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备案表

   彭州  (市)县（盖章）                                                  填表时间: 2018 年8月31日

类别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开放时间

学校法人及电话
学校开放工作联系人

及电话
学校开放投
诉电话

服务范围
工作日 节假日

小学

彭州市白鹿镇小学 彭州市白鹿镇水观村3组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刘华兴13551064390  杨春平13551356505 83708451 白鹿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通济镇蓝天小学 通济镇鼓浪屿路338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周 伟13666166478 罗　庆13880760767 83708451 通济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通济镇思文小学 彭州市通济镇思文街418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谭英13688072512 孙志强 13438910656 83708451 通济镇思文场社区居民

彭州市新兴镇亚东小学 彭州市新兴镇阳平村16组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李正13982019800 岳田敏13880651526 83708451 新兴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丽春镇小学 彭州市丽春镇丽蓉大道56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胥勇13551239878 杨世文13558818096 83708451 丽春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丽春镇庆兴神钢小学 彭州市丽春镇谭家场社区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赵怀素13982098878 赵秀凡13708060315 83831370 谭家场社区居民

彭州市丽春镇北君平小学 彭州市丽春镇北君街中段61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李忠13880161011 杨波13679070576 83708451 北君平社区居民

彭州市敖平镇雅居乐小学 彭州市敖平镇猫市街80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梁开明13689065065 谢小龙15882221640 83708451 敖平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军乐镇小学 彭州市军乐镇政通街39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但保云13882052870 游小燕 13308036019 83708451 军乐镇社区居民

隆丰镇中心小学 彭州市隆丰镇新华路2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何明春13679035668 刘顺勇13648018774 83708451 隆丰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升平镇博爱小学 彭州市升平镇玉泉村3组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李太明13980449818 李柱勇13980764488 83708451 升平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致和小学 彭州市清白江西路170号 17：30-19：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王朝勋13618079966 王成林13679071080 83708451 致和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九尺镇小学 彭州市九尺镇九兴路中段162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杨先凤13880382309 高　强13550095911 83708451 九尺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蒙阳镇小学 彭州市蒙阳镇凤凰大道46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任天贵13880866884 周玉蓉13981774375 83708451 蒙阳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三界镇小学 彭州市三界镇育才街46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王丽13666226598 阳海燕13882167314 83708451 三界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蒙阳镇七一小学 彭州市蒙阳镇蒙三北路488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30-17:30

杨  川13882117689 文世明13551072982 83708451 蒙阳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利安小学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锦阳社区7组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李先义13679087886 刘述泽13880650799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社区居民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西郊小学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顾福桥社区5
组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李支德13808068748 周宏如13678165805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社区居民



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备案表

   彭州  (市)县（盖章）                                                  填表时间: 2018 年8月31日

类别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开放时间

学校法人及电话
学校开放工作联系人

及电话
学校开放投
诉电话

服务范围
工作日 节假日

小学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清平小学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先锋社区2组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肖伦勇13699070135 杨忠伦13550117928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社区居民

彭州市实验小学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天府中路57
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郑自彬13688069122 姜柏新13608079507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社区居民

彭州市延秀小学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龙塔路2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任传久13568937088 卿尚峰13438970008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社区居民

九年一
贯制学

校

彭州市磁峰中远学校 彭州市磁峰镇蟠江路71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肖华均13518169459 胡江13518171022 83708451 磁峰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龙门山镇九年制学校 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兴街341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蔡统贵13547934459 何永斌 13881988137 83708451 龙门山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小鱼洞镇九年制学校
彭州市小鱼洞镇复兴场社区15
组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郭定钦13982000919  杨义13438360390 83708451 小鱼洞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桂花镇丰乐九年制
学校

彭州市桂花镇丰圣街115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周成卓13608232898 张友国13568815163 83708451 丰乐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桂花镇九年制学校 彭州市桂花镇金桂西街23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邓永红13551298968 曾健13882037209 83708451 桂花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红岩镇九年制学校 彭州市红岩镇金阳街98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邓强13882104953 梁久贵13708205132 83708451 红岩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葛仙山镇九年制学校 彭州市葛仙镇府江路45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刘波13540005815 王志明13438815203 83708451 葛仙山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葛仙山镇楠杨九年制学
校

彭州市葛仙山镇楠杨社区东街
128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陈显斌13551352156 阳廷余13880101408 83708451 葛仙山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丹景山镇博爱九年制学
校

彭州市丹景山镇建设路169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张昌波13882183046 罗吉13541189215 83708451 丹景山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丹景山镇永定九年制学
校

彭州市丹景山镇武备村8组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尹显刚13683408095 王明兴 13708233089 83708451 丹景山镇社区居民

罗万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 彭州市三界镇罗家场社区85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胡建军13880123181 张廷建13678146895 83708451 三界镇四片区居民

彭州市蒙阳镇七一竹瓦九年制
学校

彭州市蒙阳镇竹瓦北街66号 18：30-20：30 下午14：00-17：00 唐诗胜13981801279 王龙海13730646233 83708451 蒙阳镇竹瓦片居民

彭州市致和镇太清博世九年制
学校

彭州市致和镇太平社区11组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谢贤君13981702325 严雪13551885202 83708451 致和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致和镇初级中学 彭州市致和镇北京村10组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苏调成13568958523 冯兰志13551206019 83708451 致和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隆丰镇初级中学 彭州市隆丰镇新华路2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王宁波13618026561 刘云洪 13980765143 83708451 隆丰镇社区居民



学校体育设施开放备案表

   彭州  (市)县（盖章）                                                  填表时间: 2018 年8月31日

类别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开放时间

学校法人及电话
学校开放工作联系人

及电话
学校开放投
诉电话

服务范围
工作日 节假日

彭州一中碧城实验学校 彭州市致和镇四方街69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张  琦13808200021 陈志斌13881769580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社区居民

彭州市通济中学 彭州市通济镇榕城路618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熊轶13551125410 冯小飞13880386335 83708451 通济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九尺镇初级中学 彭州市九尺镇希望路115号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钱万琼 13982282451 马明武 15828351268 83708451 九尺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三界中学 彭州市三界镇育才路81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周少兵13666225591 江东15882367823 83708451 三界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丽春中学 彭州市丽春镇丽蓉北路25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张开全13699085909 曾迅13551010945 83708451 丽春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丽春镇北君平初级中学 彭州市丽春镇北君平街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刘宁13908074883 王尔江13541201011 83708451 北君平社区居民

彭州市军乐镇初级中学 彭州市军乐镇乐兴村6组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王有明13648015289 焦善国13684054450 83708451 军乐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利安初级中
学

彭州市天彭寂光社区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张兵13689023933 王勇霖18302892671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社区居民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清平初级中
学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先锋社区 18：30-20：30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覃光福13688175526 赵小飞13982101071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社区居民

彭州市升平镇初级中学 彭州市升平镇文学街73号 18：30-20：30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

周静13882132065 胡志建13980767590 83708451 升平镇社区居民

彭州实验中学 彭州育才路979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刘  聪13882020876 蒋鹏15882369580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致和镇社区居民

高中
(高完
中）

蒙阳中学 彭州市蒙阳镇建业路399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郭远林13666112360 罗江13558653308 83708451 蒙阳镇社区居民

彭州市敖平中学 彭州市敖平镇楠桥社区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祝光荣13666172397 陈小峰13518105181 83708451 敖平镇社区居民

彭州一中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金彭中路社
区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赵明跃13982091805 唐勇13618026219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社区居民

成都石室白马中学 彭州市天彭街道办牌坊村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卿旭东13880949526 魏绵富13982047266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社区居民

彭州中学 彭州育才路979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卢前松13518114466 赖祯洋15928151585 83708451 天彭街道办、致和镇社区居民

职业学
校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南校区） 彭州西河东路468号 有住校生
上午8:30-12:00，
下午13:00-17:30

刘应建13908069565 罗冬梅 13882172122 83708451 致和镇社区居民



学校体育设施开放情况统计表

   彭州  区(市)县（盖章）                   填表时间:  2018年8月31日

名称 开放数量（所） 未开放数量（所） 分管局长及联系电话 韩洪韬　13550157555

小学 21 0
分管科室负责人及联

系电话
孙伟  13666100218

九年一贯制学校 13 0

单设初中 13 0
教育局开放工作投诉

电话
83708451

高中（高完中） 5 0

职业学校
1（成都石化工业学校南校

区）
1（成都石化工业学校北校

区） 公布开放名单的媒体
及网站名称

彭州电视台、彭州教育

合计 53 1



体育设施未开放学校备案表

彭州市教育局(市)县（盖章）                        填表时间: 2018年月31日

类别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学校法人代表及电话 停止开放时间 未开放原因

职业学校 成都石化工业学校（北校区） 彭州市军乐镇军屯西街22号 刘应建 13908069565 周一到周日 有“9+3”住校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