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上海青少年暑期自护之
中小学生暑期“ 人人运动，学会游泳”

指定场所名单（ 部分）

区县 场馆名称 地址 电话

浦东 东方体育中心游泳馆 耀体路701号 20238305

徐汇

上海市徐汇区

青少年水上运动学校

（ 原：徐汇游泳馆）

枫林路317号 64171918

长宁 长宁温水池 愚园路1041号 62522797

普陀 曹杨游泳池 梅岭北路41号 62548738

闸北 闸北游泳馆 中华新路483号 56624136

虹口 虹口游泳学校 东江湾路444号 56663730

杨浦 杨浦温水游泳池 打虎山路19号 65033806

黄浦 黄浦学校斜桥游泳馆 大吉路218号 63456006

静安 静安体育中心 康定路151号 62726506

闵行 闵行区游泳池 莘凌路181号 64887391

宝山 宝山体育中心游泳馆 永清路700号 13002158633

嘉定 嘉定体育馆游泳池 梅园路315号 59520222

金山 金山区体育中心游泳池 朱泾镇公园路325号 57330159

松江 松江区游泳馆 荣乐路143号 57714674

青浦 青浦游泳馆 浦仓路565号 69221127

奉贤 奉贤体育中心游泳馆 南桥镇古华路100号 15800800959

崇明 崇明青少年游泳馆 城桥镇团城公路7398号 69627908

备注：此信息由上海市体育局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提供。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电话咨询各场馆。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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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取方式：
1、 如 有 需 要 ， 请 致 电

021-12355进行咨询和索票，索票

时间：7月1日起，周一至周五，9:

00—21:00；周六、周日：9:00-17:00。

2、先到先得，发完为止。除特

别规定外，一人仅限领取两张门票

（ 一大一小），在预约成功后凭本人

有效身份证件至指定地点领取，有

效期为2014年7月1日至8月31日。

3、中国航海博物馆门票仅通

过“ 上海12355”微信进行索取，索

取方式：7月1日起，关注“ 上海

12355” 微信公众号并转发“ 上海

12355”近期发布的任意一条信息至

朋友圈，将朋友圈截图、家长本人的

姓名和身份证号、孩子的姓名和学

校名称发送至“ 上海12355”微信公

众号。每人两张，发完为止，索票成

功与否以工作人员回电为准。索票

成功后请至指定地点领取。

优惠的科普场馆一览表
景点 数量 原价 优惠 开放时间 地址

东方明珠 400张 120元 优惠价格80元/张（ 仅限7月） 9:00-20:00 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号

电影博物馆 400张 60元 优惠价格27元/张 周二~周日：9:00-17:00 徐汇区漕溪北路595号

上海科技馆 400张 60元 优惠价格15元/张 周二~周日：9:00-17:15
浦东新区

世纪大道2000号

上海野生昆虫馆 200张 60元
免费入场券

（ 限18岁以下者使用，
成人需另行购票）

周一~周五：9:00-17:00；
周六~周日：9:00-17:30

浦东新区丰和路1号
(近滨江大道)

中国航海博物馆 320张 50元 免费入场券 周二~周日：9:30-15:30
浦东新区临港新城申

港大道197号

上海汽车博物馆

160张 40元
免费入场券（ 限中小学生，凭学

生证使用；或1.1m-1.3m儿童）
周二~周日
9:30-16:30

嘉定区
安亭博园路7565号

240张 40元
优惠价格20元/张

（ 限中小学生，凭学生证使用；或
1.1m-1.3m儿童）

上海辰山植物园 180张 60元 免费入场券 8:00-17:30
松江区辰花路 3888 号

(近辰塔公路)

上海动物园 180张 40元 免费入场券 9:00-18:30
长宁区虹桥路 2381 号

(近虹井路)

滨江森林公园 200张 20元 免费入场券 8:00-17:30
浦东新区

高桥镇凌桥高沙滩3号

上海植物园 200张 15元 免费入场券 7:00-17:00 徐汇区龙吴路1111号

共青森林公园 200张 15元 免费入场券 8:00-17:00 杨浦区军工路2000号

南翔古猗园 200张 12元 免费入场券 7:00-18:00
嘉定区南翔镇
沪宜公路218号

瑞华果园
800张 50元 免费入场券 周一~周五：10：00~16:00 崇明县

北沿公路3176号1000张 50元 优惠价格10元/张 周一~周日：10：00~16:00

上海铁路博物馆 700张 10元 免费入场券

周二~周五：
9:00-11:00

14:00-16:00；
周六：9:00-16:00

闸北区天目东路200号

世纪公园 100张 10元 免费入场券 7:00-18:00
浦东新区

锦绣路1001号

免费校外活动场馆一览表
场馆 咨询电话 开放时间 地址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53832171 9:00~16:00 黄浦区黄陂南路374号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63590984 9:00-16:00；周一闭馆 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

中共四大纪念馆 60821097 9:00-11:30和13:30-16:30；周一闭馆 虹口区四川北路1468号

宋庆龄陵园 62783104 8:30-16:30 长宁区宋园路21号

国歌展示馆 65458100 9:00-11:00和13:30-16:00；周一闭馆 杨浦区荆州路151号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53823370 9:00-11:00和13:00-16:00
黄浦区

淮海中路567弄1-6号

上海解放纪念馆 56108277 8:30-16:00 宝山区宝杨路599号

上海博物馆 63723500 9:00~17:00 黄浦区人民大道201号

上海公安博物馆 64720256 9:00~16:00；周日闭馆 徐汇区瑞金南路518号

上海消防博物馆 28955295 9:30~11:30和13:30~16:30；周一闭馆 长宁区中山西路229号

上海儿童博物馆 62783130 8:45~15:30；周一闭馆 长宁区宋园路61号

上海邮政博物馆 63936666转1280 周三~周四、周六~周日：9:00~16:00 虹口区天潼路395号

海军上海博览馆 56163295 周三~周日：9:00~16:00 宝山区塘后路68号

上海电信博物馆 33311122
9:00~16:00；周二~周五只接待团队；

周六~周日向公众开放
黄浦区延安东路34号

上海市禁毒科普教育馆 63533334 9:00~16:00 闸北区汉中路188号4楼

上海青少年科技探索馆 54656808 9:00~18:30 徐汇区建国西路137号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 62932068 9:00~17:00；周一闭馆 徐汇区华山路1800号

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安亭汽车三厂

13671780258
7月28日、8月4日、8月11日上午9：00-12：
00。需团体预约，每天一批，每批不超过30
人，需为13周岁以上青少年。

嘉定区安亭镇
曹安公路5288号

备注：排名不分先后，请带好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参观。

科普场馆优惠票等你抢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