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深圳市幼儿园办学基本信息公告（龙华区）
序
号

幼儿园名称 批准设立时间 注册地址/办学地址
幼儿园所属街道、

社区
举办者

法定   
代表人

园长 办园等级 联系电话 办园类型 年检结论
保教费标准
（元/月）

1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幼儿园 1988年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环观南路仁山
智水小区内

观湖街道鹭湖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
校

李  隽 郭映霞 市一级 2798309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 深圳市龙华区樟坑径幼儿园 1991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樟坑径社区工
作站对面

观湖街道樟坑径社区 张红花 张红花 李丽情 市一级 2797631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90

3 深圳市龙华区曙光幼儿园 2004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大和田寮村96
号

观湖街道观城社区
深圳市瑞朗装饰设计有
限公司

温学明 叶洁冰 市一级 2798168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50

4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学格澜幼
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广场沿河路八
号

观湖街道润城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附属小学

陈 艳 张  萍 省一级 29506937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 深圳市龙华区宝文幼儿园 2011年2日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安澜大道
1100034号

观湖街道樟坑径社区 彭伟红 彭伟红 黄伟秀 市一级 29101717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6
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小学附属澜园幼儿
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润城社区招商
澜园1栋

观湖街道润城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小学 黄启灵 张丽霞 市一级 2936366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外国语学校附属卓
尔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环观中路53号 观湖街道观城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外国
语学校

牛书霞 牛书霞 区一级 2802566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8 深圳市龙华区大和幼儿园 2013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大和村346号 观湖街道观城社区 陈杏珍 陈杏珍 温晓云 区一级 2331228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9
深圳市龙华区鹭湖外国语小学附属招
商观园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环观南路招商
观园14栋

观湖街道鹭湖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鹭湖外国
语小学

何云芳 黄珊梅 市一级 2802092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0
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附属天悦湾
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环观南路北 观湖街道鹭湖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
校

徐  骁 王锦莉 市一级 2376597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
深圳市龙华区鹭湖外国语小学附属懿
花园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横坑水库南侧
懿花园一期

观湖街道鹭湖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鹭湖外国
语小学

俞森华 范朝霞 市一级 2373030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2
深圳市龙华区鹭湖外国语小学附属振
鹭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横坑水库南侧
懿花园二期

观湖街道鹭湖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鹭湖外国
语小学

俞森华 朱彩霞 区一级 21009954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3 深圳市龙华区阳光富士嘉园幼儿园 2017年10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华中街阳光富
士嘉园花园小区

观湖街道鹭湖社区 文华 文  华 黄小兰 区一级 2816812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14
深圳市龙华区鹭湖外国语小学附属祥
澜苑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求知路南侧祥
澜苑小区内

观湖街道润城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鹭湖外国
语小学

闾捷龙 王丽莉 区一级 2376347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5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第二小学附属康乐
星幼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横坑河西新村
186号

观湖街道观城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第二
小学

余  凡 江婷婷 区一级 2103421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6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学文澜苑
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大和路与环观
南路交汇处文澜苑花园小区

观湖街道润城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附属小学

蚁曼灵 罗  阳 区一级 28192827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7 深圳市龙华区伟禄雅苑幼儿园 2018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环观南路高新
科技园内伟禄雅苑花园内

观湖街道鹭湖社区 何文端 何文端 黄月霞 区一级 2100938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18 深圳市龙华区新起点幼儿园 2018年7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大和路262号
三栋

观湖街道观城社区 郑文奇 郑文奇 李小莲 区一级 2930220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50



19
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附属塞拉维
幼儿园

2019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金地塞拉维北
区花园内

观湖街道鹭湖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
校

杨陈晓 章  妍 区一级 21018695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0 深圳市龙华区培新幼儿园 1999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平路新田社
区沙博小区46号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高雪萍 高雪萍 高雪萍 市一级 2805621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60

21 深圳市龙华区新田绿色摇篮幼儿园 2019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谷湖
龙一村17号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赖义贤 赖义贤 杜伟伟 规范园 28289678 民办园 合格 900

22
深圳市龙华区振能学校附属松元幼儿
园

2020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松元居委松元
社区德胜路58号

观湖街道松元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振能学校 俞志良 范海蓬 区一级 28023109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3
深圳市龙华区桂花小学附属簕杜鹃幼
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旭玫新村28号
（邮局大院内）

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桂花小学 李明昭 李  娜 市一级 2802301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4 深圳市龙华区童话林幼儿园 2005年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丰工业区25
号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黄志才 黄志才 王喜红 市一级 2797723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20

25 深圳市龙华区东王幼儿园 2004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商业步行街
138号

观湖街道观城社区 冯骥才、张梦华 冯骥才 邓小红 区一级 13922814656 民办园 合格 750

26
深圳市龙华区广培小学附属新丰幼儿
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新丰路3
号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广培小学 郭志红 宋艳萍 市一级 2919539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7
深圳市龙华区龙澜学校附属嘉湖幼儿
园

2020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元三
南环路边二栋商业楼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澜学校 孔  明 梁韶花 市一级 8469466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8
深圳市龙华区振能学校附属福兴围幼
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平路184号 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振能学校 谭晓林 陈 莉 市一级 2802260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9 深圳市龙华区英才第二幼儿园 2015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盈丰路A4号 观湖街道观城社区 林建青 林建青 李  文 市一级 2803884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50

30 深圳市龙华区美嘉幼儿园 2013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牛轭
岭新村73号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张雪薇 曹  婷 陈幼静 区一级 18028780737 普惠民办园 合格 600

31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学博蕾幼
儿园

2013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湖南街
2000029号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附属小学

邓  鹏 白秀丽 市一级 8171031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2 深圳市龙华区晶晶小明星幼儿园 2013年7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老村社区创新
路1600331号101、201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余庆雯 余庆雯 黄桥娣 区一级 2832695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10

33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小学珍珍幼
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丰工业城
1100036号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附属小学

陈孔芳 杨  峥 区一级 8526186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34 深圳市龙华区启梦幼儿园 2017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腾龙
工业区103号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肖爱余 肖爱余 胡淑蕾 规范园 2377696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35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中心小学附属澜馨
幼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岗头社区盈丰
路13号

观湖街道岗头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中心
小学

廖昌尧 凌玉琴 区一级 27983825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36 深圳市龙华区童心新田幼儿园 2018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老三
村111.112号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曾红 曾  红 李小花 区一级 21009903 民办园 合格 1000

37 深圳市龙华区翰文幼儿园 2019年5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新田社区麒麟
区8号

观湖街道新田社区 李新豪、刘新广 李新豪 孔小冰 区一级 66630007 民办园 合格 1500

38
深圳市龙华区振能学校附属观壹城幼
儿园

2019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观平路与高尔
夫大道交汇处奥宸观壹城花园内

观湖街道松元厦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振能学校 刘  克 田  斌 待验收 2101160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39 深圳市龙华区新起点第三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松元福楼村德
胜路20号

观湖街道松元夏社区 郑文奇 郑文奇 段利红 待验收 23226139 民办园 新办园 960

40
深圳市龙华区实验幼教集团梅龙幼儿
园

2020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星河盛世花园
内

民治街道民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刘红喜 王  媛 市一级 2373768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1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实验小学附属碧水
龙庭幼儿园

2020年 6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康路口碧水
龙庭小区内

民治街道民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实验
小学

黄  校 陈丽云 市一级 2901538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2
深圳市龙华区潜龙学校附属龙岸幼儿
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雅园路龙岸花
园一期

民治街道民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潜龙学校 杨  帆 莫敏敏 市一级 2943595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3 深圳市龙华区潜龙学校附属幼儿园 2020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潜龙花园内 民治街道民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潜龙学校 周倩如 周熙玲 市一级 2818813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4
深圳市龙华区潜龙学校附属鑫茂幼儿
园

2020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潜龙鑫茂花园
内

民治街道民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潜龙学校 杨  帆 谢  娟 市一级 2966063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5 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幼儿园 2013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老村2
号

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 赖武基 赖武基 张  平 市一级 28189198 普惠民办园 基本合格 870

46 深圳市龙华区东星幼儿园 2007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村东星
学校新综合楼

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 林勃荣 林勃荣 吴珊珊 规范园 28153255 民办园 基本合格 1050

47
深圳市龙华区龙腾学校附属阳光新苑
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阳光新苑小区
内

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腾学校 王怡峰 许悦芝 市一级 8148860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8
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附属龙悦居幼
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二线拓展区龙
悦居四期

民治街道北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 石楠生 汤文华 市一级 21070674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49 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附属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玉龙路与白龙
路交汇处龙悦居小区二期

民治街道北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玉龙学校 黄志雁 周  芳 市一级 2100723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50
深圳市龙华区深外龙学校附属圣莫丽
斯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二线拓展区圣
莫丽斯花园B23栋幼儿园

民治街道北站社区
深圳外国语学校龙华学
校

王  菲 冯婷婷 市一级 2107717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1
深圳市龙华区书香小学附属华府幼儿
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赤公坑路万科
金域华府一期14栋

民治街道民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书香小学 罗秋城 殷  婵 市一级 2923661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2 深圳市龙华区世纪星书香门第幼儿园 2005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书香门第名苑
内

民治街道民泰社区
深圳市世纪星教育中心
有限公司

张  纯 韦文娟 市一级 2752930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53 深圳市龙华区诺亚舟翠岭华庭幼儿园 2014年10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3号
翠岭华庭小区内

民治街道民泰社区
深圳市文泰教育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

胡国树 吴小燕 区一级 23316601 民办园 合格 1885

54
深圳市龙华区华南实验学校附属滢水
山庄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梅坂大道91号滢水山庄
一区内

民治街道民乐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华南实验
学校

赵张懂 张海莲 市一级 2100628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5
深圳市龙华区书香小学附属滢水二区
幼儿园

2020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乐社区滢水
二区191号

民治街道民乐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书香小学 杨艺娟 陈梦兰 市一级 2818239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6
深圳市龙华区丹堤实验学校附属溪山
幼儿园

2020年5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梅坂大道溪山
美地一期

民治街道民乐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丹堤实验
学校

董爱霞 刁新莲 市一级 2809883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7
深圳市龙华区华南实验学校附属万家
灯火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乐社区万家
灯火小区内

民治街道民乐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华南实验
学校

龙绍坤 李  素 市一级 2809996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8 深圳市龙华区民乐绿色摇篮幼儿园 2015年1月
深圳市龙华去民治街道民乐一区商住
楼四栋

民治街道民乐社区 赖义贤 赖义贤 廖  媛 区一级 2813312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59
深圳市龙华区丹堤实验学校附属丰泽
湖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丰泽湖花园 民治街道民乐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丹堤实验
学校

杨  梁 饶  婷 省一级 83720005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60 深圳市龙华区萌恩幼儿园 2016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沙元埔老干部
活动中心1栋。

民治街道民治社区 刘伟龙 刘伟龙 刘春阁 区一级 29028216 民办园 合格 1350

61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实验学校皇
后道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人民路与新区
大道交汇处卓越皇后道名苑15栋

民治街道上塘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院
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

许晓冰 王瑞娟 市一级 2100043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2
深圳市龙华区实验幼教集团华业玫瑰
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与腾
龙路交汇处华业玫瑰四季馨园一期

民治街道大岭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刘红喜 黄寒枝 市一级 2100026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3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幼教集团中海锦
城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腾龙路与简上
路交汇处中海锦城小区内

民治街道上塘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甘  露 强  瑞 区一级 2107867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64 深圳市龙华区第七幼儿园 2018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与白
石龙路交汇处龙光玖龙玺花园

民治街道民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书香小学 邓  璐 向学芬 区一级 2108564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65 深圳市龙华区新彩苑幼儿园 2019年2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与宁
远路交汇处新彩苑内

民治街道白石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叶婷婷 叶婷婷 待验收 21038171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66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小学附属丰润幼儿
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丰润花园内 民治街道新牛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小学 麦钧凯 李姗姗 省一级 28124558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67
深圳市龙华区龙腾学校附属银泉幼儿
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银泉花园内 民治街道上芬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腾学校 丰广斌 杨俊俊 市一级 2101460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8 深圳市龙华区皓源第九幼儿园 2015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上塘西头工业
区14号整栋

民治街道上芬社区
深圳市根深叶茂教育有
限公司

何爱兵 冯春梅 区一级 2309903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50

69 深圳市龙华区上塘幼儿园 2000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西头村委 民治街道上芬社区 杨仕环 杨仕环 韩燕丽 市一级 2774206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70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小学附属锦绣江南
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人民南路锦绣
江南小区内

民治街道新牛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小学 肖  婷 黄乐翠 市一级 2806923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1
深圳市龙华区未来小学附属长城里程
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区大道长城
里程家园小区内

民治街道龙塘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未来小学 孙  燕 陈秋平 市一级 2373992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2 深圳市龙华区牛栏前幼儿园 2005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治大道牛栏
前村委内

民治街道新牛社区 梁金兰 梁金兰 朱  莉 区一级 2815188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80

73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中学教育集团幸福
枫景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梅龙路幸福枫
景花园内

民治街道大岭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中学
教育集团

杨  施 颜  丽 市一级 2373629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4
深圳市龙华区实验学校附属水榭春天
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人民南路2022
号

民治街道大岭社区 深圳市龙华实验学校 罗常谨 陈萍芳 市一级 2330611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5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中学教育集团绿景
公馆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龙华大道与民
安路交汇处西南侧

民治街道大岭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中学
教育集团

逯一营 徐晓宴 市一级 2100161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6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中学教育集团梅陇
镇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金地梅陇镇花
园四期内

民治街道新牛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中学
教育集团

党  洁 高芳婷 市一级 2307686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7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实验学校世
纪春城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梅龙路世纪春
城四期

民治街道民强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

许晓冰 张秀珍 市一级 2941284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8 深圳市龙华区东边村幼儿园 2009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振兴路11号 民治街道民强社区 罗钦源 罗钦源 饶坤玲 规范园 28169738 普惠民办园 基本合格 800



79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小学附属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阳光路24号 民治街道民强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小学 梅敏昌 曹婧婧 市一级 1363156430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0 深圳市龙华区祥瑞华幼儿园 2013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梅花山庄望梅
园1号

民治街道恒穗社区 刘伟龙 刘伟龙 许漫芝 市一级 83725200 民办园 合格 2400

81 深圳市龙华区中和华星幼儿园 2002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梅花山庄欣梅
园F1栋

民治街道民治社区 李云峰 李云峰 刘  倩 规范园 28169122 民办园 合格 2550

82 深圳市龙华区梅花山庄幼儿园 2010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梅花山庄内 民治街道恒穗社区 刘志华 刘瑜芳 杨子艺 市一级 28191884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30

83 深圳市龙华区恩泽教育幼儿园 2005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治大道梅花
山庄欣梅园C16栋-17栋

民治街道恒穗社区 潘燕君 潘燕君 夏静清 规范园 13620934148 民办园 合格 1380

84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实验小学附属皓月
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康路皓月花
园三栋首层

民治街道民治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实验
小学

孙晓静 杨曼菁 规范园 19924515571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85
深圳市龙华区华南实验学校附属春华
四季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春华四季园35
栋

民治街道民治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华南实验
学校

赵张懂 伊丽梅 市一级 2373011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6 深圳市龙华区奥德宝幼儿园 2016年5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油松路嘉龙山
庄嘉盛园8号

民治街道新牛社区 曾旭波 曾旭波 凌  晶 区一级 81709866 民办园 合格 2000

87 深圳市龙华区翔龙御庭幼儿园 2017年10月
深圳市龙华区新区大道与建设东路交
汇处翔龙御庭小区3栋1-4层

民治街道龙塘社区 何伟红 何伟红 赵中利 区一级 21032760 民办园 合格 1600

88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小学附属卓能雅苑
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布龙路与油松
路交界处西北角卓能雅苑花园小区

民治街道新牛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小学 余  静 白翠萍 区一级 2104475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89 深圳市龙华区第五幼儿园 2018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腾龙路与景龙
南路交汇处星河传奇花园一期

民治街道龙塘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实验学校 邵嘉隆 肖  清 区一级 28100217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90 深圳市龙华区国育第五幼儿园 2018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上塘龙发路
147号

民治街道上芬社区 牛凤琴 牛凤琴 梁梦洁 区一级 13928448227 民办园 合格 1500

91
深圳市龙华区未来小学附属金茂府幼
儿园

2019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腾龙路与建设
东路交汇处祥瑞金茂府花园内

民治街道龙塘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未来小学 孙  燕 肖  岚 区一级 21085871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92 深圳市龙华区绿色摇篮幼儿园 2010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治大道1011
号

民治街道新牛社区 赖义贤 赖义贤 涂玉梅 区一级 26663188 民办园 新办园 910

93 深圳市龙华区第一幼儿园 1991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和平路锦绣御
园小区内

龙华街道三联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第二
小学

何小平 邓玉金 省一级 23736365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94 深圳市龙华区华联幼儿园 2014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华联社区河背
工业区A、C栋

龙华街道华联社区 张纪均、李金东 张纪均 刘伶俐 市一级 8148188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95 深圳市龙华区宝贝幼儿园 2013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龙观路粤通3
号楼

龙华街道玉翠社区 林涛、曾昭勉、朱其明 林  涛 张丽萍 区一级 2982238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96 深圳市龙华区光雅华龙幼儿园 2013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华达路9号1# 龙华街道玉翠社区 黄帝煌 黄帝煌 孙金霞 市一级 28079399 民办园 合格 1270

97 深圳市龙华区三联永恒幼儿园 2007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狮头岭新村B
区综合大楼E栋1楼A区及二楼、三楼

龙华街道和联社区
深圳市永恒盛实业有限
公司

刘永恒 吴菊珍 市一级 2104447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50

98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第二小学附属城市
明珠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劲力
城市明珠花园内

龙华街道和联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第二
小学

邓慧娟 李曼玉 市一级 2806783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99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第二小学附属美丽
365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美丽365花园
内

龙华街道三联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第二
小学

吴  丹 刘红丽 市一级 2806711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00 深圳市龙华区培英幼儿园 2000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人民路宾馆花
园内

龙华街道龙园社区 赵昆 赵  昆 朱西玲 规范园 1392848980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101 深圳市龙华区龙丰幼儿园 2006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牛地埔爱民路
13号

龙华街道华联社区 黄国平 黄国平 刘淑娟 区一级 1753958155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20

102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中心小学附属启仁
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联弓路17号整
套

龙华街道和联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中心
小学

王  欣 崔东霞 市一级 2770503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03 深圳市龙华区三联德馨幼儿园 2013年7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骏华北路28号
办公楼一栋一至四层

龙华街道和联社区
广州市卓旻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李桂玲 程远凤 市一级 28158882 普惠民办园 基本合格 900

104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幼教集团花半里
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社区华清
大道200号花半里16栋花半里幼儿园

龙华街道清湖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甘  露 陈丽娜 市一级 2100210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05 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小学附属幼儿园 2020年2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华东路136
号

龙华街道清华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小学 孙茄丽 胡  成 区一级 2103523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06
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小学附属花蕾幼儿
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路乐安大
厦B栋

龙华街道清华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清湖小学 彭岚 匡小伟 区一级 28074777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07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第三小学附属美丽
小太阳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人民路龙华美
丽AAA花园内

龙华街道龙园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第三
小学

洪小凤 廖  川 市一级 2803987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08
深圳市龙华区清泉外国语小学附属青
年城邦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和平西路青年
城邦园3号

龙华街道龙园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清泉外国
语小学

刘  霞 邓  燕 区一级 2101653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09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中英文实验学校幼
儿园

2005年10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和平东路龙华
中英文实验学校内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深圳市远恒佳实业有限
公司

宋远标 彭伟莉 省一级 28113323 民办园 合格 2850

110 深圳市龙华区远恒佳花园幼儿园 2017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花园新村41、
42栋

龙华街道龙园社区 宋远标 宋远标 曾友梅 区一级 2334185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111 深圳市龙华区春苗幼儿园 2018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景华新村东区
1栋春苗幼儿园101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蔡海陆 蔡海陆 李敏建 区一级 18588264168 民办园 合格 1500

112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中心小学附属启智
幼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联弓路3号 龙华街道和联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中心
小学

张聪聪 曾柳红 规范园 21007687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13 深圳市龙华区童乐荟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联围街2号青
年电商E栋、B栋1—2层

龙华街道华联社区 马锐 马  锐 刘瑜君 待验收 23033369 民办园 新办园 1200

114 深圳市龙华区展华幼儿园 2015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油松路170号 龙华街道油松社区 张艺 张  艺 尤玉坤 省一级 13424196248 民办园 合格 1920

115 深圳市龙华区盛世江南幼儿园 2011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盛世江南小区
M栋

龙华街道清华社区 高国华 高国华 刘  丹 市一级 2948091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116
深圳市龙华区清泉外国语小学附属富
通天骏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通天骏花园
内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清泉外国
语学校

刘东晓 蒋志贤 市一级 2811846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7
深圳市龙华区创新实验学校附属桦润
馨居幼儿园

2020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建达路桦润馨
居花园内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创新实验
学校

刘日盛 彭金姝 市一级 2811616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8 深圳市龙华区优蒙育童幼儿园 2015年7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建设路124号
13、14号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陈容 陈  容 叶凤芝 规范园 27188774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119 深圳市龙华区大信东方幼儿园 2007年7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中环路大信花
园内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杨凯帆 杨凯帆 杨凯帆 区一级 8178703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50

120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第三小学附属优品
小精英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建设西路优品
小区内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第三
小学

洪小凤 洪小凤 区一级 2811862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21 深圳市龙华区乐景幼儿园 1996年7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一路乐景
花园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杨文敏 杨文敏 杨开好 区一级 2770967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122
深圳市龙华区创新实验学校附属东华
明珠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建设路东华明
珠园内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创新实验
学校

丁  健 闫  萍 市一级 2904862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23 深圳市龙华区新富龙幼儿园 2013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富康社区伍屋
村工业园4栋

龙华街道富康社区 谢锴 谢  锴 戴雪姣 市一级 86660299 民办园 基本合格 1050

124 深圳市龙华区卓乐幼儿园 2015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二号
富士康科技园鸿富锦生活厂区2号宿
舍1-3层

龙华街道富康社区
深圳市诚恩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

黎小卉 宁  莉 市一级
28129588-
77061

民办园 合格 2960

125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小学附属智慧星幼
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油松第二工业
区嘉康公司一栋一至二层、二栋一层
、三栋一至二层

龙华街道富康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小学 张  盈 寇洪霞 市一级 2107474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26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幼儿园 2003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松和小学旁 龙华街道松和社区 杨文敏 杨文敏 张  荣 市一级 13528858363 民办园 合格 1460

127 深圳市龙华区油松幼儿园 2013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油松路38号B
栋、C栋一至三层

龙华街道油松社区
深圳市智而思教育发展
有限公司

谭  容 朱  凌 市一级 1867672263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128 深圳市龙华区阳光花蕾幼儿园 2015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靖轩
工业园办公楼

龙华街道油松社区
深圳市粤进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曾锡山 潘焕有 区一级 2812004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129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小学附属水斗星幼
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二路原红
磨坊酒吧街K01-02、H01-03、E15-37
、F15-35号一至二楼

龙华街道油松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小学 巫小桃 周锦玲 区一级
23764780-

8002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30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博雅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上油松村01栋 龙华街道油松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陈小凤 曹春璐 区一级 85297705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31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小学附属晨星幼儿
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油松路油富商
城6栋1-6层

龙华街道富康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小学 张  盈 欧秀霞 区一级 2813433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32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尚雅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上油松村旭日
小区26栋

龙华街道富康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何潜锋 谭慧文 规范园 29024058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33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卓雅幼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水斗新围工业
区东环二路边第二栋1—4层

龙华街道油松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彭丽婷 陈坤玲 规范园 23776727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34 深圳市龙华区东环幼儿园 2018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东环一路集瑞
综合楼D栋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毛小凤 毛小凤 张淑琴 规范园 2315285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135 深圳市龙华区壹成中心鸿悦幼儿园 2018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壹成中心花园
（A824-0123）内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钟文忠 钟文忠 待验收 2900126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36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实验学校附属鸿尚
幼儿园

2019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鸿创路与鸿荣
路交汇处壹成中心花园一期5栋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实验
学校

左  翼
饶旭美

待验收 2101280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37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实验学校附属鸿创
幼儿园

2019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鸿创路与鸿荣
路交汇处壹成中心花园一期2栋

龙华街道景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实验
学校

赵  坡 欧从容 待验收 2101602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38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小学附属振声幼儿
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上油松后山工
业区（2号厂区）

龙华街道油松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松和小学 徐文榕 孔令波 待验收 2101712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39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幼教集团附属幼
儿园

2018年5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和平路与民塘
路交汇处西南角和平里花园二期

大浪街道龙平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

甘  露 杨洁茹 区一级 25121869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40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附属华
美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石观工业区茶
角坎25号

大浪街道同胜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外国
语学校

闫正乾 左筱惠 市一级 2101586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41 深圳市龙华区元芬幼儿园 2016年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元芬新村162
号

大浪街道高峰社区 林锦乙 林锦乙 易  灵 区一级 81717352 普惠民办园 基本合格 800

142 深圳市龙华区华星贝贝幼儿园 2009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乌石
岗第一栋

大浪街道高峰社区 卢斌强 卢斌强 卢隐梦 市一级 1591531199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143
深圳市龙华区同胜学校附属桂冠华庭
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旺路旁桂冠
华庭花园

大浪街道横朗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同胜学校 邓海美 曹  静 市一级 2814115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44 深圳市龙华区尚文幼儿园 2011年7月 深圳市龙华大浪街道谭罗村九巷八号 大浪街道同胜社区 田景元、李陆晖 田景元 陈  锐 市一级 3312118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90

145 深圳市龙华区三智幼儿园 2015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田中路1号 大浪街道龙胜社区
黄吉绪、杨淑玲、杨淑
贞

高周武 王进霞 市一级 28101697 民办园 基本合格 1440

146
深圳市龙华区高峰学校附属北极星幼
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下早
新村47号1-5层

大浪街道高峰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高峰学校 许力丹 刘丽兰 市一级 2811823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47 深圳市龙华区启航幼儿园 2015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龙胜社区工业
西路178号一至三层

大浪街道龙胜社区 彭定宽 彭定宽 邓保英 区一级 2718526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50

148 深圳市龙华区三合幼儿园 2015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达路天通工
业园门口10栋1-3层

大浪街道同胜社区 乐承怡、钟玉学 乐承怡 赖琴院 区一级 21034938 普惠民办园 基本合格 900

149 深圳市龙华区柏克莱第二幼儿园 2015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羊龙
新村4号1-5层

大浪街道高峰社区 梁裕雄 梁裕雄 周越玲 区一级 2718767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150 深圳市龙华区同盛幼儿园 2015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赖屋
山东区68号

大浪街道同胜社区 林楚标 林楚标 谢琳玲 区一级 28065199 普惠民办园 基本合格 1050

151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附属尚
美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赖屋
山东区79号1-4楼

大浪街道同胜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外国
语学校

孟  波 林如芳 区一级 2103718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52 深圳市龙华区翠景幼儿园 2017年5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龙华南路民生
工业园

大浪街道元芬社区
深圳市民生纺织有限公
司

黄海松 王维芳 区一级 18025424285 民办园 合格 1260

153 深圳市龙华区妙百睿幼儿园 2017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区大道东侧
潜龙曼海宁花园（北区）6栋商业楼

大浪街道龙平社区
深圳瑞朗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曹安获 吕红梅 区一级 23769160 民办园 合格 4560

154
深圳市龙华区高峰学校附属荟港幼儿
园

2017年10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和平路与民塘
路交汇处

大浪街道龙平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高峰学校 许力丹 黄  慧 区一级 8170618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55 深圳市龙华区国耀幼儿园 2018年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金龙路1号优
山美地家园C114-C132

大浪街道同胜社区 牛凤琴 牛凤琴 黄美婷 区一级 13823618824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56 深圳市龙华区双龙星幼儿园 2018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三合黄竹径新
村

大浪街道同胜社区 梁丽霞 梁丽霞 吴会琴 区一级 1360257979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57 深圳市龙华区锦华幼儿园 2019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龙峰三路陶吓
村1号

大浪街道高峰社区 林锦乙 林锦乙 张 蕾 区一级 21005849 民办园 合格 1700

158
深圳市龙华区和平实验小学附属尚峻
幼儿园

2019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建设东路与民
塘路交汇处尚峻花园内

大浪街道龙平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和平实验
小学

陈  妍 艾 佳 待验收 21079897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59 深圳市龙华区爱迪第三幼儿园 2020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高峰社区陶吓
村280号一至三层

大浪街道高峰社区 鲍尚民 鲍尚民 张晓凤 待验收 85281182 民办园 新办园 1200

160 深圳市龙华区爱义幼儿园 2001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爱义路1号 大浪街道浪口社区
深圳市爱义富兴实业有
限公司

赵义良 刘冬梅 省一级 2810508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90

161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实验学校附属新太
阳幼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明路宝柯工
业园15号

大浪街道浪口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实验
学校

陈  晶 陈  晶 市一级 2812120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62 深圳市龙华区睿华幼儿园 2010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下岭排工业区 大浪街道大浪社区 吴毫 吴  毫 叶益平 市一级 1366261050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40

163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实验学校附属小燕
子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大浪北路石凹
合作股分公司第1栋

大浪街道新石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实验
学校

曹丹丹 吴玉梅 市一级 1868240676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64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幼儿园 2011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社区华旺
路同富裕工业园第31栋

大浪街道同胜社区 李枪 李  枪 孙建平 市一级 1341073670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60

165 深圳市龙华区罗屋围幼儿园 2012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大浪社区罗屋
围沿河路第七栋1—4层

大浪街道大浪社区 邓文英 邓文英 文冬群 市一级 29756188 普惠民办园 基本合格 800

166
深圳市龙华区同胜学校附属幸福童星
幼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霆
路43号

大浪街道浪口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同胜学校 魏  银 魏小雨 市一级 1889872787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67 深圳市龙华区欢乐童年第三幼儿园 2013年7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大浪
南路435号宝龙工业区A4栋1-4层

大浪街道浪口社区 余新周 余新周 郭辉云 区一级 1353823592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10

168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实验学校附属善德
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石凹同富邨工
业园17号1-3层

大浪街道新石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实验
学校

黄  昊 张花明 区一级 13751015695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69 深圳市龙华区新宝龙幼儿园 2015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苑路5号宝
龙新村泰隆商厦

大浪街道浪口社区
谢帝寿、谢金友、赖泰
、吴声桥

谢帝寿 王  红 区一级 83813133 普惠民办园 基本合格 950

170 深圳市龙华区幸福花蕾幼儿园 2015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上横朗工业区
30号

大浪街道同胜社区 李志文 李志文 麻玉雪 市一级 2328882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171
深圳市龙华区同胜学校附属富隆苑幼
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盛路142号
水围村富隆苑CD栋1-2楼

大浪街道浪口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同胜学校 曹  倩 王  英 区一级 23499522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72 深圳市龙华区新围国育第一幼儿园 2015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大浪社区浪荣
路口明君工业园D2栋宿舍1-3层

大浪街道大浪社区 牛凤琴 牛凤琴 郑庆华 区一级 13823658824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173 深圳市龙华区昊德宸星辰幼儿园 2016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昌路38号 大浪街道浪口社区 彭习文 彭习武 黄丽芳 区一级 2752693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30

174 深圳市龙华区小牛津幼儿园 2016年10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胜村3栋 大浪街道同胜社区 胡汉庭 卢水清 吴名丽 区一级 2906364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50

175 深圳市龙华区童之星幼儿园 2017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道华旺路161
号

大浪街道水围社区
叶伟邹、谢金友、谢帝
寿

叶伟邹 吴周平 区一级 2601300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176 深圳市龙华区上岭排幼儿园 2017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富邨鸿万邦
科技园

大浪街道新石社区 叶左木 叶左木 杨  珍 待验收 13725506945 民办园 合格 1500

177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实验学校附属时尚
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石凹第二工业
区六栋

大浪街道新石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实验
学校

赵日军 曾丽霞 区一级 29588824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78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实验学校附属善美
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新围村华宁工
业区内A栋

大浪街道新石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实验
学校

陈丽玲 张爱玲 区一级 18925229509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79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实验学校附属善学
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盛
南路7号和9号

大浪街道浪口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实验
学校

黄  昊 丰旭荣 区一级 1359018527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80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外国语学校附属慧
美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华兴路151号 大浪街道浪口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外国
语学校

王  杰 陈丽娜 区一级 1802544345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81 深圳市龙华区英泰幼儿园 2019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英泰六路38-1
号

大浪街道浪口社区 陈琪 陈  琪 孙  琦 区一级 21040540 民办园 合格 2770

182 深圳市龙华区若贝尔幼儿园 2020年7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下早新村乌石
岗路2号

大浪街道高峰社区 林烽 林  烽 王艳梅 待验收 15999631129 民办园 新办园 5360

183 深圳市龙华区光雅华阳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同富邨工业区
30号

大浪街道新石社区 光雅教育发展公司 黄帝煌 李晓媚 待验收 83299699 民办园 新办园 1700

184 深圳市龙华区第二幼儿园 1995年2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观澜大道184
号

福城街道茜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第二
小学

曾  娟 祝  婕 市一级 2801306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85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第二小学附属福民
幼儿园

2020年10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武馆村75号 福城街道茜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第二
小学

张  骁 罗梅英 区一级 28022225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86
深圳市龙华区龙澜学校附属新塘幼儿
园

2020年10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办事处大水坑新塘
居民小组32号

福城街道桔塘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澜学校 何仁聪 刘雪超 区一级 2805512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87 深圳市龙华区博文幼儿园 2008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观澜大道31号 福城街道茜坑社区 诸敏敏 诸敏敏 李海华 市一级 2303386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88
深圳市龙华区龙澜学校附属七彩虹幼
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桔黄工业区
121号A栋

福城街道桔塘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澜学校 闫晓宁 张  旭 市一级 2104123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89 深圳市龙华区恒星幼儿园 2012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大三社区大三
村692号

福城街道大水坑社区 李冠伟、钟子、谢金友 李冠伟 王  翠 市一级 2900992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90 深圳市龙华区金湖湾幼儿园 2012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桔塘社区金湖
湾幼儿园B栋

福城街道桔塘社区
张旋玲、严熠智、深圳
市俊隆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刘  鑫 赖佩旋 规范园 2957949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50

191 深圳市龙华区皓源幼儿园 2012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四和社区松元
围村43.46号

福城街道茜坑社区 罗炳南 罗炳南 王  敏 区一级 1371452578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85

192 深圳市龙华区腾飞世纪幼儿园 2012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桔塘社区章阁
路15号

福城街道桔塘社区 林艺捷 林艺捷 张燕媚 市一级 2805565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80

193 深圳市龙华区萌迪幼儿园 2013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丹湖社区丹坑
西区62号

福城街道福民社区
惠州市东耀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卢清著 彭彩银 市一级 8527839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194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学校桂月幼
儿园（原贝尔特幼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社区桂月
路硅谷动力星河工业园B1

福城街道章阁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
属学校

周  菲 刘凌雅 市一级 1980658039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95 深圳市龙华区国育幼儿园 2014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社区隆添
利科技工业园8栋

福城街道章阁社区 牛凤琴 牛凤琴 林苹英 市一级 1353816883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196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学校附属锦绣观园
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茜坑老村北侧
招商锦绣观园8栋

福城街道茜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学校 黄李源 曹立峥 市一级 2100247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97 深圳市龙华区竹村幼儿园 2015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新城社区观澜
大道63号

福城街道茜坑社区 万光明 万光明 夏香莲 区一级 1892280260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98 深圳市龙华区福悦幼儿园 2015年10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悦兴围社区悦
兴路94号、92号A、B栋

福城街道福民社区 陈惠 陈  惠 杨红霞 区一级 2980992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99 深圳市龙华区童心大水坑幼儿园 2016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大三社区金奥
工业科技园宿舍A栋1-5

福城街道大三社区 陈庚兰、彭若瑟 陈庚兰 郑文琴 区一级 8529673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200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学校福安雅
园幼儿园

2020年5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前路福安雅
园15栋

福城街道福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
属学校

肖晓丹 徐秀红 市一级 2377555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01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学校附属兴富幼儿
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金湖湾园区鸿
观科技园13栋

福城街道兴富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学校 曹  斌 李  静 区一级 2802369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02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第二小学附属观澜
汇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观澜大道西侧
澜汇居花园小区内

福城街道茜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第二
小学

曾  娟 骆福圣 区一级 28023595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03 深圳市龙华区第六幼儿园 2018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龙观快速路与
悦兴路交汇处金域九悦花园

福城街道福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学校 凌  瑜 曹立峥 区一级 21003464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04 深圳市龙华区鸿星宝贝第二幼儿园 2019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大三村727号 福城街道大水坑社区
深圳市鸿星中英教育投
资有限公司

林  明 彭淑玲 区一级 21073270 民办园 合格 900

205 深圳市龙华区鸿星宝贝幼儿园 2019年2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前路446号 福城街道章阁社区 龚国民、林明、李汉雄 林  明 彭碧丽 规范园 15889602361 民办园 合格 900

206 深圳市龙华区百丽幼儿园 2019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桔塘社区居委
会观光路与龙观快速交汇处百丽名苑
12栋1-4层01号

福城街道桔塘社区 王敏 廖敬导 王  梅 规范园 13322939091 民办园 合格 1420

207 深圳市龙华区小哈佛幼儿园 2019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大水坑大一组
3700125号

福城街道大水坑社区 张忠新 胡辉兰 胡辉兰 待验收 21059941 民办园 基本合格 1200

208
深圳市龙华区教科院附属学校珑门名
苑幼儿园

2019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前路与新丹
路交汇处珑门名苑内

福城街道桔塘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附属学校

侯玉婷 水一涵 规范园 23765540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209
深圳市龙华区振能学校附属御龙山幼
儿园

2019年5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福前路阳基御
龙山家园2幢

福城街道福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振能学校 陈铸文 张乐华 待验收 21033304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210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外国语学校附属华
盛观荟幼儿园

2018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华盛观荟花园
内

福城街道福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第三外国
语学校

熊  武 易百玲 区一级 2802080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211 深圳市龙华区东方朗育幼儿园 2019年10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桔塘社区新塘
村69号

福城街道桔塘社区 敖国辉、胡进民 敖国辉 魏育雯 待验收 13714665266 民办园 新办园 1320

212 深圳市龙华区华英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茜坑社区茜坑
路98号

福城街道茜坑社区 胡进民 胡进民 张秋方 待验收 21038863 民办园 新办园 1000

213 深圳市龙华区章阁幼儿园 2020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老村西区
11号

福城街道章阁社区 刘啟湘 梁全发 谢水珍 待验收 18688795561 民办园 新办园 1000

214 深圳市龙华区荟萃幼儿园 2020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章阁路56号 福城街道章阁社区 杨文敏、杨建聪 杨文敏  顾为民 待验收 29308816 民办园 新办园 3900

215
深圳市龙华区龙澜学校附属佳华领域
幼儿园

2018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佳华领域广场
内

观湖街道观城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龙澜学校 孔  明 杨晓红 区一级 21071684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216 深圳市龙华区福苑贝贝幼儿园 2021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福城街道大水坑社区大
三村196号一层

福城街道大水坑社区 孟令艳 孟令艳 逯  美 待验收 18038029325 民办园 新办园 860

217
深圳市龙华区德风小学附属君子布幼
儿园

2020年1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黄
背坑路张一新村内35号

观澜街道君子布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德风小学 陈荣樟 陈玉婷 市一级 2943443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18 深圳市龙华区桂花幼儿园 2007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路176号 观澜街道桂香社区 程艳、朱勇猛 朱勇猛 肖翠美 市一级 8148291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30



219 深圳市龙华区小星星幼儿园 2016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牛湖社区高尔
大道340号

观澜街道广培社区 林凤好、李彩霞 李彩霞 陈晓虹 市一级 2817342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220 深圳市龙华区华艺幼儿园 2000年9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黎光社区黎新
路75号

观澜街道黎光社区 杨文敏 杨文敏 刘美华 规范园 2107321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80

221 深圳市龙华区博蕾黎光幼儿园 2010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黎光新村北区
3号

观澜街道黎光社区
深圳市宝安区黎光股份
合作有限公司

张  彬 田  梅 区一级 2704061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222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中心小学附属澜泓
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众安街25号 观澜街道新澜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中心
小学

廖昌尧 曾会平 市一级 2798216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23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中心小学附属澜雅
幼儿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食品路大楼3
号

观澜街道新澜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中心
小学

容土华 陈茉莉 市一级 28080087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224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中心小学附属澜悦
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路19号A
、B、C栋

观澜街道新澜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中心
小学

肖长春 刘燕容 区一级 2803126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25
深圳市龙华区碧澜外国语小学附属观
湖园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泗黎路东侧观
湖园（地块二）

观澜街道库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碧澜外国
语小学

谢凤敏 王  燕 市一级 2150569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26 深圳市龙华区新太阳第二幼儿园 2013年3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广培社区高尔
夫大道105号

观澜街道广培社区 刘文高 刘文高 陈美兰 区一级 23228887 普惠民办园 合格 680

227
深圳市龙华区桂花小学附属企坪幼儿
园

2020年6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香社区桂月
路3号

观澜街道桂香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桂花小学 张文艳 周贤平 市一级 2300206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28
深圳市龙华区桂花小学附属宝贝星幼
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澜社区大东
门街38号

观澜街道桂澜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桂花小学 刘诗萍 李  林 市一级 2813738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29 深圳市龙华区七彩摇篮幼儿园 2017年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启明社区牛湖
老村裕昌路91号

观澜街道启明社区 李军拥 张爱芳 张庆萍 区一级 2816239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230 深圳市龙华区广培第二幼儿园 2014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君龙社区君新
路132号

观澜街道君龙社区 郑妙珍 郑妙珍 龚维珍 区一级 2916644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231
深圳市龙华区广培小学附属茗语华苑
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黎光社区金光
大道001号茗语华苑小区内

观澜街道黎光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广培小学 熊爱民 袁映红 市一级 2900647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32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湖幼儿园 2015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高尔夫大道8
号观澜湖商业中心一期第8栋

观澜街道广培社区
深圳华澳教育集团有限
公司

王志强 符秀红 区一级 28063666 民办园 合格 9950

233 深圳市龙华区小星星第二幼儿园 2016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观光
路1109号

观澜街道桂花社区 陈凯鹏、高雪萍 李彩霞 陆秀丽 区一级 8147583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20

234 深圳市龙华区乐博幼儿园 2016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月路314号 观澜街道大富社区 姜彦斌、王东生 姜彦斌 刘  兵 市一级 2805366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20

235 深圳市龙华区大林幼儿园 2017年4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路298号 观澜街道桂香社区 杨云聪 杨云聪 魏江英 市一级 2798829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236 深圳市龙华区新起点第二幼儿园 2018年1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富坑社区库坑
新围村78号

观澜街道库坑社区 余瑞荣 郑文奇 吴妙玲 区一级 2103987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70

237
深圳市龙华区碧澜外国语小学附属观
湖园春蕾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泗黎路东侧观
湖园一期花园小区

观澜街道库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碧澜外国
语小学

戴契皇 骆  嫣 区一级 28022912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38 深圳市龙华区育蕾幼儿园 2018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社区惠民
二路1号

观澜街道桂花社区 郑世钊 郑世钊 陈彩燕 区一级 8886631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239 深圳市龙华区阳光春蕾幼儿园 2018年8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花路338号 观澜街道桂香社区 吴文新 季德军 曹燕妮 区一级 1599957009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240
深圳市龙华区碧澜外国语小学附属星
雅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库坑中心老村
24号

观澜街道库坑社区
深圳市龙华区碧澜外国
语小学

黄金玲 沈桂平 规范园 28058825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