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年度“红领巾奖章”三星章集体（大队）汇总表
序号 推荐单位 大队名称
1 省属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大队

2 市教育局 少先队广州市铁一中学大队

3 市教育局 少先队广州市协和小学大队

4 市教育局 少先队广州市教育局直属广东广雅中学花都校区初一级大队

5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中星小学大队

6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回民小学大队

7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第十六中学校大队

8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小学大队

9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实验小学大队

10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大队

11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第七中学东山学校大队

12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育才中学大队

13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清水濠小学大队

14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大队

15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文德路小学大队

16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登峰小学大队

17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环市路小学大队

18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秉正小学大队

19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知用学校大队

20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市越秀区五羊小学大队

21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越秀区云山小学大队

22 越秀区 少先队广州越秀区珠光路小学大队

23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晓港湾小学大队

24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万松园小学大队

25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江南新村第一小学大队

26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菩提路小学大队

27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红棉小学大队

28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岭南画派纪念中学大队

29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逸景第一小学大队

30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绿翠现代实验学校大队

31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海联路小学大队

32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赤岗东小学大队

33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路小学大队

34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仑头小学大队

35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梅园西路小学大队

36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区基立道小学大队

37 海珠区 少先队广州市海珠镇泰实验小学大队

38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小学大队

39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环市西路小学大队

40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康有为纪念小学大队

41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荔湾区西关培正小学大队

42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环翠园小学大队

43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坑口小学大队

44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詹天佑小学大队

45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小学大队

46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何香凝纪念学校大队

47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真实小学大队

48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广雅小学大队

49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林凤娥小学大队



50 荔湾区 少先队荔湾区乐贤坊小学大队

51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蒋光鼐纪念小学大队

52 荔湾区 少先队广州市荔湾区增滘小学大队

53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华景小学大队

54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小学大队

55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华康小学大队

56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天府路小学大队

57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骏景小学大队

58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盈彩美居小学大队

59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黄村小学大队

60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龙岗路小学大队

61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奥林匹克中学大队

62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长兴小学大队

63 天河区 少先队广州市天河区明珠中英文学校大队

64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永兴小学大队

65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中心小学大队

66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江村小学大队

67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双岗小学大队

68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第二小学大队

69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人和镇第五小学大队

70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明德小学大队

71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云雅实验学校大队

72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金沙第二小学大队

73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金星小学大队

74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民航学校大队

75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黄边小学大队

76 白云区 少先队白云区同和小学大队

77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华师附中实验小学大队

78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良田第二小学大队

79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竹料第一小学大队

80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白云区竹料第二小学大队

81 白云区 少先队广州市市白云区蟠龙小学大队

82 黄埔区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第二小学大队

83 黄埔区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东荟花园小学大队

84 黄埔区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凤凰湖小学大队

85 黄埔区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茅岗小学大队

86 黄埔区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香雪小学大队

87 黄埔区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会元学校大队

88 黄埔区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玉鸣小学大队

89 黄埔区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开元学校大队

90 黄埔区 少先队广州市黄埔区东区小学大队

91 黄埔区 少先队广州高新区第一小学大队

92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骏威小学大队

93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云山学校大队

94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棠澍小学大队

95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第四小学大队

96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赤坭镇赤坭圩小学大队

97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新和小学大队

98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市花都区狮岭镇联合小学大队

99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中心小学大队

100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邝维煜纪念中学大队



101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实验中学大队

102 花都区 少先队广州市花都区秀全街雅正学校大队

103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沙湾红基学校大队

104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石岗小学大队

105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中心小学大队

106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大队

107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城小学大队

108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实验小学大队

109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市桥东沙小学大队

110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大石中心小学大队

111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洛溪新城小学大队

112 番禺区 少先队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番禺附属小学大队

113 番禺区 少先队广东番禺中学附属学校大队

114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韵琴小学大队

115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北新正华学校大队

116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毓贤学校大队

117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石壁小学大队

118 番禺区 少先队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梅江小学大队

119 番禺区 少先队番禺区南村镇中心小学大队

120 南沙区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小乌小学大队

121 南沙区 少先队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南沙小学大队

122 南沙区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南沙小学大队

123 南沙区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广州市第二中学南沙天元学校少先队大队

124 南沙区 少先队广州市南沙区麒麟小学大队

125 从化区 广州市从化区西宁小学大队

126 从化区 广州市从化区从化希贤小学

127 从化区 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中心小学

128 从化区 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第二小学

129 从化区 广州市从化区太平镇中心小学

130 从化区 从化区鳌头镇第三中心小学大队

131 增城区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香江学校大队

132 增城区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合生育才学校大队

133 增城区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派潭镇中心小学大队

134 增城区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挂绿小学大队

135 增城区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中心小学大队

136 增城区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仙村镇第二小学大队

137 增城区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中心小学大队

138 增城区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应元学校大队

139 增城区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增江小学学校大队

140 增城区 少先队广州市增城区朱村街第二小学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