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深圳市幼儿园办学基本信息公告（坪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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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中心幼儿园 1987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坪环社区同富
路20号

马峦街道坪环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廖杏婷 廖杏婷 省一级 2882389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中心幼儿园 2016年11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秀山路3号 龙田街道老坑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黄雪琴 黄雪琴 省一级 8945738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3
深圳市坪山区第一幼教集团第一幼儿
园

2018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招商花园园内 坪山街道六和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孙晓昕 孙晓昕 区一级 8966656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4
深圳市坪山区第一幼教集团第二幼儿
园

2018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京基御景印象
家园园内

马峦街道坪环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孙晓昕 孙晓昕 区一级 8966685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5
深圳市坪山区第一幼教集团第三幼儿
园

2018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力高君御国际
花园园内

马峦街道坪环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杨  帆 杨  帆 区一级 84235975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6
深圳市坪山区第一幼教集团第四幼儿
园

2019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祥祺滨河名苑
园内

坪山街道六联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覃小枝 覃小枝 区一级 89221427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7
深圳市坪山区第一幼教集团第五幼儿
园

2019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坪环社区坪环
路63号

马峦街道坪环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孙晓昕 孙晓昕 区一级 8292453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8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实验幼儿园 2020年12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聚翠
路2号

坑梓街道金沙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尹捍红 尹捍红 区一级 2325768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9
深圳市坪山区第一幼教集团第七幼儿
园

2019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碧沙北路新城
东方丽园三期园内

碧岭街道汤坑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张金果 张金果 区一级 89221164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0
深圳市坪山区第一幼教集团第八幼儿
园

2019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和社区嘉宏
湾花园一期

坪山街道六和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田  鸽 田  鸽 市一级 2325085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
深圳市坪山区第一幼教集团第九幼儿
园

2020年2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金牛路与翡翠
路交汇处西南侧

龙田街道竹坑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罗丽敏 罗丽敏 区一级 8966896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2 深圳市坪山区聚龙幼儿园 2018年7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聚龙山四号路 龙田街道竹坑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苏  敏 苏  敏 区一级 89458647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3 深圳市坪山区聚龙二期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青松路49号聚
龙花园二期内

龙田街道竹坑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苏  敏 苏  敏 待验收 8999436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4 深圳市坪山区中心公馆幼儿园 2020年2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坪山实验学校
以南

坪山街道六和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田  鸽 田  鸽 待验收 8966114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5 深圳市坪山区财富城幼儿园 2020年2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坪山实验学校
西南侧

坪山街道六和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田  鸽 田  鸽 待验收 8966115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6 深圳市坪山区天峦湖幼儿园 2020年2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马峦北路以
南，南坪快速以北

马峦街道坪环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肖美凤 肖美凤 待验收 8978436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7 深圳市坪山区金尊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振环路与泰安
路交汇处西南侧

马峦街道坪环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游咏梅 游咏梅 待验收 89666131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8 深圳技术大学幼儿园 2020年1月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创景路以东，
竹岭三路以北

石井街道田头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罗  红 罗  红 待验收 23256730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9 深圳市坪山区东成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锦龙大道东侧 坪山街道六联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游咏梅 游咏梅 市一级 8966113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0 深圳市坪山区朗悦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新合路与体育
一路交汇处环兴一路2号

马峦街道坪环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郭  蕾 黄雪琴 市一级 2839524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1 深圳市坪山区金香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行政一路万科
金域缇香9栋

坪山街道六和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郭  蕾 孙晓昕 市一级 8966112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2 深圳市坪山区新城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东城上邸小区
3001-1

坪山街道六联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郭  蕾 廖杏婷 市一级 8936670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3 深圳市坪山区同育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汤坑社区同裕
路126号

碧岭街道汤坑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肖小林 孙晓昕 市一级 8966110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4 深圳市坪山区祥禾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社区盘兴
路6号

龙田街道老坑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江兴祥 罗丽敏 区一级 28852388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5 深圳市坪山区宝丰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浪尾
宝丰路13号

坪山街道六联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肖小林 孙晓昕 市一级 8966114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6 深圳市坪山区盘龙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老坑社区盘龙
路82号

龙田街道老坑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陈运梅 沈宴玲 市一级 8412119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7 深圳市坪山区宝梓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宝梓工业城31
栋

坑梓街道秀新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陈育辉 黄雪琴 区一级 89993809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8 深圳市坪山区金摇篮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金沙
路66号

坑梓街道金沙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张冠珠 黄雪琴 市一级 8411683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9 深圳市坪山区环宇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坪环社区坪环
工业城76-77栋

马峦街道坪环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郭  蕾 廖杏婷 区一级 8922172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30 深圳市坪山区中兴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中兴路东区二
巷4号

坪山街道坪山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候晓红 廖杏婷 市一级 8460118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1 深圳市坪山区兴宝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兴宝路40号 坑梓街道秀新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教育局 侯晓红 黄雪琴 区一级 89318288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32 深圳市坪山区马西幼儿园 2012年4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和平社区马西
村马西街18号

坪山街道和平社区 钟双辉 彭耀明 罗  婷 市一级 84288067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45

33 深圳市坪山区英豪幼儿园 1997年8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沿河
路87号

坪山街道六联社区 余庆雯 贺兆崧 曾  婷 市一级 2882623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34 深圳市坪山区三洋湖幼儿园 1999年8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坪山社区三洋
湖综合大楼

坪山街道坪山社区 龙秋萍 郑海芳 何  欢 区一级 8464238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35 深圳市坪山区卓越新世纪第五幼儿园 2015年2月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石井社区横塘
村第一栋

石井街道石井社区 胡新凤 王  清 胡惠茜 区一级 8921489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36 深圳市坪山区新沙田幼儿园 2014年10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沙田社区彩田
路24号

坑梓街道沙田社区 凌征东 刘小满 赵英姿 区一级 8412775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45

37 深圳市坪山区四维幼儿园 2012年2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大水湾二巷37
号后面

龙田街道龙田社区 王红 余昌稳 黄彩玲 市一级 2879995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38 深圳市坪山区东方幼儿园 2012年12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沙梨园小区二
路六号

坑梓街道秀新社区 冯素文、郑少波 骆伟红 郑爱平 市一级 8453353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00



39 深圳市坪山区格林斯顿幼儿园 2013年6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光祖北路11号 坑梓街道坑梓社区
深圳市海悦教育有限公
司

朱孟特 陈文镜 市一级 89999108 民办园 合格 1000

40 深圳市坪山区爱贝尔幼儿园 2017年2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兴北路
106——1号

龙田街道龙田社区 彭小芬 赖俊峰 凌丽芬 区一级 89323869 民办园 合格 1000

41 深圳市坪山区新时代幼儿园 2015年3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梓横西路49-C
号

坑梓街道金沙社区
深圳市英贝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

袁石良 徐红霞 区一级 8926100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00

42 深圳市坪山区童富幼儿园 2017年5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社区同富
裕工业区6号

龙田街道龙田社区 王红 盖南平 钟彩茹 区一级 8616188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43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幼儿园 1999年6月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石井社区金田
路13号

石井街道石井社区
深圳市石井股份合作公
司

潘燕君 吴宇桃 区一级 8464662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44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同心幼儿园 2018年7月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金田路27号 石井街道石井社区 盖南平 林建青 郭小梅 区一级 89666089 民办园 合格 1000

45 深圳市坪山区大宝幼儿园 2011年8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社区石田
路13号

龙田街道龙田社区 欧文强 甘燎明 裴  丕 区一级 28994236 民办园 合格 800

46 深圳市坪山区梓兴幼儿园 2015年1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秀新社区梓兴
路66号

坑梓街道秀新社区 余昌稳 刘永正 向  园 规范园 8413934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47 深圳市坪山区金地幼儿园 2009年8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人民东路9号 坑梓街道金沙社区 余淑梅 徐行国 高荣花 区一级 28340524 民办园 合格 800

48 深圳市坪山区金沙幼儿园 2013年3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龙屋
巷1号

坑梓街道金沙社区 凌征东 童翠红 甘春燕 区一级 8412876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60

49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幼儿园 1905年6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办事处龙田社
区新湖南路45号

龙田街道龙田社区 骆伟红 肖爱余 蔡苑玲 市一级 8412208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50

50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幼儿园 2017年8月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碧岭社区坑边
路20号

碧岭街道碧岭社区 潘燕君 钟考梅 刘淑军 市一级 8462357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51 深圳市坪山区金运幼儿园 1905年6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联社区昌盛
南小区9巷4号

坪山街道六联社区 叶小兰 王  红 陈国梅 市一级 2882960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52 深圳市坪山区江岭幼儿园 2003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江岭社区江边
路71号

马峦街道江岭社区 袁石良 刘玉婷 郑  瑛 市一级 2882007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53 深圳市坪山区秀新中加幼儿园 2018年5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秀新路42号 坑梓街道秀新社区
深圳市坑梓秀新股份合
作公司

冯素文 魏伟伟 规范园 8934682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50

54 深圳市坪山区六联幼儿园 1996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飞西村长安街
31号

坪山街道六和社区 陈建平 李小平 钟考梅 市一级 2882963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55 深圳市坪山区名雅幼儿园 2019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碧岭社区风顺
路2号

碧岭街道碧岭社区 晁运芳 蔡汉条 张琴 规范园 8978404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50

56 深圳市坪山区茜坑优智乐幼儿园 2017年2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竹坑社区金兰
路四号

龙田街道竹坑社区 朱孟特 石立慧 邹亚婷 区一级 8520916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57 深圳市坪山区金宝贝幼儿园 2013年4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和平社区马东
三区1-2,1-3号

坪山街道和平社区 袁汉城 王  斌 范怡芬 市一级 84513386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50

58 深圳市坪山区燕子岭幼儿园 1905年6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金牛西路燕子
岭生活区五栋

龙田街道南布社区 刘永正 刘  勇 李西娜 市一级 8992680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45



59 深圳市坪山区龙翔幼儿园 2010年12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沙坣社区沙新
璐68号

马峦街道沙坣社区 张化龙 王  英 李志英 市一级 8920197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45

60 深圳市坪山区博蕾幼儿园 2012年2月
深圳市坪山区龙田街道龙田社区龙兴
南路113-2号

龙田街道龙田社区 周水祥、梁汉平 叶小兰 张丽珠 市一级 84115100 普惠民办园 基本合格 845

61 深圳市坪山区新世纪幼儿园 2014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锦华路38号 碧岭街道碧岭社区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股份
公司

胡新凤 杨连花 区一级 8972999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650

62 深圳市坪山区弘新幼儿园 1905年7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江岭社区江岭
东路六号

马峦街道江岭社区 郑丹红 刘小玉 郑丹红 市一级 8889889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63 深圳市坪山区惠宝幼儿园 2011年3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双秀路43号 坑梓街道秀新社区 肖爱余 谢  钟 何喜平 区一级 28397007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64 深圳市坪山区新和伊顿幼儿园 2019年8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和社区新和
路127号1号厂房、2号

坪山街道六和社区 谢钟 吴嘉嘉 谭健华 区一级 89990233 民办园 合格 1800

65 深圳市坪山区凤凰幼儿园 2014年5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向阳路90号 坪山街道六联社区 赖丽芳 欧文强 钟红英 规范园 2882258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00

66 深圳市坪山区田田幼儿园 2011年2月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田头社区老围
小组2号

石井街道田头社区 盖南平、林素文 王  红 屈桂连 市一级 8978128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00

67 深圳市坪山区龙山幼儿园 2014年10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和社区深汕
路49号

坪山街道六和社区 黄社兰 、温远遥  盖南平 蔡夏萍 规范园 84518745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50

68 深圳市坪山区鹏翔幼儿园 2012年6月
深圳市坪山区碧岭街道碧岭社区飞发
路4号

碧岭街道碧岭社区 蔡汉条 陈佛平 赵淑真 市一级 8966619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69 深圳市坪山区华明星幼儿园 2016年12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联裕路5号 坑梓街道秀新社区
新荣瑞莱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胡  芳 彭小琴 市一级 89991321 民办园 合格 950

70 深圳市坪山区博明幼儿园 2013年10月
深圳市坪山区马峦街道沙坣甲圳门46
号

马峦街道沙坣社区 童翠红 侯晓红 李杏芬 区一级 89928490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50

71 深圳市坪山区美朵幼儿园 2011年9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坪山大道6515
号

坑梓街道沙田社区 石立慧 余淑梅 石立慧 区一级 2799289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00

72 深圳市坪山区浩哲幼儿园 1995年8月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新梓路4号 坑梓街道秀新社区
深圳市天堡教育发展有
限公司

朱  砂 罗文静 市一级 8413395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00

73 深圳市坪山区启迪幼儿园 2013年8月
深圳市坪山区坪山街道六和社区甲片
路22号

坪山街道六和社区 彭火康 彭火康 莫运平 市一级 8999302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