市甘井子区育文学校
大庆实验中学 大庆市实验中学

大石桥南楼经济开发区高级中学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中心学校 长宁镇中心学校

德兴铜矿中学 德兴市铜矿中学
登封市少林鹅坡武术中等专业学校 登封市少林鹅坡武术专修院

定西市安定区东方红中学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东方红中学
定西市安定区福台中学 安定区福台高级中学

定西市安定区西寨初级中学 安定区香泉镇西寨初级中学
东莞市横沥中中学 东莞市横沥中学
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东莞市东莞中学松山湖学校
东营市胜利第十中 东营市胜利第十中学
都匀二中 都匀市第二中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市第九十四中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附属中学
鄂南高级中学 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

汾阳市第四高级中学校 汾阳市第四高级中学
凤城市第一中学 辽宁省凤城市第一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大墩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大墩初级中学
佛山市顺德区技工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中等专业学校
佛山市顺德一中大良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
福鼎市第二中学 福建省福鼎市第二中学

福鼎市前岐慈济中学 福建省福鼎市前岐慈济中学
福建省德化第三中学 德化县第三中学
福建省晋江市养正中学 晋江市养正中学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 厦门第二中学
福建省长乐市城关中学 长乐市城关中学
福建省长乐市漳新中学 长乐市漳新中学
福建师大附属中学 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福州大学阳光学院 阳光学院

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福州市教育学院第二附属中学
福州铜盘中学 福建省福州铜盘中学

甘肃省景泰县第一中学 景泰县第一中学
甘肃省靖远县第二中学 靖远县第二中学
甘肃省靖远县第一中学 靖远县第一中学
赣南师范学院 赣南师范大学
高碑店第八中学 高碑店市第八中学
高碑店第二中学 高碑店市第二中学

高碑店市东马营镇初级中学 高碑店市东马营初级中学
根河市第二中学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根河市第二中学
沽源县第一中学 沽源第一中学
广东碧桂园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广东碧桂园学校

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佛山市顺德区广东实验中学顺德学校
广东医学院 广东医科大学

广灵第五中学校 广灵县第五中学校
广西北海市第九中学 北海市第九中学
广西南宁市第一中学 南宁市第一中学
广西钦州市第一中学 钦州市第一中学

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融安县高级中学 融安县高级中学

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 广州航海学院
广州市第七中学实验学校 广州市第七中学
广州市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广外附设外语学校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金华初级中学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金华学校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培新初级中学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培新学校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云山初级中学 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云山学校
广州市花都区职业技术学校 花都区职业技术学校
广州市天河区天荣中学 广州市天荣中学
广州市育才中学东校区 广州市育才中学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学校 广州体育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学校
贵州警官职业学院 贵州警察学院
贵州省凯里市第一中学 凯里市第一中学

贵州省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第一中学 都匀市第一中学
贵州省兴义市第八中学 兴义市第八中学
桂林市穿山中学 桂林穿山中学

桂林市临桂区第三中学 临桂区第三中学
桂林市临桂区第一中学 临桂区第一中学
桂林市任远学校 桂林任远中学

哈尔滨第七十中学校 哈尔滨市第七十中学校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哈尔滨市第七十三中学校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中学校
哈尔滨市第十四中学校 哈尔滨市田家炳高级实验中学校
哈尔滨市第一00中学 哈尔滨市第一00中学校
哈尔滨市第一一三中学校 哈尔滨市一一三中学校
哈尔滨市秋实中学 哈尔滨市第三十五中学校
海城市南台高级中学 海城市南台高中
海南省定安县定安中学 定安中学
海南省国兴中学 国兴中学
海南省文昌中学 文昌中学

邯郸市丛台区联纺学校 邯郸市丛台区联纺实验学校
邯郸市丛台区永安学校 丛台区永安学校
邯郸市第三中学 邯郸市第三中学（河北邯郸外国语学校）
杭州第十四中学 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

杭州市第十五中学教育集团（总校） 杭州市第十五中学教育集团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
杭州市余杭区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 杭州市余杭区英特外国语学校

杭州四季青中学 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
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 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经开中学部）
合肥市第六十二中学 合肥市第六十二中学（高）
合肥市第六十三中学 合肥市第六十三中学(新站区)
河北邯郸外国语学校 邯郸市第三中学（河北邯郸外国语学校）
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学 保定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高碑店市高碑店一中 高碑店市第一中学
河北省高阳县布里中学 高阳县布里中学
河北省高阳县高阳中学 河北高阳中学
河北省高阳县宏润中学 高阳县宏润中学
河北省高阳县晋庄中学 高阳县晋庄中学
河北省高阳县三利中学 高阳三利中学

河北省高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高阳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河北省衡水市第五中学 衡水市第五中学
河北省唐山市第八中学 河北唐山外国语学校（唐山八中）
河北唐山外国语学校 河北唐山外国语学校（唐山八中）
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
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工学院
河南省汝南幼儿师范学校 汝南幼儿师范学校

贺龙体育中学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鹤岗市第一高级中学 鹤岗市第一中学
黑龙江科技学院 黑龙江科技大学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 黑龙江省实验中学校
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 呼和浩特第一中学
呼和浩特市桥华学校 呼和浩特市桥华中学
呼和浩特市三十五中学 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五中学
呼和浩特市体育运动学校 呼市体育运动学校

呼和浩特铁路局呼和浩特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 呼和浩特铁路局呼和浩特职工子弟第一中学
呼和浩特铁路职工子弟第二中学 呼和浩特铁路局呼和浩特职工子弟第二中学

呼图壁县第二中学 呼图壁县第二中学（民汉合校）
湖北省黄石市第八中学 黄石市第八中学
湖北省黄石市第七中学 黄石市第七中学
湖北省黄石市第十四中学 黄石市第十四中学
湖北省仙桃市第三中学 仙桃市第三中学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中学 宜昌市第一中学
湖北师范学院 湖北师范大学

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中学 郴州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郴州市橘井实验中学 郴州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郴州适存中学 郴州市适存中学
湖南省澧县第一中学 澧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浏阳市第四中学 浏阳市第四中学
湖南省隆回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隆回第一中学
湖南省娄底市第三中学 娄底市第三中学
湖南省宁远县第一中学 宁远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邵东县职业中专学校 邵东县职业中专
湖南省邵阳市第二中学 邵阳市第二中学
湖南省湘乡市第一中学 湘乡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湘乡市育才中学 湘乡市育才中学
湖南省湘阴县第一中学 湘阴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新化县第一中学 新化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新田第一中学 新田县第一中学
湖南省沅江市第三中学 沅江市第三中学
湖南省沅江市第一中学 沅江市第一中学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中学 湖南师大附中星城实验学校
湖州市南浔开区实验学校 湖州市南浔开发区实验学校
华北电力大学（保定） 华北电力大学

怀化市麻阳久平文武职业学校 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久平文武职业学校
怀仁县第十一中学校 怀仁县第十一中学
淮安市淮阴区南陈集中学 淮安市南陈集中学

淮南第二中学 安徽省淮南第二中学
淮南实验中学 淮南实验中学山南校区

淮阳县豫东少林文武学校 淮阳县城关回族镇豫东少林武术学校
黄冈市蕲春益才高级中学 蕲春县益才高级中学
黄石市第二中学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中学
黄石市第三中学 湖北省黄石市第三中学
会理第一中学 会理县第一中学

会泽县实验高级中学 会泽县实验高级中学校
惠民县何坊乡中学 惠民县何坊街道中学
吉林大学一莱姆顿学院 吉林大学莱姆顿学院
吉林省和龙市第六中学校 和龙市第六中学校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吉林市第十二中学校 吉林市第十二中学
吉林市第一中学校 吉林市第一中学
济南德润高级中学 济南市历下区德润高级中学
济南第三职业中专 济南第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济宁市任城区英才高级中学 济宁市英才高级中学
佳木斯第六中学 佳木斯第六实验学校
佳木斯第七中学 佳木斯市第七中学
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

江华瑶族自治县大圩中学 大圩中学
江苏靖江外国语学校 靖江外国语学校
江苏省盐城中学教育集团 江苏省盐城中学
江苏省郑集高级中学城区校区 江苏省郑集高级中学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江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江西省定南县第二中学 定南县第二中学
江西省广丰五都中学 上饶市广丰区五都镇中学

江西省鄱阳县金盘岭镇初级中学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金盘岭镇学校
江西省上饶第四中学 上饶市信州区第四中学
江西省上饶县中学 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中学
江西省新干中学 吉安市新干县新干中学

江西省宜春实验中学 宜春实验中学
江西省永新县禾川中学 永新县禾川中学
胶州市第二中学 青岛市胶州市第二中学
胶州市第三中学 青岛市胶州市第三中学
界首中学 安徽省界首中学

金昌市金川总校第二中学 金川区金昌市金川总校第二中学
金华市南苑初级中学（金华市第十三中学） 金华市南苑中学

锦山蒙古族中学 喀喇沁旗锦山蒙古族中学
景德镇二中 江西省景德镇二中

靖远县第五中学 靖远县第五中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蒙古族第四高级中学 喀左县蒙古族第四高级中学

开封市求实中学 开封市求实初级中学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第三中学 阿图什市第三中学

奎屯市第六中学 新疆伊犁州奎屯市第六中学
昆明市春城中学 昆明市体育学校
拉萨北京中学 拉萨市北京中学
来宾市第二中学. 来宾市第二中学
莱西市第四中学 青岛莱西市第四中学
兰州101中学 兰州市体育运动学校

兰州大学附属中学 兰州市第三十三中学
兰州商学院 兰州财经大学

兰州市第六十三中学（兰化三中） 兰州市第六十三中学（原兰化三中）
兰州市第六十一中学 兰州市第六十一中学（原兰化一中）
兰州市第四中学 兰州市田家炳中学（兰州市第四中学）

兰州市第五十八中学 兰州市第五十八中学（原兰炼一中）
兰州五中 兰州市第五中学

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本溪满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辽宁省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大石桥市高级中学

辽宁医学院 锦州医科大学
辽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辽阳县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职教中心）
临沂第六中学北校区 临沂第六中学
临沂兴华学校 罗庄区兴华学校

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大湾中学 钟山区大湾镇大湾中学
龙湖中学·民生校区 龙湖中学
马鞍山市红星中学 红星中学

民航广州子弟学校中学部 民航广州子弟学校
那曲市高级中学 拉萨那曲高级中学
南昌第十九中学 南昌市第十九中学

南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豫章师范学院
南昌市青云谱学校 南昌市青云谱实验学校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附属中学校 南充职业技术学院附中
南京第一中学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中）

南京二十九中教育集团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高中部)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南师大附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高中部)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 南京市第十二高级中学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初中部 南京市第十二初级中学
南京市第五十中学（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南京市第五十中学

南京市公园路中学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
南京市虹苑中学 南师大附中新城初级中学怡康街分校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 南京市玄武高级中学(太平门校区)
南京市中华中学 南京市中华中学（高中）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
南宁沛鸿民族中学 南宁市沛鸿民族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级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中学
南阳市第十二中学校 南阳市第十二中学

内蒙古包头市北方重工集团第三中学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学
内蒙古北重三中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学

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区第一中学 赤峰市元宝山区第一中学
内蒙古大学鄂尔多斯学院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第一中学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第一中学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第四中学 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第四中学

内蒙古丰镇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第一中学
内蒙古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杭锦后旗奋斗中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农业大学

内蒙古五原一中 五原县第一中学
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中心初级中学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初级中学

宁波市鄞州区石碶国骅聚星文化武术学校 宁波市海曙区石碶国骅聚星文化武术学校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中学 宁波市鄞州五乡中学
宁波市鄞州区鄞江中学 宁波市鄞州鄞江中学
宁夏大学附属中学 宁大附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二中学 银川市第二中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九中学 银川九中

宁夏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石嘴山市光明中学
农八师石河子高级中学 石河子高级中学
郫县友爱职业技术学校 四川省郫县友爱职业技术学校
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中学 青岛平度市李园街道西关中学
平罗县回民高级中学 平罗县回民高级中学（二中）
萍乡市芦溪中学 江西省萍乡市芦溪中学

鄱阳县金盘岭镇初级中学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金盘岭镇学校
濮阳建业国际学校 濮阳县建业国际学校
普兰店市第九中学 大连市普兰店区第九中学

齐齐哈尔市第五十三中学 齐齐哈尔市第五十三中学校
齐齐哈尔市第一中学校 齐齐哈尔市第一中学

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达斡尔族中学校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达斡尔族中学校
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第二中学校 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民族第二中学校

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 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
黔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都匀二中 都匀市第二中学

秦皇岛市开发区燕大附中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大附中
青岛超银中学 青岛超银高级中学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青岛第六十五中学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第六十五中学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致远中学 青岛市黄岛区致远中学
青岛市经济开发区实验中学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初级中学
青海湟川中学第一分校 西宁市第二中学

青海省大通县长宁镇中心学校 长宁镇中心学校
青海省湟川一分校 西宁市第二中学
青县职业教育中心 青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清远市清新区第一中学 清新区第一中学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中学 琼中县琼中中学
仁怀市育人中学 仁怀市第八中学
任丘市第二中学 河北省任丘市第二中学

日喀则地区江孜高级中学 日喀则市江孜高级中学
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第二中学 桑珠孜区第二中学

荣昌初级中学 重庆市荣昌中学校
榕江县第一中学 贵州省榕江县第一中学

乳源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 乳源县高级中学
三明职业技术学院 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三台中学校 三台中学

厦门市科技中学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
厦门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厦门医学院
厦门英才学校 厦门英才学校中学部
山东莱州中华武校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山东鲁中高级技工学校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山东青岛第五十九中学 山东省青岛第五十九中学
山东省单县第一中学 单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单县实验中学 单县实验中学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菏泽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济南三十四中学 山东省济南第三十四中学
山东省金乡第一中学 金乡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莱芜市莱钢高级中学 莱芜市莱钢高级中学
山东省临沂第一中学 临沂第一中学
山东省平阴县第一中学 平阴县第一中学
山东省青岛第二十三中学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第二十三中学
山东省青岛第二十一中学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第二十一中学
山东省青岛第四十二中学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第四十二中学
山东省青岛市第二十三中学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第二十三中学
山东省青岛市第七中学 山东省青岛第七中学
山东省青岛市二十三中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第二十三中学
山东省滕州市育才中学 滕州育才中学
山东省禹城市第一中学 禹城市第一中学
山东省枣庄市第三中学 枣庄市第三中学
山东省章丘市第四中学 山东省章丘区第四中学
山东省章丘市第五中学 章丘区第五中学
山东省淄博第十中学 淄博第十中学
山东省淄博市第五中学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山东万杰医学院 齐鲁医药学院
山东潍坊第一中学 山东省潍坊第一中学
山东现代职业学院 山东现代学院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 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校
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 山西警察学院
山西省侯马市第一中学校 侯马市第一中学校
山西省平遥中学校 平遥中学校
山西省祁县中学校 祁县中学校
山西省实验中学校 山西省实验中学

山西省太谷县第二中学校 侯马市第二中学校
山西省榆次第二中学校 榆次第二中学校
山西省运城中学校 盐湖区运城中学校

山西省长治市第七中学校 长治市第七中学
山西中医学院 山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理工学院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省第十一建筑工程公司兴平子女学校 兴平市西城办十一建子校
陕西省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西安市第七十中学

陕西中医学院 陕西中医药大学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建峰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城建职业学院
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健康医学院
上海金融学院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上海梅山高级中学 梅山高级中学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友爱实验中学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学院附属友爱实验中学
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 上海市浦东外事服务学校（上海市东辉职业技术学校）
上海市浦江高级中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浦江高级中学
上海市莘城学生 上海市莘城学校

上海市松江二中（集团）初级中学 上海市松江二中(集团)初级中学
上海市西南模范中学临江校区 上海市西南模范中学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北校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东校 上海市西南位育中学
上海市友谊中学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邵阳市第十五中学 湖南省邵阳市第十五中学
邵阳市第一中学 邵阳县第一中学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中学 浙江省柯桥中学
绍兴中国轻纺城中学 绍兴中国轻纺城高级中学
深圳大学高尔夫学院 深圳大学
深圳清华实验学校 深圳市桃源居中澳实验学校

深圳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三中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三中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 深圳实验学校
深圳实验学校中学部 深圳实验学校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中学 深圳市宝安区海旺学校
深圳市宝安中学 深圳市宝安中学（集团）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园岭初中部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
深圳市福田区景秀中学 深圳市福田区科技中学
深圳市光明中学 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中学

深圳市龙城高级中学 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高级中学 龙岗区布吉高级中学
深圳市龙岗区布吉中学 龙岗区布吉高级中学
深圳市龙岗区福安学校 龙岗区福安学校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吉溪初级中学 龙岗区横岗吉溪初级中学
深圳市龙岗区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龙岗中学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初级中学 龙岗区龙城初级中学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中学 龙岗街道龙岗中学
深圳市龙岗区平安里学校 龙岗区平安里学校
深圳市龙岗区平冈中学 龙岗区平冈中学

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实验学校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实验学校
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初中部 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语学校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麒麟中学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高新中学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深圳市坪山高级中学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高级中学
深圳市坪山新区坪山高级中学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高级中学

深圳市文汇中学 深圳市宝安区文汇学校
沈阳朝鲜族第一中学 沈阳市朝鲜族第一中学
沈阳市第一二0中学 沈阳市第一百二十中学
沈阳市第一二〇中学 沈阳市第一百二十中学
沈阳市第一二〇中学 沈阳市第一百二十中学

沈阳市浑南新区第一初级中学 沈阳市浑南区第一初级中学
沈阳市满族初级中学 沈阳市满族中学
石河子第二十二中学 石河子第22中学
石河子第二十五中学 石河子第25中学
石河子第十八中学 石河子第18中学
石河子第十六中学 石河子第16中学

石河子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石河子工程技术学校
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 石家庄外国语学校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通州校区）
双流县黄龙溪学校 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学校
四川成都盐道街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盐道街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第七中学 成都市第七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七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七中学校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一中学（四川省成都市女子实验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第十一中学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石羊校区） 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中学(石羊校区)

四川省达县中学 四川省达州中学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 四川省德阳市第五中学（德阳市香港马会第五中学）
四川省汉源县第二中学 汉源县第二中学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学校 泸州高中
四川省冕宁中学校 冕宁中学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嘉陵校区 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
四川省南充市第五中学校 南充市第五中学校
四川省南充市第一中学 南充市第一中学(私立)

四川省攀枝花市大河中学校 攀枝花市大河中学校
四川省仁寿第一中学校北校区 仁寿县第一高级中学北校区
四川省双流县华阳中学 成都市华阳中学
四川省双流县棠湖中学 成都市双流区棠湖中学
四川省双流县中学 四川省双流中学
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成都文理学院

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 四川外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苏州科技学院 苏州科技大学

遂宁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四川省遂宁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
太仓市荣文学校 太仓市荣文中学
太原进山中学校 太原市进山中学校

太原市第二十三中学校 太原市体育运动学校
太原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太原市第十八中学校
太原市第五中学 太原市第五中学校
太原市明德学校 太原市明德学校
太原市育英中学 太原市育英中学校

唐山古冶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唐山市古冶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唐山市第十中学 唐山第十中学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初中校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一中学
天津市第五十一中学 天津市五十一中学
天津市蓟县第一中学 天津市蓟州区第一中学

天津市静海区杨成庄乡中学 天津市静海区杨成庄乡杨成庄中学
天水市体育运动学校附属中学 天水市体育运动学校
天桃实验学校中学部 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
田东县田东中学 深圳市田东中学

瓦房店长文文武学校 大连瓦房店市长文文武学校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学校 潍坊高新区实验学校

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浙江省温州第二高级中学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温州市第二外国语
温州市南浦实验 温州市南浦实验中学
温州医学院 温州医科大学

乌鲁木齐八一中学 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
乌鲁木齐市第九十八中学 乌鲁木齐市第98中学
乌鲁木齐市第五十八中学 乌鲁木齐市第58中学
芜湖机械工程学校 芜湖机械工程学校（繁昌县职业教育中心）
芜湖市二十五中学 芜湖市第二十五中学
芜湖市澛港中学 芜湖市澛港初级中学
武汉商业服务学院 武汉商学院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武汉市常青第二学校） 武汉市常青第一学校
武汉市汉铁寄宿初级中学 武汉市汉铁初级中学
武汉市江夏实验高级中学 武汉市江夏区实验高级中学

西安博迪中学 西安博迪学校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初中校区 西安高新第一中学初中校区东区初级中学

西安铁一中学分校 西安铁一中分校
西藏民族学院 西藏民族大学
仙居外语学校 仙居县外语学校
咸宁市温泉中学 咸宁市温泉中学外国语学校
咸阳彩虹中学 咸阳彩虹学校
湘潭市第一中学 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中学

襄阳市襄州区业余体育运动学校 襄州区业余体校
新钢中学 新余市新钢中学

新化县上渡办事处中心学校铁牛中学 上渡办事处中心学校
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二中学 巴州二中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二中学 昌吉州第二中学
新疆昌吉州第一中学 昌吉回族自治州第一中学
新疆教育学院 新疆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新疆库尔勒市第三中学 巴州库尔勒市第三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150团中学 150团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八团中学 148团第一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一四三团第一中学 143团第一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华山中学 华山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中学 兵团二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二中学 第三师第二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中学 北屯高级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七十七团中学 第四师77团中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工师第四中学 建工师四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第十中学 石河子第十中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第六中学 喀什六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特区高级中学 喀什特区高级中学
新疆伊宁县第三中学 伊犁州伊宁县第三中学
新源县第一中学 伊犁州新源县第一中学
兴义市龙盘中学 兴义市黄草街道办事处龙盘中学

宿州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安徽省宿州学院附属实验中学
徐州启星中学 徐州市启星外国语中学

徐州市九里高级中学 徐州市九里中学
许昌实验中学 河南省许昌实验中学
许昌实验中学 河南省许昌实验中学

延安市宝塔区第三中学 宝塔区第三中学
盐城纺织职业技术学院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阳东广雅学校 阳江市阳东广雅学校
阳东县一问学校 阳江市阳东区一问学校

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三元中学 六安市叶集区三元中学
伊金霍洛旗矿区中学 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伊金霍洛分校
益阳市赫山区龙光桥学校 益阳市龙光桥镇中心学校
银川市第九中学 银川九中
银川唐徕回民中学 银川市唐徕回民中学
银川一中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一中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级中学 营口开发区第一高中
营口实验高级中学 营口实验学校
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回民高级中学

油建学校 江汉油田油建学校
余姚市第三中学 浙江省余姚市第三中学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民族中学 玉龙县民族中学
玉树州第二名族高级中学 玉树州第二民族高级中学
云南经济管理职业学院 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云南师范大学昆明市五华区实验中学 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
运城国际学校 运城空港经济开发区运城国际学校
樟树第二中学 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第二中学

长春汽车经济开发区第六中学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中学
长春市第十七中 长春市第十七中学
长春市九十中学 长春市第九十中学
长郡·浏阳实验学校 长郡浏阳实验学校
长沙师范学校 长沙师范学院
长沙市达材中学 长沙市明达中学
长沙市贺龙中学 长沙市贺龙体育运动学校

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 长沙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
长沙市明德华兴中学 明德华兴中学
长沙市雅礼实验中学 长沙市雅礼中学

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坪塘中学 长沙市岳麓区坪塘镇坪塘中学
长沙市长郡梅溪湖中学 长郡梅溪湖中学
长沙市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长沙市周南实验中学 周南实验中学

长沙湘江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长沙湘江科技中等职业学校
长治市城区康园中学校 长治市城区康园中学
长治市第十六中学校 长治市第十六中学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朝晖初级中学 萧山区朝晖初级中学
浙江省缙云中学 缙云中学

浙江省临海市杜桥中学 浙江省临海杜桥中学
浙江省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 衢州华茂外国语学校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鲁迅中学 绍兴鲁迅中学
浙江省台州市第一中学 台州市第一中学
浙江省天台育英中学 天台育英中学
浙江省象山县第三中学 象山县第三中学
浙江省永嘉中学 永嘉中学

浙江省诸暨市牌头中学 诸暨牌头中学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衢州白云学校 衢州市白云学校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 浙江水利水电学院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大专） 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正安县第八中学 正安县第八高级中学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 郑州大学
郑州市第101中学 郑州市第一0一中学
郑州市第四十三中学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郑州市第一零二中学 郑州市第一0二中学
中共喀什市第十六中学 喀什市第十六中学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 中共中央党校
中国计量学院 中国计量大学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械工程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航空基础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大学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中学 廊坊管道局中学

中南海业余大学 中南海业余大学
中山市东升镇高级中学 中山市东升高级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 中山市小榄中学（中山市外国语学校）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 重庆八中宏帆初级中学校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校 重庆南开(融侨)中学校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重庆市九龙坡区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九龙坡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梁平红旗中学校 重庆市梁平红旗中学
重庆市彭水第一中学校 重庆市彭水县第一中学校
重庆铁路中学 重庆市铁路中学校

珠海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附属高级中学
株洲市芦淞区贺家土中学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贺家土中学
株洲市芦淞区体育路中学 湖南省株洲市芦淞区体育路中学
淄博市临淄区雪宫中学 临淄区雪宫中学
淄博市淄川第一中学 淄博市淄川中学

棕北中学 成都市棕北中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