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1学年深圳市幼儿园办学基本信息公告（盐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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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盐田区机关幼儿园 1994年8月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金融路53号 海山街道海涛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万丽珊 万丽珊 省一级 25362369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 深圳市盐田区机关幼儿园海山分园 2020年5月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沙头角云汉路13号 海山街道田东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万丽珊 黄  敏 市一级 2273979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
深圳市盐田区机关幼儿园中英街分
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盐田区中英街环城路2号 中英街管理局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万丽珊 李  倩 区一级 25356707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4 深圳市盐田区实验幼儿园 1992年9月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金融路2号 海山街道海涛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张瑞华 张瑞华 省一级 2526368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 深圳市盐田区实验幼儿园倚山分园 2020年5月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梧桐路1968号倚山
花园三期

海山街道田东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张瑞华 吴梅滨 区一级 25258318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6 深圳市盐田区梅沙幼儿园 2013年6月 深圳市盐田区梅沙街道大梅沙望翠路8号 梅沙街道东海岸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何  波 何  波 市一级 2506094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
深圳市盐田区梅沙幼儿园星星海分
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成坑村盐梅路与成坑
路云水路交汇星都梅沙天邸小区内

梅沙街道滨海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何  波 彭志丽 待验收 2516218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8 深圳市盐田区教科院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街道沙深路蓝郡公馆
大厦103.106.107.108房

沙头角街道田心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邱志华 邱志华 待验收 2272980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9
深圳市盐田区教科院幼儿园翠峰分
园

2020年5月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罗沙路1021号御景翠
峰小区旁

沙头角街道沙头角社
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邱志华 盛根霞 区一级 25558289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0 深圳市盐田区中海幼儿园 2019年12月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中青一路半山溪谷
26栋

盐田街道海桐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罗龄玉 罗龄玉 市一级 2503261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 深圳市盐田区海华幼儿园 2019年7月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洪安三街21号华大
公寓7栋1-2层

盐田街道东海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罗龄玉 张美霞 区一级 2272995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2 深圳市盐田区明珠幼儿园 2020年5月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大道南方明珠
花园B区

盐田街道东海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张浪月 张浪月 省一级 25258958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3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幼儿园 2019年7月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渔民新村46号 盐田街道盐田社区 深圳市盐田区教育局 张浪月 伍淑芬 区一级 2516478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4 深圳市盐田区奥森中英文幼儿园 2016年9月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东海四街9号绿色
盐港家园2栋1-2层

盐田街道明珠社区
深圳市铭景贸易有限
公司

陈  芳 黎凤燕 区一级 8263700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100

15 深圳市盐田区东部阳光竞智幼儿园 2005年9月 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东部阳光花园F栋101 海山街道田东社区 王耀波 王耀波 黄静贤 规范园 2574349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750

16 深圳市盐田区东埔幼儿园 2002年9月 深圳市盐田区沙盐路东埔福苑小区首层 沙头角街道田心社区 龙忠东 周  爽 彭楚纯 区一级 2521128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70

17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中英文第二幼儿
园

2011年2月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办安置区16号 盐田街道盐田社区 邱家增 贺增桂 王辉英 区一级 8263568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92

18 深圳市盐田区华侨新村幼儿园 2000年9月 深圳市盐田区洪安围华侨新村B栋1楼 盐田街道沿港社区 黄新霞 谢洁珩 邹美丽 区一级 8263351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64



19 深圳市盐田区金港中英文幼儿园 2007年3月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路45号金港盛世华庭小
区内

盐田街道明珠社区 杨茵 杨  茵 石玉敏 市一级 82631881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00

20 深圳市盐田区明珠社区裕达幼儿园 2011年2月
深圳市盐田区明珠大道佳兆业山海苑2B栋
首层

盐田街道明珠社区
深圳市裕泰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何尽安 周  霞 区一级 82633893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70

21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田东幼儿园 2001年8月
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保税生活一区七栋二
楼

海山街道梧桐社区 陈文银 陈文银 张  娟 区一级 2522983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40

22 深圳市盐田区童海中英文幼儿园 2013年6月 深圳市盐田区梧桐路2002号A栋 海山街道田东社区 余丹 余  丹 余淑琴 区一级 25229058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014

23 深圳市盐田区小红帽艺术幼儿园 2008年9月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路99号桐林花园小区内 海山街道田东社区 杨立杰 杨立杰 周晓芳 规范园 2522678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1400

24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一村幼儿园 1999年9月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一村黄必围居委大楼首
层

盐田街道沿港社区 吴怀清 吴怀清 吴怀清 区一级 82633889 普惠民办园 合格 864

25 深圳市盐田区叶屋村幼儿园 1998年8月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区沙头角叶屋村东街35
号1-2单元

海山街道梧桐社区 黄亮生 黄亮生 李吉兴 区一级 25358092 普惠民办园 合格 930

26
深圳市盐田区东海岸梅沙第三幼儿
园

2010年9月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碧路218号万科东
海岸小区

梅沙街道东海岸社区
深圳市梅沙教育发展
有限公司

曹莹莹 曹莹莹 区一级 25284081 民办园 合格 4500

27 深圳市盐田区曼哈公学幼儿园 2020年8月
深圳市盐田区深盐路2028号大百汇高新技
术产业园2栋101，201，301，及2栋二单
元3层

海山街道田东社区
博仕国际教育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

王  瑞 蔡秋辉 待验收 25551389 民办园 新办园 15000

28
深圳市盐田区普林斯顿幼儿园有限
公司

2018年10月
深圳市盐田区东部华侨城三洲田旅游项目
一期茶园小镇办公室2-3楼

梅沙街道东海岸社区
深圳普林斯顿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黄晓敏 丘  娟 规范园 82215000 民办园 合格 15178

29 深圳市盐田区谦诚幼儿园 2020年9月
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鹏湾社区深盐路
2033号壹海道2-301

海山街道鹏湾社区
深圳谦诚教育有限公
司

周林洪 韦荣欢 待验收 25559810 民办园 新办园 15000

30 深圳市盐田区维君汇壹号幼儿园 2019年7月
深圳市盐田区海涛路1号嘉信蓝海华府
（中英壹街）二层1-8号铺

沙头角街道桥东社区
深圳维君汇投资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

蒋  维 阳  娟 规范园 22741351 民办园 新办园 4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