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深圳市幼儿园办学基本信息公告（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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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教育幼儿园（深云分部） 1997年4月 深圳市南山区深云村内 沙河街道高发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王  翔 王  翔 省一级 86509955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蛇口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荣村小区13栋 蛇口街道海滨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但卫民 黄小莺 市一级 2667204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1997年4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石云村 蛇口街道大铲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余幼平 余幼平 省一级 2668145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4 深圳市南山区碧榕湾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太子山沿湖
路雷圳碧榕湾海景花园一期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实验教育集团 降近谷 降近谷 市一级 8658485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 深圳市南山区滨海半岛第二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金世纪路一号半岛城
邦花园二期内

蛇口街道东角头社
区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王  慧 邓智容 市一级 2689632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 深圳市南山区滨海半岛第一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东角头金世纪路
1号半岛城邦一期花园内

蛇口街道东角头社
区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王  瑜 赵  珂 市一级 2162155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 深圳市南山区波托菲诺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波托
菲诺小区内

沙河街道文昌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实验学校 黄  彤 黄  彤 省一级 86260768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8 深圳市南山区崇文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留仙大道
3888

桃源街道福光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幼儿园 刘胜利 刘胜利 市一级 2665975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9 深圳市南山区纯水岸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香山西街纯
水岸十五期纯水岸幼儿园

沙河街道文昌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幼儿园 张袅娜 张袅娜 规范园 86527897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0 深圳市南山区大冲都市花园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铜鼓路168
号

粤海街道大冲社区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张志红 沙西娜 待验收 84355494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1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康苑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康苑南路民
政公寓首层

南山街道大汪山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幼儿园 袁俊琴 袁孝琼 规范园 26567607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2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幼儿园 1990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学府59号荔
苑小区

南山街道荔芳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李春玲 李春玲 省一级 26665188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3 深圳市南山区鼎太风华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前海路鼎太
风华社区南区内

南山街道鼎太风华
社区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 杨  爽 杨  爽 市一级
86058337—

81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4 深圳市南山区观海台花园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五路观海台花园
C栋首层

粤海街道海珠社区
深圳市南山第二外国语学校（集
团）

程英姿 廖玉玲 市一级 8652521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5 深圳市南山区冠铭雅苑第二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茶光村冠铭
花园旁

西丽街道曙光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幼儿园 吴建忠 吴建忠 规范园 8693990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6 深圳市南山区海滨红树西岸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深湾一路1
号红树西岸小区内

沙河街道白石洲西
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海滨实验小学 金  莉 金  莉 市一级 8626903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7 深圳市南山区海印长城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后海大道海
印长城小区内

粤海街道海珠社区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李  娜 凌  晶 省一级 86054135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8 深圳市南山区海月花园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海月花园二
期四栋

招商街道海月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小学 刘兴舟 张丽娜 市一级 2683593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9 深圳市南山区海月华庭花园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月华路22号 招商街道海月社区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 桂庆旭 桂庆旭 市一级 2668365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0 深圳市南山区红树湾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深湾一路红
树湾花园小区内

沙河街道西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
（集团）

韩进丽 韩进丽 省一级 86292997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1 深圳市南山区花园城三期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南海大道花
园城三期小区内

招商街道花果山社
区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 张晓华 张莹莹 市一级 2681901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2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世界花园幼儿
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世界花园小
区内

沙河街道华夏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机关幼儿园 蒋  平 蒋  平 市一级 2600197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3 深圳市南山区机关幼儿园 1985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园西路前海花园15
栋

南头街道前海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刘红丽 刘红丽 省一级 2655642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4 深圳市南山区教科院附属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南头街5号
南头街道大汪山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刘  雯 刘  雯 省一级 86229133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5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
第二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南光路悠然
天地小区内

南头街道红花园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卜亚玮 汤翠玲 市一级 8695069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6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山海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荔湾路山海翠庐内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幼儿园 廖  丹 崔  媛 区一级 2648991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7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幼儿园 1986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东）中信海
文花园

粤海街道粤海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马晓梅 马晓梅 省一级 2649084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8 深圳市南山区教苑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八路桃
花园小区内

招商街道桃花园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幼儿园 吴红珍 刘晓玲 市一级 2668242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9 深圳市南山区锦绣花园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锦绣花园一期
裙楼301室

沙河街道光华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小学 张  竹 张  竹 市一级 2694503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0 深圳市南山区九祥岭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九祥岭西丽小学
内

西丽街道新围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小学 卓  丹 罗小珊 市一级 8615185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1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第二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环路
18号（阳光带海滨城一期）

粤海街道高新社区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蒋新颖 彭  旻 市一级 2601167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2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第三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南环路
35号（阳光带海滨城二期）

粤海街道高新社区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彭苏丹 孙晓红 市一级 8601405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3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第一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翠溪路3号
粤海街道科技园社
区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王英妮 王  超 市一级 2650159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4 深圳市南山区兰溪谷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沿山路以西
9-1号

招商街道沿山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育才教育集团 周晓丽 周晓丽 待验收 2669075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35 深圳市南山区蓝漪花园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滨海东路蓝
漪花园内

蛇口街道海滨社区 深圳市太子湾学校 袁丹洁 苏伟明 市一级 2689970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6 深圳市南山区龙海第二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桂湾三路龙
海家园C座

南山街道桂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幼儿园 蔡婉莹 蔡婉莹 市一级 8898330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7 深圳市南山区龙珠俊峰丽舍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大道龙
珠七路俊峰丽舍住宅区内

桃源街道峰景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珠光小学 荣  雪 荣  雪 省一级 86102439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38 深圳市南山区绿海名都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桃李路绿海
名都小区4栋1楼

南头街道前海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学校 袁  琳 袁  琳 区一级 86967482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39
深圳市南山区南方科技大学附属幼
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学苑大道
1099号科大雅苑小区内

桃源街道福光社区 南方科技大学 邵  笑 邵  笑 市一级 26636001 公办园 公办园 1200

40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玫瑰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蛇口望海路
南海玫瑰花园二期内

蛇口街道海昌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涂美霞 涂美霞 市一级 2680826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1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3063号 南头街道南头社区 深圳市南头城小学 郭丹丹 赵锦霞 市一级 2661684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2 深圳市南山区麒麟花园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麒麟花园A区 南头街道莲城社区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 刘  红 蒋盈盈 省一级 8600420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43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时代第二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自贸区深港基金
小镇

南山街道桂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港湾小学 戴冰莹 郭文秀 待验收 86635891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44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时代第一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前海自贸区
深港基金小镇前海时代第一幼儿园

南山街道桂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港湾学校 杨雨晴 杨雨晴 待验收 2649998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45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阳光棕榈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前海阳光棕
榈园小区内

南山街道阳光棕榈
园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阳光小学 吕  萍 廖和娟 省一级 26445139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46 深圳市南山区瑞河耶纳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白石洲深湾三路瑞河
耶纳小区内

沙河街道东方社区 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 李  婧 李  婧 市一级 8626890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7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侨城豪苑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白石洲侨城
豪苑小区内

沙河街道明珠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小学 郭群翠 郭群翠 省一级 26914652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48 深圳市南山区深大诺德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月亮湾大道
中铁诺德假日花园小区内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刘国艳 朱小惠 市一级 86062599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49 深圳市南山区深大香瑞园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西丽龙珠大
道北香瑞园小区内

桃源街道峰景社区 深圳大学师范学院 刘丽英 吴杰玲 省一级 2666430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0 深圳市南山区世纪村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石洲中路世
纪村小区内

沙河街道白石洲西
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
（集团）学府一小

黄庆江 李淑红 省一级 2675388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1 深圳市南山区首地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香山
西街首地容御小区内

沙河街道文昌街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满  晶 满  晶 省一级 8651808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2 深圳市南山区水木华庭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六路北
水木华庭小区内

桃源街道峰景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学校 吴  艳 吴  艳 市一级 2679774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3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第二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村近47
栋

西丽街道松坪山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学校 吕  昱 瞿海燕 市一级 2663898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4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第一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住宅小
区竹苑

西丽街道松坪山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小学 罗秀珍 罗秀珍 省一级 26638378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5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文理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村三期
东区3栋

西丽街道松坪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文理实验学校（集
团）

郝艳丽 郝艳丽 市一级 8653611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6 深圳市南山区桃花园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八路
280号桃花园五期

招商街道桃花园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幼儿园 唐玲英 唐玲英 规范园 21659485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57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实验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桃源村99栋
后

桃源街道桃源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丽湖学校 蔡献红 蔡献红 市一级 2692120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8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中科硅谷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桃源街道丽山路
硅谷公寓小区内

桃源街道大学城社
区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黎永安 黎永安 市一级 8630119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9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卓雅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桃源村95栋
旁

桃源街道桃源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卓雅小学 郑  沙 郑  沙 市一级 2678072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0 深圳市南山区桃苑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西丽龙珠生
活区二区内

桃源街道龙珠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桃苑学校 张军义 利茹芳 市一级 8658000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1 深圳市南山区天地峰景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大道天
地峰景小区内

桃源街道峰景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龙苑学校 刘  鹏 刘  敏 省一级 2966088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62 深圳市南山区天鹅湖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侨香路天鹅
湖花园二期旁

沙河街道文昌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陈佩孺 陈佩孺 规范园 86728165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63 深圳市南山区西海湾花园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西海湾花园
内

粤海街道创业路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
（集团）学府中学

肖  薇 孙  兵 市一级 3555131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4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南国丽城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留仙大道北
南国丽城小区

西丽街道丽城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小学 彭玉娟 许文影 市一级 8615145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5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幼儿园 1996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沙河西路
3303号

西丽街道西丽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卜亚玮 卜亚玮 省一级 26528643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66 深圳市南山区玺乐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望海路1099
号

招商街道水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实验教育集团 王  慧 王  慧 规范园 26679680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67 深圳市南山区香山里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侨香路南侧
香山里花园二期内

沙河街道文昌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香山里小学 黄秀兰 黄秀兰 市一级 2692047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8 深圳市南山区龙海第一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龙海家园B栋龙海第
一幼儿园

南山街道桂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幼儿园 汪文花 汪文花 市一级 8898660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9 深圳市南山区向南瑞峰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桂庙路向南
瑞峰小区内 

南山街道学府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幼儿园 覃冬晓 占海荣 市一级 8693632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0 深圳市南山区心海湾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月亮湾港湾
大道恒立心海湾花园内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荔湾小学 李  星 刘素琴 市一级 2681657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1 深圳市南山区新桃源第一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桃源村49栋
旁

桃源街道桃源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小学 李函威 李函威 市一级 2678971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2 深圳市南山区新桃源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大道33
号桃源村内

桃源街道桃源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幼儿园 栾红枫 栾红枫 市一级 8655078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3 深圳市南山区信和自由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粤海街道信
和自由广场狮子座首层

粤海街道南油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小学 陈碧芳 杨明侠 市一级 3300358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4 深圳市南山区阳光粤海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阳光粤海
花园1栋

粤海街道办粤桂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机关幼儿园 黄天骥 黄天骥 规范园 8696693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75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第四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文竹园小区内
招商街道文竹园社
区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 冯  剑 冯  剑 市一级 2683825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6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第三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区兰园小区 招商街道兰园社区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 梁明军 梁明军 市一级 2682922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7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第一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区水湾小区 招商街道水湾社区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 冯瑞娟 冯瑞娟 市一级 2667089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8 深圳市南山区御景峰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留仙大道
3339号

桃源街道长源社区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南山）
第二实验学校

马骎骎 马骎骎 待验收 86008660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79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阳光幼儿
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桂庙路110
号

南山街道阳光棕榈
园社区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 卢瑞瑄 卢瑞瑄 省一级 86067758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80 深圳市南山区爱榕园幼儿园 1998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爱榕园小区25栋首层 招商街道桂园社区 梁婧波 梁婧波 汪宾怡 市一级 2669801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81 深圳市南山区爱心幼儿园 1993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区花果山市
场三楼

招商街道花果山社
区

王莎 王  莎 王  莎 规范园 2686948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82 深圳市南山区白芒幼儿园 2007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白芒村南87号 西丽街道白芒社区 苏育霞 苏育霞 曾志山 规范园 8614584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83 深圳市南山区宝乐幼儿园 2003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办事处同乐
村旧村委大楼

南头街道同乐社区 聂春虾 聂春虾 袁新梅 区一级 2698632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84 深圳市南山区北师大浪琴屿幼儿园 2001年5月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浪琴屿社区
粤海街道蔚蓝海岸
社区

深圳市北师大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裴来文 李  静 省一级 2605693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85 深圳市南山区茶光幼儿园 2006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茶光村90号B栋 西丽街道曙光社区 高国辉 高国辉 黄松妹 区一级 2662626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80

86 深圳市南山区城市山林幼儿园 2009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339号华联城
市山林一期小区内

南山街道荔林社区 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深圳基地 丁晓华 叶子培 市一级 3300619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87 深圳市南山区创新幼儿园 2019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打石一路中兴人
才公寓三期

西丽街道西丽社区 黄永玉 黄永玉 李  花 规范园 8696544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88 深圳市南山区春天幼儿园 1999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油钜建大厦龙涛阁
二层西边

粤海街道龙城社区 徐波 徐  波 王  灵 市一级 2605293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89 深圳市南山区大勘第一幼儿园 2016年5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大勘二村4
号

西丽街道大磡社区 深圳如金教育服务有限公司 李小如 李果萍 市一级 2699688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90 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磡工业一路22
号

西丽街道大磡社区 刘炳英 刘炳英 丘巧萍 市一级
86330655-

800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91 深圳市南山区大拇指幼儿园 1996年6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华联花园一
栋B座

南山街道北头社区 黄红梅 黄红梅 黄红梅 规范园 2641027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92 深圳市南山区德意名居幼儿园 2015年12月
深圳市南山区动物园路德意名居
（一期）3栋144-148

桃园街道大学城社
区

罗嗣杰 肖  月 庄凤梅 市一级 8671965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93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幼儿园 1997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登良花园22栋 南山街道登良社区 张霖 张  霖 叶利平 区一级 2664131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94
深圳市南山区东方丽珠中英文幼儿
园

2001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100号旺海怡
苑二楼

南头街道红花园社
区

荣春霞 荣春霞 荣春霞 区一级 2648368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95 深圳市南山区东方幼儿园 1998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后海路蓬莱花园 招商街道海月社区 肖莉 肖  莉 曹  辉 区一级 8827958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96 深圳市南山区官龙幼儿园 2005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官龙村村委
综合楼一楼

西丽街道新围社区 郭水广 郭水广 燕岳梅 区一级 2658693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97 深圳市南山区光前村幼儿园 2007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龙井路光前村光前综
合楼D、E、F座

桃源街道龙光社区 黄青梅 黄青梅 王芳兰 规范园 2675059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98 深圳市南山区桂园幼儿园 1998年12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桂园管理楼 招商街道桂园社区 梁婧波 梁婧波 王晓枝 规范园 26867987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99 深圳市南山区海滨幼儿园 1998年6月
深圳市南山区一甲海边新村统建楼
11-12栋

南头街道红花园社
区

余治权 余治权 余彩云 区一级 2616192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50

100 深圳市南山区海湾幼儿园 1999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水小区A1栋 蛇口街道海昌社区 余治权 余治权 廖利容 规范园 2668292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50

101 深圳市南山区海月幼儿园 2000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海月花园一
期十栋首层

招商街道海月花园
社区

王海侠 王海侠 王海侠 区一级 2685592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300

102 深圳市南山区鸿瑞幼儿园 200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路鸿瑞花园内 南山街道南光社区 曹巧儿 黄京凤 黄京凤 区一级 2642062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300

103 深圳市南山区华萃幼儿园 2004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荔馨村3栋2楼
-3楼

南头街道田厦社区 肖莉 肖  莉 肖  莉 区一级 2666076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104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华艺幼儿园 1988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光华街23栋1
、2层

沙河街道光华社区 李银花 李银华 侯晓红 规范园 2691383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105 深圳市南山区欢乐幼儿园 2004年4月
深圳市南山区桂庙路金雅西部市场
二楼西侧

南山街道北头社区 鲁学利 鲁学利 许海燕 规范园 26463884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06 深圳市南山区惠中名苑幼儿园 2005年5月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99号惠中名苑
小区内

南山街道南山社区 卓燕 卓  燕 卓  燕 区一级 2640729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07 深圳市南山区佳嘉豪苑幼儿园 2005年5月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二路佳嘉豪苑小
区内

粤海街道海珠社区 张文 张  文 李慧芬 市一级 8619424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08 深圳市南山区金鹏幼儿园 1998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曙光花园B栋 蛇口街道渔二社区 王井龙 王  莎 王  莎 规范园 2668541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50

109 深圳市南山区金品幼儿园 2010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九祥岭西丽书店综合
楼二楼

西丽街道新围社区 杨秋珍 杨秋珍 廖晶晶 市一级 2662491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00

110 深圳市南山区金色童年艺术幼儿园 2004年4月
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艺华路中信达
大厦

南头街道马家龙社
区

黄志莲 黄志莲 黄志莲 市一级 2644496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11 深圳市南山区金田幼儿园 1997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金田花园4栋101号 南山街道向南社区 杨文洪 杨文洪 杨文洪 区一级 2652229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12 深圳市南山区锦福幼儿园 2007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仓前锦福苑小
区内

南头街道田厦社区 黄岚 黄  岚 吴珍荣 市一级 2649929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13 深圳市南山区锦隆幼儿园 2000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
锦隆花园内

粤海街道滨海社区 黄助云 黄助云 董  红 省一级 26555497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80

114 深圳市南山区菁英荟幼儿园 2014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石鼓路3036号菁
英家园内

西丽街道新围社区 梁嘉欣 梁嘉欣 林少岑 市一级 3688268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15 深圳市南山区晶晶冠铭雅苑幼儿园 2016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茶光路冠铭雅
苑一期

西丽街道曙光社区 深圳市晶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李学玲 陈义玲 市一级 26659477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00

116 深圳市南山区晶晶汇金艺术幼儿园 2005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艺园路汇金家
园

南头街道马家龙社
区

马克荣 马克荣 夏  琴 市一级 2267225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17 深圳市南山区康乐幼儿园 1997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金竹园大厦北座3栋
201-202

招商街道兰园社区 郑秋娇 郑秋娇 郑秋娇 规范园
1366222516

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118 深圳市南山区蓝海幼儿园 1998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丁头村大板桥48号 南山街道向南社区 鲁学利 鲁学利 许海燕 区一级 26463884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119 深圳市南山区朗麓第二幼儿园 2016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朗麓家园小
区内D栋

桃源街道塘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阳光棕榈幼儿园 徐  音 於春红 市一级 3290512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00

120 深圳市南山区朗麓第一幼儿园 2010年11月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大道朗麓家园小
区内B栋

桃源街道塘朗社区 深圳市艺世代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刘珂宏 邬莉娜 市一级 3308650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00

121 深圳市南山区莲城幼儿园 1999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莲城花园内 南头街道莲城社区 林秀琴 林秀琴 林秀琴 规范园 2695962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300

122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嘉园幼儿园 2014年11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打石一路留仙大
道中兴人才公寓商铺1-107

西丽街道西丽社区 深圳市璞安有限公司 李璞文 陈芳丽 区一级 2678871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23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幼儿园 2008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洞耕作口 西丽街道新围社区 胡艳枝 胡艳枝 吴楚女 区一级 2937350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24 深圳市南山区龙都幼儿园 2005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大道西龙井北路
龙都名园内

桃源街道龙联社区
深圳市俊隆兴业投资有限公司、
谭仕称、深圳市特蕾新实业有限
公司

周  隽 邓运花 市一级 2694080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25 深圳市南山区龙辉幼儿园 2000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大道龙辉花园内 桃源街道龙辉社区 赖丽建 赖丽建 缪  秀 市一级 2652423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26 深圳市南山区龙井幼儿园 1998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龙井村综合楼二
楼C座

桃源街道龙光社区 赖曲香 赖曲香 赖曲香 市一级 2678046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27 深圳市南山区龙联幼儿园 1997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龙珠开发区 桃源街道龙联社区 深圳市东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张解放 蔡先文 市一级 2678847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300

128 深圳市南山区龙瑞佳园幼儿园 2016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兴海大道1048龙瑞佳
园.山海津小区内

招商街道五湾社区 深圳市龙岗区中海怡美幼儿园 肖银霞 黄春梅 市一级 8827043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00

129 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幼儿园 2007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新屋村118号 桃源街道珠光社区 海悦教育有限公司 吴桐文 邓  奋 区一级 2678622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30 深圳市南山区麻磡幼儿园 2006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麻磡村麻磡综合
楼一楼

西丽街道麻磡社区 陈海洲 陈海洲 温月容 区一级 8611308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131 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幼儿园 2011年10月
深圳市南山区麒麟路金龙工业区3#
宿舍D段一栋一层至三层

南头街道马家龙社
区

张小琼 张小琼 许志珍 市一级 8610404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32 深圳市南山区梦欣幼儿园 2012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西丽市场旁众
合兴二栋一层至三层

西丽街道西丽社区 王震宇 王震宇 李  琳 区一级 2650765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33 深圳市南山区明日之星幼儿园 2000年5月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西路华府苑1栋
201

南头街道大新社区 黄青梅 黄青梅 黄惠琴 区一级 2608503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134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城市花园幼儿园 2016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大道与创业路交汇处
南光城市花园3栋

南山街道南光社区 严虹 严  虹 姚燕燕 市一级 2665628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35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幼儿园 1998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花园8栋首层 南山街道南光社区 吴素明 吴素明 黄  明 规范园 8612728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36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幼儿园 1995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北头新村 南山街道北头社区 北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蔡小薇 文  兰 市一级 2640689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00

137 深圳市南山区南水幼儿园 2004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水村95.96栋 蛇口街道南水社区 林雪英 林雪英 林雪英 规范园 8827570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50

138 深圳市南山区南园幼儿园 1998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62号登良综合
楼附楼

南山街道登良社区 刘雅洁 刘雅洁 何丽霞 市一级 2640504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39 深圳市南山区培乐幼儿园 1994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2号路祥云
花园一楼

南头街道南联社区 黄助云 黄助云 张小琼 区一级 2608981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140 深圳市南山区平丽幼儿园 1999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道平丽花园一
栋首层

西丽街道丽湖社区 严虹 严  虹 卓群妹 区一级 8630191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41 深圳市南山区平山幼儿园 2001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二西
888号

桃源街道平山社区 杨秋平 杨秋平 游冬妹 区一级 2698500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300

142 深圳市南山区栖游记幼儿园 2017年11月
深圳市南山区湾厦路128号栖游家
园小区内

蛇口街道渔一社区 深圳市英华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王红艳 李  巧 区一级 2162216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43 深圳市南山区启明幼儿园 2005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湾厦新村八巷3
号

蛇口街道湾厦社区 余其能 胡艳枝 胡艳枝 规范园 2667793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50

144 深圳市南山区启鹏幼儿园 1996年6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招北振兴小区5
栋

招商街道花果社区 常屏 常  屏 常  屏 规范园 2669879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45 深圳市南山区浅水湾幼儿园 2011年6月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科苑南路卓越浅
水湾小区内

粤海街道高新社区 申文蓉 申文蓉 李军花 市一级 8618666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46 深圳市南山区瑞星幼儿园 2007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磡园丁楼3栋 西丽街道大磡社区 张良英 张良英 张良英 区一级 8665341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47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湾厦村幼儿园 1987年5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湾厦旧村二巷3
号

蛇口街道湾厦社区 深圳市湾厦实业股份公司 樊锦端 张  放 市一级 2688898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00

148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居委会幼儿园 2006年9年
深圳市南山区宝深路松坪村61栋
101-106

西丽街道松坪社区 苏红日 苏红日 苏红日 规范园 2699068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30

149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学城托幼中心 2005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综合楼 桃源街道塘朗社区 梁叶宜 梁叶宜 蓝白茹 规范园 2601075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50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幼儿园 2017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元头巷14栋 桃源街道塘朗社区
李璞文、卢美花、陈芳丽、谢亚
红

李璞文 刘蓉珍 区一级 8627761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00

151 深圳市南山区特蕾新豪方幼儿园 1998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麒麟路豪方花园 粤海街道麻岭社区 深圳特蕾新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刘幸云 艾泽红 市一级 2673832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350

152 深圳市南山区特蕾新荔庭幼儿园 1999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内环路荔庭苑1栋首
层

南山街道荔林社区 深圳市特蕾新实业有限公司 郭小娜 王美金 规范园 2664217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153 深圳市南山区童年幼儿园 1995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第一统建楼 粤海街道后海社区 李剑英 李剑英 李雪梅 区一级 8666733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54 深圳市南山区湾畔幼儿园 2016年12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路中海深圳湾畔
花园

沙河街道明珠社区 马骊 马  骊 付  萍 市一级 2600007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55 深圳市南山区文光幼儿园 1999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文光村文康苑4
栋

西丽街道曙光社区 肖月 肖  月 庄凤梅 区一级 2662547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56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众城幼儿园 2018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新围工业区
7栋

西丽街道丽城社区 深圳市众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张慧建 谢庆芬 区一级 2678467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57 深圳市南山区西苑幼儿园 1999年5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村西巷116号 南山街道南山社区 吴玲 吴  玲 张世刚 区一级 8625679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58 深圳市南山区小白兔幼儿园 2001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花园月华园
B3\B4

南山街道月亮湾社
区

刘海燕 刘海燕 罗美英 区一级 2639234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159 深圳市南山区小百灵幼儿园 1998年10月
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58号中山苑
7栋一、二层

南头街道莲城社区 郑洁美 郑洁美 郑洁美 区一级 2650325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80

160 深圳市南山区小逗号幼儿园 1999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园村西街15-16号 南山街道南园社区 章东英 章东英 章东英 区一级 8630439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61 深圳市南山区小明珠幼儿园 2009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九街中山西路23
号

南头街道南头城社
区

林燕芳 林燕芳 刘秋艳 规范园 2661597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162 深圳市南山区小天使幼儿园 2017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海湾花园鹏天阁
1栋A/B室

蛇口街道海昌社区 林秀琴 林秀琴 王海侠 规范园 2668460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163 深圳市南山区新超第二幼儿园 1996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花果路围仔西
110号

蛇口街道围仔西社
区

徐波 徐  波 彭雪梅 规范园 2669858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50

164 深圳市南山区新超幼儿园 1994年11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新村南巷7-8号 南山街道南山社区 徐波 徐  波 黎兆燕 区一级 86251614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50

165 深圳市南山区新蕾幼儿园 1987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花果路83号电业楼
招商街道花果山社
区

刘美玉 刘美玉 刘美玉 规范园 2668337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50

166 深圳市南山区新童乐幼儿园 1996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蛇口工业八路兴
工路幼儿园综合楼

招商街道沿山社区 张玲 张  玲 李惠璇 区一级 2667882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300

167 深圳市南山区新屋村幼儿园 2018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新屋村工业
区4栋1楼

桃源街道珠光社区 涂功虎 涂功虎 骆丽芳 区一级 2678009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68 深圳市南山区星海幼儿园 2002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留仙大道嘉兴
苑一栋二层、二栋二层

西丽街道留仙社区 卓坚跃 张荣迁 彭艳平 区一级 8616542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50

169 深圳市南山区星艺幼儿园 2002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路16号 西丽街道西丽社区 黄麒文 周  文 王海燕 区一级 2668942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70
深圳市南山区叶氏方恩中英文幼儿
园

2003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丁头村内 南山街道向南社区 周文 周  文 谢平生 区一级 2646553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50

171 深圳市南山区一鸣幼儿园 2014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松白路1002号百旺信
工业园24栋131-2、216、326

西丽街道阳光社区 严虹 严  虹 陈小美 市一级 2937707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72 深圳市南山区银河幼儿园 2009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白石洲沙河世纪日月
府5栋裙楼二层205

沙河街道白石洲西
社区

关丽杰 关丽杰 周德平 区一级 2600873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73 深圳市南山区育林幼儿园 1989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围仔西3号 蛇口街道围仔社区 刘翠青 刘翠青 刘翠青 规范园 2668558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174 深圳市南山区育苗幼儿园 2008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海昌街海湾花园
观涛小筑28号

蛇口街道海昌社区 李秀琼 张其奕 李秀琼 区一级 2683629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175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幼儿园 1996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花园25栋底层
南山街道月亮湾社
区

苏韧棉 苏韧棉 苏韧棉 规范园 2639036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176 深圳市南山区知行世家幼儿园 2005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云海天城世
家小区内

粤海街道创业路社
区

赵宝民 赵宝民 林铁松 市一级 8621580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77
深圳市南山区中国南山开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幼儿园

1987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赤湾少帝路6号 招商街道赤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中国南山开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  衍 温建珠 市一级 2681711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78 深圳市南山区众冠幼儿园 2002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留仙大
道众冠花园众泰楼AB二座

西丽街道丽城社区 陈丽萍 陈丽萍 陈小萍 市一级 2673551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200



179 深圳市南山区珠光幼儿园 1997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光前村汇文苑
七栋首层

桃源街道龙光社区 彭镇解 彭镇解 黄美琴 规范园 2600487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180 深圳市南山区澳城花园幼儿园 2009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东港路北后海滨路西
澳城花园小区内

蛇口街道东角头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星河学校 黄助云 付继娟 省一级 26831564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800

181 深圳市南山区育德幼儿园 2007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育德佳园小
区内

粤海街道名海社区 王广胜 王广胜 李玉兰 市一级 2647452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500

182 深圳市南山区爱德幼儿园 2017年4月
深圳市南山区铜鼓路东侧沙河西路
西侧华润城润府（一期）

粤海街道铜鼓社区 深圳市诚恩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梁雪圆 欧李娜 市一级 26928861 民办园 合格 4480

183 深圳市南山区爱文幼儿园 2019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塘兴路133号集悦城A
区A18栋

桃源街道塘朗社区
深圳市前海睿阳教育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梁河清 刘珂宏 规范园 86158891 民办园 合格 28000

184 深圳市南山区半岛第三幼儿园 2019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半岛四路半岛城邦四
期花园内

蛇口街道东角头社
区

深圳市半岛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柯妙云 柯妙云 规范园 21613537 民办园 合格 4200

185 深圳市南山区半岛鲸山幼儿园 2019年6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1007号
鲸山别墅3栋，4栋

招商街道沿山社区 深圳市半岛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王欣秋 王欣秋 规范园 21619534 民办园 新办园 13500

186 深圳市南山区蔚蓝海岸东区幼儿园 2006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蔚蓝海岸社
区内

粤海街道蔚蓝海岸
社区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  昊 徐  涛 省一级 26064163 民办园 合格 2550

187 深圳市南山区蔚蓝海岸南区幼儿园 2001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蔚蓝海岸社
区二期内

粤海街道蔚蓝海岸
社区

卓越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  昊 池淑江 省一级 26061465 民办园 合格 2800

188 深圳市南山区本涛幼儿园 2012年10月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环路1号一至
三层

粤海街道高新社区 深圳市本涛科技有限公司 杨妙娜 邹芸平 市一级 83599111 民办园 合格 5800

189 深圳市南山区滨海之窗花园幼儿园 2005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海德三道滨海之
窗小区内

粤海街道海珠社区 曾广英 曾广英 陈菲菲 市一级 86541860 民办园 合格 2480

190 深圳市南山区城市印象幼儿园 2005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海德三道城
市印象小区内

粤海街道海珠社区 古素珍 古素珍 陈美子 省一级 86192111 民办园 合格 2600

191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维多利亚幼儿
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5
楼三层

粤海街道高新区社
区

深圳市世纪星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梁晓南 吴江琳 规范园 86538321 民办园 新办园 16800

192 深圳市南山区格林云彩威新幼儿园 2018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9号威新
软件科技园2号楼1层东翼并2层东
、南、西翼

粤海街道和高新社
区

深圳格林云彩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孙云红 张克静 区一级 26924705 民办园 合格 7500

193 深圳市南山区哈啰孔子幼儿园 2016年11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留仙大道以
北博林天瑞小区内

桃源街道平山社区 林友武 林友武 雷春霞 市一级 83997668 民办园 合格 4500

194 深圳市南山区海韵幼儿园 2014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望海路海韵
嘉园裙楼东116号

蛇口街道海滨社区
深圳前海长辉盛世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程  斌 罗翔翔 规范园 26696976 民办园 合格 2800

195 深圳市南山区豪方天际幼儿园 2018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豪方天际花园旁 南头街道南联社区 深圳市润成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辜仰华 马  丽 区一级 86707603 民办园 合格 3300

196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第一幼儿园 1987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组团松山村 沙河街道香山社区 楚穗南 楚光晖 古小雪 省一级 26608258 民办园 合格 2800

197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幼教中心幼儿
园

1994年10月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西组团荔香楼
底层

沙河街道中新街社
区

深圳市马荣天使投资有限公司 马淑娟 刘素红 省一级 26604917 民办园 合格 3800

198 深圳市南山区荟同幼儿园 2019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海城南街1号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天津弘毅大有顾问有限公司 林海升 卢  丰 规范园 87857600 民办园 新办园 20000



199 深圳市南山区金紫荆拉菲幼儿园 2014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港前路23号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刘敬东 刘敬东 孟  霞 市一级 86861860 民办园 合格 4500

200 深圳市南山区鲸湾幼儿园 2018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1007号鲸山
别墅#3号卫星接收站

招商街道沿山社区
深圳市前海爱波比鲸山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王成一 刘雅慧 规范园 21617590 民办园 合格 4700

201 深圳市南山区坎特伯雷国王幼儿园 2019年11月 深圳市南山区月丰路2号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深圳市谨思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龚泽民 杨炼红 规范园
86696109-

8899
民办园 新办园 18500

202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幼儿园 1999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华路2号
粤海街道科技园社
区

深圳市澳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章伟来 刘  惠 市一级 26500121 民办园 合格 1800

203 深圳市南山区荔海春城幼儿园 2018年6月
深圳市南山区向南路荔海春城地下
半101负一层112-114,一层102-107
号

南山街道荔林社区
深圳市前海思创教育服务有限公
司

冯广超 林秀英 区一级 22672357 民办园 合格 4900

204 深圳市南山区美中幼儿园 2012年4月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海景花园裙楼
103A、202A

沙河街道光华社区 黄丽宁 黄丽宁 李怡慧 市一级 26933889 民办园 合格 2700

205 深圳市南山区明泉第一幼儿园 2003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鼎太风华社区
北区内

南山街道鼎太风华
社区

赵树祥 赵树祥 韩  蕊 省一级 86058965 民办园 合格 3300

206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幼儿园 2018年5月 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区70栋
南头街道马家龙社
区

深圳市宏祥教育发展（深圳）有
限公司

刘  亮 范帼英 规范园 26918805 民办园 合格 2300

207 深圳市南山区普林斯顿海洋幼儿园 2016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八路招商桃花园
二期商场一层02号商铺

招商街道桃花园社
区

吴辉林、张安东 黄晓敏 侯艳芳 区一级 26686380 民办园 合格 4500

208 深圳市南山区启思德睿四海幼儿园 2017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四海路金竹园商
铺二栋201,202

招商街道兰园社区
深圳前海长辉盛世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程  斌 郝伟华 规范园 26882866 民办园 合格 3100

209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湾幼儿园 2016年1月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湾物流园区港城
路前海湾花园三期内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沈军 周艳艳 廉国荣 市一级 89481199 民办园 合格 4000

210 深圳市南山区桑泰丹华幼儿园 2010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大学城西平山一路北
桑泰丹华小区内

桃源街道平山社区 深圳市千秋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杨秋珍 严双荣 市一级 86325380 民办园 合格 2500

211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乔联幼儿园 2019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工业四路4
号瑞丰E尚B栋

招商街道沿山社区
前海乔尔森母婴跨境电商（深
圳）有限公司

林  盛 刘  燕 规范园 26869816 民办园 合格 9800

212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大学幼儿园 1990年4月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大学内 粤海街道深大社区 深圳大学 刘丽英 刘丽英 市一级 21537166 民办园 合格 2680

213
深圳市南山区世纪星振业星海幼儿
园

2010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星海名城花园
六期小区内

南头街道星海名城
社区

深圳市世纪星教育中心有限公司 杨道策 张  玲 省一级 26463337 民办园 合格 3000

214 深圳市南山区双玺第一幼儿园 2018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望海路与工业三
路交汇处双玺花园一期2栋 

招商街道水湾社区 深圳市大疆公益基金会 李谷莲 李谷莲 区一级 26685406 民办园 合格 3700

215 深圳市南山区太子山庄幼儿园 1998年6月 深圳市南山区太子山庄小区内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李亚男 李亚男 王  艳 市一级 26053301 民办园 合格 2300

216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学而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塘朗工业区
A区23栋

桃源街道塘朗社区 杨秋珍 杨秋珍 游冬妹 待验收 26929612 民办园 新办园 10000

217 深圳市南山区特蕾新帝景幼儿园 2001年3月
深圳市南山区深大北门对面帝景园
内

粤海街道麻岭社区 深圳特蕾新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郭小娜 汪  婷 市一级 26616037 民办园 合格 3000

218 深圳市南山区天悦幼儿园 2016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大道2188号
天悦湾花园北侧

西丽街道留仙社区 深圳天悦浩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姚棉锋 王  萌 市一级 86703586 民办园 合格 2500



219 深圳市南山区星海为明幼儿园 2001年7月 深圳市南山区星海名城小区内
南头街道星海名城
社区

北京北大附中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张宏玲 李向梅 省一级 26495762 民办园 合格 3300

220 深圳市南山区雍景湾幼儿园 2015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爱榕路48号五栋
招商街道文竹园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中津国际教育
机构有限公司

王海波 陈  瑾 市一级 26889009 民办园 合格 3500

221 深圳市南山区御景东方伊顿幼儿园 2018年2月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二路与白石路
交汇处御景东方花园内

沙河街道白石洲社
区

深圳市艺世代投资有限公司 麦秀明 陈梦雅 市一级 86283545 民办园 基本合格 6800

222 深圳市南山区元凤艺术幼儿园 2006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红花路中段 南头街道红花社区 深圳市元凤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郑佳鑫 黄  燕 市一级
86212004—

801
民办园 合格 2000

223 深圳市南山区中海阳光玫瑰幼儿园 2012年10月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大道中海阳光
玫瑰园1栋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姚波 韦壮春 钟春梅 区一级 86690818 民办园 基本合格 6000

224 深圳市南山区中佳星海幼儿园 2005年9月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星海名城三期
南侧

南头街道星海名城
社区

深圳市誉天智骏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孙德威 邹碧燕 省一级 26488892 民办园 合格 2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