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度山东省田径项目传统校及相关中学审核通过名单

学校名称 所在地市

阳信县第三实验中学 滨州市

邹平市韩店镇新世纪中学 滨州市

邹平市第二中学 滨州市

山东省北镇中学 滨州市

博兴县实验中学 滨州市

邹平市黄山中学 滨州市

山东省博兴第二中学 滨州市

惠民县第一中学 滨州市

滨州高新高级中学有限公司 滨州市

山东省博兴第一中学 滨州市

德州市陵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德州市

德州市第二中学 德州市

禹城市综合高中 德州市

平原县第一中学 德州市

德州市实验中学 德州市

齐河县第一中学 德州市

禹城市第一中学 德州市

利津县高级中学 东营市

山东省广饶县第一中学 东营市

菏泽外国语学校 菏泽市

山东省成武第一中学 菏泽市

山东省菏泽第一中学 菏泽市

菏泽市开发区华师附属高级中学 菏泽市



东明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菏泽市

山东省东明县第一中学 菏泽市

山东省济南市莱芜第一中学 济南市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济南市

济南市长清中学 济南市

山东省济南第九中学 济南市

山东省济南市莱钢高级中学 济南市

山东省实验中学 济南市

平阴县第一中学 济南市

济南市深泉外国语学校 济南市

山东深泉高级技工学校 济南市

济南市铭志高级中学有限公司 济南市

章丘中学 济南市

济南市章丘区第五中学 济南市

济南市章丘区第七中学 济南市

济南市长清第一中学 济南市

山东省济南第七中学 济南市

济南市章丘区第四中学 济南市

济南协和双语实验学校 济南市

山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济南市

济南外国语学校 济南市

山东省济南第二中学 济南市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 济南市

金乡县第一中学 济宁市

汶上县第一中学 济宁市

梁山县第二实验小学 济宁市



济宁市兖州区第一中学 济宁市

金乡县第二中学 济宁市

梁山现代高级中学 济宁市

梁山县实验中学 济宁市

金乡县金文实验高级中学 济宁市

济宁市第一中学 济宁市

曲阜师范大学附属梁山中学 济宁市

汶上县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济宁市

曲阜市第一中学 济宁市

济宁市兖州区第六中学 济宁市

鱼台县实验中学 济宁市

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济宁市

冠县第一中学 聊城市

临清市第三高级中学 聊城市

莘县第一中学 聊城市

山东省临沂第二十四中学 临沂市

山东临沂第四中学 临沂市

山东省郯城第一中学 临沂市

兰陵县第七中学 临沂市

山东省沂南县第二中学 临沂市

临沂第三中学 临沂市

郯城县美澳学校 临沂市

山东省郯城第二中学 临沂市

蒙阴县实验中学 临沂市

临沭第一中学 临沂市

临沭县实验中学 临沂市



莒南县第三中学 临沂市

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第一中学 临沂市

临沭第二中学 临沂市

兰陵县泉山实验学校 临沂市

山东省平邑第一中学 临沂市

莒南县第四中学 临沂市

兰陵县东苑高级中学 临沂市

兰陵县第一中学 临沂市

费县第一中学 临沂市

青岛市理工高级中学 青岛市

山东省平度第一中学 青岛市

青岛高新职业学校 青岛市

山东省华侨中学 青岛市

青岛为明学校 青岛市

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校 青岛市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青岛市

山东省青岛第六十七中学 青岛市

青岛第二实验初级中学 青岛市

莱西市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青岛市

山东省莱西市第一中学 青岛市

青岛市即墨区实验高级中学 青岛市

青岛市即墨区市北中学 青岛市

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学 日照市

莒县第一中学 日照市

山东省日照第一中学 日照市

山东省日照黄海高级中学 日照市



莒县第二中学 日照市

日照市农业学校 日照市

山东泰山技师学院 泰安市

新泰市第一中学北校 泰安市

山东省泰安第四中学 泰安市

宁阳县第一中学 泰安市

山东省泰安第二中学 泰安市

山东省泰安第十九中学 泰安市

新泰市汶城中学 泰安市

山东省新泰市第一中学 泰安市

肥城市泰西中学 泰安市

肥城市第三中学 泰安市

东平明湖中学 泰安市

山东省泰安英雄山中学 泰安市

潍坊中学 潍坊市

临朐县第一中学 潍坊市

临朐中学 潍坊市

昌邑市文山中学 潍坊市

潍坊新纪元学校 潍坊市

山东省昌乐二中 潍坊市

山东省潍坊第七中学 潍坊市

潍坊滨海中学 潍坊市

昌邑市实验中学 潍坊市

山东省龙口第一中学东校 烟台市

莱州市第一中学 烟台市

莱州市第六中学 烟台市



莱州市第十三中学 烟台市

莱州市第五中学 烟台市

烟台市南山职业技术学校 烟台市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 烟台市

龙口第一中学 烟台市

枣庄市第一中学 枣庄市

山东省枣庄市第二中学 枣庄市

滕州二中新校 枣庄市

枣庄市第三中学 枣庄市

山东省枣庄市第十六中学 枣庄市

山东省滕州市第一中学 枣庄市

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枣庄市

淄川经济开发区实验学校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第一中学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第十八中学 淄博市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 淄博市

山东省桓台第二中学 淄博市

淄博市淄川区般阳中学 淄博市

沂源县第一中学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第十一中学 淄博市

淄博中学 淄博市

山东省淄博第五中学 淄博市

淄博市淄川中学 淄博市

淄博市临淄中学 淄博市

淄博实验中学 淄博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