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学年深圳市幼儿园办学基本信息表(福田区）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办学许可证编号或事业单
位法人证书编号或社会统

一信用代码
实际办学地址

幼儿园所属街道、社
区

举办者 法定代表人 园长 联系电话 办园类型
民办园年
检结论

保教费实
际收取标
准（元
/月）

1 深圳市景山幼儿园 144030460000551 深圳市福田区田面村（城市绿洲花园旁） 华富街道田面社区 深圳市富德森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萧俊南 聂玉兰 8324443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700

2 深圳市福田区博雅名津幼儿园 524403045990716991 深圳市福田区渔农村名津广场内 福田街道渔农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博雅教育机构 姚建造 谢娟仙 8256475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3
深圳市福田区福新小学第一附属幼
儿园

12440304MB2D697321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民田路2号 福田街道福安社区 深圳市福田福新小学 叶少蔚 常艳 8322163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
深圳市福田区外国语学校北校区附
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69708G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田六片区 莲花街道康欣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外国语学校 凌玉珊 余碧玲 8393381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 深圳市福田区天健香蜜幼儿园 144030400000761 深圳市深南中路香蜜湖东侧 莲花街道狮岭社区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卫国 张艳丽 8391355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6 深圳市福田区慧文幼儿园 144030460000691 深圳市福田区农林路57号佳泰兴苑小区旁 香蜜湖街道竹园社区 深圳市海德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张绮婵 张绮婵 8370779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7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教育集团附属幼
儿园

12440304MB2D35030Y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新洲村新洲二街 沙头街道新洲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小学（荔园教育集
团）

向兵 朱湘辽 2391339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 深圳市福田区盛世鹏程幼儿园 144030480000701 福田区八卦一路盛世鹏程花园 园岭街道鹏盛社区 深圳市赛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张仁仪 钟丽优 22303844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9 深圳市福田区博雅香域中央幼儿园 52440304687580637Y 深圳市福田区农园路香域中央小区内 香蜜湖街道农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博雅教育机构 姚建造 姜淑芬 82708228 民办园 合格 4500

10
深圳市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附属幼
儿园

12440304MB2D480851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侨香路枫丹雅苑
小区

香蜜湖街道香梅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实验教育集团侨香学校 李陈陈 8315826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 深圳市福田区华庭思博幼儿园 5244030406143470XU 深圳市福田区民田路10号中海华庭 福田街道福安社区 张彦婷 张彦婷 毛宁娟 8249045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2 深圳市福田区科技中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69695T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一路3011号黄埔雅苑一
期

莲花街道福新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科技中学 袁湘雁 钟金兰 8279403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3 深圳市福田区曙光私立幼儿园 144030460000621
深圳市福田区松岭路5号南园大楼东侧一
楼

南园街道玉田社区 关晓红 关晓红 伍小羽 83625378-1 民办园 基本合格 1050

14 深圳市福田区爱华锦龙幼儿园 144030460001351 深圳市福田区爱华路锦龙花园2栋 南园街道锦龙社区 深圳爱科思博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罗丽琼 但小琴 8279988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00

15 深圳市福田区新沙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349510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七街锦河苑旁 沙头街道新华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新沙小学 陈广 杨晓玲 8341774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6 深圳市福田区丽辉幼儿园 524403046718961943 深圳市福田区海滨广场皇岗花园首层 福田街道海滨社区 朱良开 朱良开 林莉莉 8830403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7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955R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田北路景田西住
宅区内

莲花街道景田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小学 陶粲明 王跃玲 8390062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8 深圳市福田区梅丽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35073C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1号翰岭苑小区 梅林街道翰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梅丽小学 王勇 杨璠 2399302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9
深圳市福田区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
园

12440304MB2D47824X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豪园居小区内 福保街道福保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外国语学校 刘辉 杨顺平 2266490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0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697246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南路都市花园御庭轩 沙头街道新沙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小学 杨斌 易伶玲 8355213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1 深圳市福田区博雅石厦第一幼儿园 144030460000871 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北四街四号 福保街道明月社区 深圳市俊唯置业开发有限公司 姚建造 黄小丹 83804488 民办园 合格 4300

22 深圳市福田区佳音香榭里幼儿园 52440304571997297G 深圳市福田区农园路香榭里花园 香蜜湖街道农园社区
深圳市豆豆村学期教育研究开发有限公
司

张湘红 张湘红 8273328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23
深圳市福田区美加碧华儿童中心幼
儿园

14403046000083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梅秀路碧华庭居小区 梅林街道梅丰社区 美加儿童英文俱乐部（深圳）有限公司 张玮 刘春红 83164414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24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外国语小学西校
区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3496XP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路熙园 香蜜湖街道香蜜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外国语小学 黄洪璋 林雪茹 8289064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5 深圳市特发幼儿园 144030460001011 深圳市福田区香梅北路特发小区内 香蜜湖街道香梅社区 深圳市特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杨晓玲 杨晓玲 83180098 民办园 合格 2300

26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集团）石
厦部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69716B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南路金地海景花园 沙头街道翠湾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红岭中学（集团） 李颖 郑水兰 2381060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527888016
新沙小学附幼   杨晓玲: 杨晓玲




27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中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69767K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皇岗公园街皇岗新
村花园

福田街道皇岗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中学 吴文东 朱有芬 8366692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8 深圳市福田区博雅水榭花都幼儿园 524403046875880819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水榭花都 香蜜湖街道香蜜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博雅教育机构 姚建造 石春兰 83052553 民办园 合格 4500

29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8026X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益田村71栋旁 福保街道益田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小学 陈志雄 徐晓文 8380991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0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
幼儿园

12440304MB2E02256L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竹子林五路 香蜜湖街道竹林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 黄结根 陈萍 8317933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1 深圳市金海湾幼儿园 524403047362842378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海滨金海湾花园小区 沙头街道金地社区 深圳市马荣天使投资有限公司 王妍 惠江红 83842824 民办园 合格 4000

32 深圳市福田区金色蓓蕾幼儿园 52440304664176703P 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梅林苑4栋首层 梅林街道梅京社区 王清 王清 杨雪 8351131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33 深圳市福田区水围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947Y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2004号 福田街道皇岗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水围小学 李月琴 杨小平 2398442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4 深圳市福田区天御香山幼儿园 144030460001391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农轩路31号 香蜜湖街道东海社区 深圳市马荣教育机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妍 卢峻 2399912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35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附
属幼儿园

12440304G34787696J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华新村内 华强北街道华红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职业技术学校 郑莉娟 郑莉娟 8325593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6 深圳市振业梅苑幼儿园 52440304G3479858XX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中康路振业梅苑小区 梅林街道梅亭社区 杜先芬 杜先芬 曲秀敏 8310972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37 深圳市福田区瀚盛吉纽思幼儿园 52440304558693045C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侨香路2号瀚盛花园
小区

香蜜湖街道香梅社区 叶晓菊 叶晓菊 肖晓群 82562097 民办园 合格 4140

38 深圳市福田区新天力园中幼儿园 144030460000911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园中花园A栋三层 园岭街道红荔社区 深圳市新天力投资有限公司 刘荔 吴颖佳 2588620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8

39 深圳市福田区美莲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35006E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福田区笋岗西路莲
花一村

华富街道莲花一村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美莲小学 张杰 吕维翠 83253374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40 深圳市福田区铭爵幼儿园有限公司 91440300MA5H0MWM58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四路4号 园岭街道长城社区 穆佳怡 张保庆 王洪涛 83363870 民办园 合格 2500

41 深圳市福田区黄埔学校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34986J 深圳市福田区海田路1008号雅颂居内 莲花街道福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黄埔学校 夏若婷 罗小兰 2348561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2 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幼儿园 524403047320337L 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新桂花村四号 福保街道福保社区 深圳市深福保（集团）有限公司 苏华 蓝庆华 83593048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320

43 深圳市福田区菁菁托儿所 52440304672988488Y 深圳市福田区金地一路18-1号 沙头街道翠湾社区 深圳市银海城实业有限公司 冯素文 葛细荣 83857184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750

44 深圳市福田区鹏城幼儿园有限公司 91440300MA5FJPCQ0M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竹子林三公司生活
基地市三建幼儿园整栋

香蜜湖街道竹园社区 深圳市新竹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韩素婷 韩素婷 19902911876 民办园 合格 11800

45 深圳市福田区根深叶茂幼儿园 144030460001071
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龙尾路福兴花园小区
内

梅林街道龙尾社区 何爱兵 何爱兵 冯春梅 8318696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46 深圳市福田区景龙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80183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红荔西路香蜜三村 莲花街道紫荆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景龙小学 黄慧君 刘梅玫 8255435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7 深圳市福田区温新幼儿园 52440304785286335A 深圳市福田区沙尾西村399栋 沙头街道沙尾社区 易凌 易凌 吴春红 8277762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750

48 深圳市福田区金色童年金众幼儿园 52440304558658581M 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金众小区48栋 香蜜湖街道竹林社区 黄志莲 黄志莲 洪巧敏 8350005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49 深圳市福田区银泰盈盈幼儿园 14403046000901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银泰苑 福保街道福保社区 深圳市夏源投资有限公司 孔夏 孔夏 82568776 民办园 合格 7800

50 深圳市福田区碧海云天幼儿园 144030460001161 深圳市侨城东路碧海云天小区 沙头街道金城社区 深圳市冠萃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吴妍燊 吴妍燊 26909324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800

51 深圳市福田区福祥幼儿园 144030460001001 深圳市福田区福星路福祥街5号3栋 福田街道福田社区 深圳市福田房地产有限公司 王延亭 侯淑琼 8829099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52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实验小学附属幼
儿园

12440304MB2D3509XY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七街园岭东路4号 园岭街道园东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实验小学 李嘉 陈雅玲 82349039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3 深圳市福田区丽阳幼儿园 14403045000109
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北四街六号丽阳天下名
苑裙楼二层

福保街道明月社区 郑亮 郑亮 黄彩云 8348215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00

54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外国语小学东校
区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34978P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香梅路香蜜湖一
号

香蜜湖街道香蜜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外国语小学 曹琪蓉 方艳平 83207345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5 深圳市福田区天爱幼儿园 144030460001371 深圳市福田区岗厦高科利大厦裙楼 福田街道岗厦社区 谭文雄、李剑英 李剑英 黄柳 88360398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700

56 深圳市福田区贝贝龙幼儿园 524403044557470558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西侧农科中心内 香蜜湖街道农园社区 范淑丽 范淑丽 何丽韦 8370197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57 深圳市福田区梅山苑幼儿园 144030460001361
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社区梅山苑二期花园
独立成栋

梅林街道梅京社区 蔡水冰 李映格 陈利 2399667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40



58 深圳市基建幼儿园 144030460000950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五街6号 园岭街道红荔社区 深圳市长虹投资有限公司 郑碧琴 郑碧琴 2220420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59 深圳市福田区乐贝尔幼儿园 144030460001421
深圳市福田区福星路福田村大门坊72号福
兴楼

福田街道福田社区 深圳市乐贝尔教育实业有限公司 崔海杰 杨鸿霞 8325498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60 深圳市福田区科发幼儿园有限公司 91440300MA5HBXTH5P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竹园社区农林路2 号香蜜湖街道竹园社区 深圳市蓝美佳承教育有限公司 鄢丽 朱月娴 82896866 民办园 合格 24600

61 深圳市福田区铭阳盛世幼儿园 524403047741408590 深圳市福田区彩云路长城盛世家园二期内 莲花街道彩虹社区 深圳前海铭阳国际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邬莉娜 邬莉娜 8289488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62 深圳市福田区翠海幼儿园 12440304MB2D69644J 深圳市福田区农园路72号 香蜜湖街道农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第一幼儿园 刘彦霞 林彦 8273827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3 深圳泰然幼儿园 144030460001051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广场小区内 沙头街道金碧社区 深业泰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戴薇 严欢欢 23603965 民办园 合格 4000

64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教育集团百花校
区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867B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百花二路南天大厦
5-6栋之间

园岭街道南天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教育集团 穆洋 边丽娟 83201078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65 深圳市福田区佳茗幼儿园 14403046000077 深圳市福田区梅华路235号 梅林街道下梅社区 张向铭 张向铭 傅志娇 8310022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00

66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350149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林二村梅育路68
号

梅林街道梅河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小学 虞萍 徐秀岭 83110314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67 深圳市福田区绿洲幼儿园 1440300460000301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荔树人家一单元首层 沙头街道金地社区 程莉 刘程 刘平 83841770 民办园 合格 1200

68
深圳市福田区翰林实验学校附属幼
儿园

12440304MB2D69652D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林路12号合正逸
园小区

梅林街道翰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翰林实验学校 黄慧玲 何小青 8324845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9 深圳市福田区博蕾福星幼儿园 144030460001201
深圳市福田区福星路福星花园大厦裙楼
301、302

福田街道福华社区 张彬 张彬 肖爱芬 8829732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70 深圳市福田区金色家园幼儿园 524403047813593303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2018号万科金色家园
内

莲花街道景田社区 深圳市帆盈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叶婷 赵春侠 82549601 民办园 合格 4176

71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外国语小学狮岭
校区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80776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田东路2号 莲花街道紫荆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外国语小学 胡丽娜 邵晓如 83902758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72 深圳卡通城幼儿园 144030460000351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艺丰花园B区 梅林街道翰岭社区 深圳市马荣天使投资有限公司 王妍 许凤鸣 83108484 民办园 合格 3500

73 深圳市福田区歌丽幼儿园 144030460000281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西路赛格景苑 莲花街道康欣社区 格林绿岛教育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邓玉红 陈燕 8393309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74 深圳市曼京幼儿园 52440304G34793527F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梅华路梅兴苑 梅林街道新兴社区 黄永玉 黄永玉 夏凡 8311805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75 深圳市福田区金沙幼儿园 12440304MB2D69759Q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沙尾村 沙头街道沙尾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刘亮 刘亮 8355046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76 深圳市福田区金安幼儿园 144030460000821 深圳市福田区福景路5号 福田街道福华社区 陈胜坚 陈胜坚 李胜云 8829659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77 深圳市福田区小太阳幼儿园 144030460000611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二村16栋2楼 梅林街道梅河社区 鲁成安 鲁成安 梁静 8311726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78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一冶广场幼儿园 144030460001381
深圳市福田区侨香路与广深高速公路交汇
处

香蜜湖街道香安社区 深圳市马荣教育机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莹莹 旃娟 8325557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79 深圳长城幼儿园 144030460000101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四路 园岭街道长城社区 深圳市佳金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方锦奎 宁晓微 8321005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80 深圳市福田区光彩幼儿园 144030460000401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新村12栋 南园街道滨江社区 陈丽珊 陈丽珊 周瑰 8224175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81 深圳市福田区辅英龙幼儿园 524403043194965704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彩福大厦二三四层幼
儿园

福田街道岗厦社区 深圳市辅英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刘冠城 简永贤 8317411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80

82 深圳市福田区快乐宝贝幼儿园 144030460000931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西路9号 莲花街道康欣社区 深圳市恒玖润实业有限公司 李学军 刘燕 83936969 民办园 合格 16800

83
深圳市福田区新趋势鹏盛年华幼儿
园

52440304662661545B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鹏盛年华小区 园岭街道鹏盛社区 深圳市丽晶投资有限公司 张彦婷 蒋金花 8229867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780

84 深圳市福田区景鹏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35057N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 莲花街道福新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景鹏小学 曾永忠 吴昊 8298739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5 深圳市福田区福民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35065H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强路1046号 福田街道海滨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福民小学 何自谦 陈海燕 8383210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6 深圳市福田区华新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89X7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5006号 福田街道福山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华新小学 吴玉凤 许薇 83268781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87 深圳市福田区福莲幼儿园 52440304755662475U 深圳市福田区福莲综合楼 华富街道莲花三村社区 陈舜琦 陈舜琦 丘素琼 8325768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50

88 深圳市福田区华茂苑茗苑幼儿园 144030460000271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1号华茂苑D栋一层西
侧

梅林街道梅丰社区 李燕华 李燕华 吴小琴 8331398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89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9394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益田村24栋对面 福保街道益田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小学 冉华 刘静 8287866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90
深圳市福田区东海实验小学附属幼
儿园

12440304MB2D4800X3 深圳市福田区香轩路30号 香蜜湖街道东海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东海实验小学 廖少林 张宏东 2396478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91 深圳市福田区金达来幼儿园 144030460000741 深圳市福田区福滨新村 福田街道圩镇社区 深圳市财富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李热军 谢礼敏 83386997 民办园 合格 2200

92 深圳市福田区景莲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350224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景田北住宅区 莲花街道景田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景莲小学 马波 罗菲 8391181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93 深圳市福田区汇龙幼儿园 144030460000891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凯丰路汇龙花园 梅林街道孖岭社区 刘宁 刘宁 刘玉敏 8352878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94 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学校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8093U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民路石厦东村
247号

福保街道石厦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石厦学校 唐丽萍 肖樱 8383016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95 深圳市福田区大风车幼儿园 144030460000941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南综合楼201号 莲花街道景田社区 张清华 张清华 朱小文 8390345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00

96 深圳市福田区华美幼儿园 52440304683789070Q 深圳市福田区赤尾村二坊49号边防综合楼 南园街道赤尾社区 黄明华 黄明华 唐美狮 8361098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97 深圳市福田区锦林幼儿园 144030460001021 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锦林新居 梅林街道下梅社区 深圳市晶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马克荣 仲晓 8310897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98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中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696608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新洲四街125号 沙头街道新华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中学 吴磊 袁小红 8341314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99
深圳市福田区新沙小学第二附属幼
儿园

12440304MB2D69740U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新洲九街绿景新苑 沙头街道新洲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新沙小学 吴辉斌 许宏琳 8830032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00 深圳市福田区福南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69775E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南路7号皇御苑小区内 福田街道口岸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福南小学 耿媛 李美红 83859932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01 深圳市福田区爱心培新新幼儿园 52440304671890059D 深圳市福田区石厦街新新家园 福保街道新港社区 京斯敦实业（深圳）有限公司 李桂卿 李桂卿 8345124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740

102
深圳市福田区外国语高级中学附属
幼儿园

12440304MB2D34994D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住宅区 福保街道益田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外国语高级中学 尹秀勤 陈志惠 8860292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03
深圳市福田区红黄蓝天安高尔夫珑
园幼儿园

144030460001251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一路天安高尔夫珑园 沙头街道天安社区 北京红黄蓝儿童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曹红梅 许敏 8397516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104 深圳市福田区童歌博尔幼儿园 14403046000092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南六街一号 莲花街道梅岭社区 张媞 张媞 邢艳 25311500 民办园 合格 6600

105 深圳市福田区上沙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8831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上沙村 沙头街道上沙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上沙小学 刘青 陈缘缘 83308717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06 深圳市福田区东方幼儿园 52440304G34792188T
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工业区2-小区单身宿
舍第04栋第01层

园岭街道上林社区 杨凯鸥 杨凯鸥 沈红 8242327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50

107 深圳市福田区竟智幼儿园 144030460000811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福昌大厦2楼 福田街道福民社区 王耀波 王耀波 吴月华 8355829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08 深圳市福田区华原幼儿园 440304G34793850001X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四村小区内 梅林街道上梅社区 余姣英 余姣英 余姣英 8331241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00

109 深圳市福田区梅园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696795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龙尾路梅林坳嘉鑫
阳光雅居

梅林街道梅都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梅园小学 王伟坚 吕媛 2899752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0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963L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与彩田路交界处港丽
豪园西侧

福田街道福山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小学 陈振朝 马晓梅 8302026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1 深圳市福田区全海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971F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益田村48旁 福保街道益田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全海小学 陶卓娅 方淑慧 8860221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2 深圳市福田区岗厦幼儿园 52440304G34797114B 深圳市福田区岗厦村东四坊21号 福田街道岗厦社区 陈胜坚 陈胜坚 王成林 8836239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60

113 深圳市福田区益强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8034Q 深圳市福田区福荣路62号 沙头街道金碧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益强小学 胡刚 舒丽萍 8830261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4 深圳市福田区城市春天幼儿园 52440304MJL182366H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路南福华路30号大院荣
超城市春天花园幼儿园整栋

福田街道圩镇社区 广东伟才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冰峰 张冰峰 8322773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115 深圳市福田区云顶翠峰幼儿园 52440304783911221J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公园一街云顶翠峰二期
内

福田街道皇岗社区 深圳万泽碧轩房地产有限公司 王国英 韩春红 8384637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116 深圳市福田区普林云海幼儿园 114030460001311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16号 华富街道新田社区 深圳普林斯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于晓芳 陈丹 83246426 民办园 合格 15388

117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9207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祥街87号 福田街道福田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小学 刘全祥 李新颖 8333124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8 深圳市福田区御景华城幼儿园 524403046803741364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与华强南交汇处御景
华城小区

南园街道赤尾社区 深圳市英贝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王斌 刘全珍 8251517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800

119 深圳市福田区下沙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891U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下沙村 沙头街道下沙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下沙小学 姚莉 吴宇雯 83405705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20
深圳市福田区加州儿童会四季山水
幼儿园

144030460001221 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龙尾路四季山水花园 梅林街道龙尾社区
深圳市加州儿童会教育投资开发服务有
限公司、吕辉

笪建军 笪建军 83298600 民办园 合格 12000

121 深圳市福田区绿洲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8042K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沙嘴村 沙头街道沙嘴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绿洲小学 刘涛 刘丽霞 83408060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22 深圳市福田区华茂苑幼儿园 524403047362803674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三村4栋 梅林街道新兴社区 李泗芳 李泗芳 李燕华 8312423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123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7912C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皇岗村上围三村 福田街道皇岗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小学 刘学金 刘桂英 8282611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24 深圳市福田区天健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4MB2D48050E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一路深业花园
内

莲花街道福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天健小学 刘红萍 乔燕 8379618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25 深圳市福田区仁美幼儿园 52440304G34795266X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北村富莲大厦三栋一楼
102

莲花街道莲花北社区 深圳得道文教科技有限公司 吴华一 陈蔚宜 83166037 民办园 基本合格 3380

126 深圳市福田区第一幼儿园 124403044557448743 深圳市福田区润田路36号 香蜜湖街道农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 陈玉文 陈玉文 82898964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27 深圳市福田区第二幼儿园 12440304455849019M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2046号 福田街道福山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 冯运梅 冯运梅 82523067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28 深圳市福田区第三幼儿园 1244030445574636XH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新洲花园小区 沙头街道新洲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局 黄科 黄科 2393923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29 深圳市福田区第四幼儿园 12440304MB2D13552M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南天一花园小区内 园岭街道南天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李林英 李林英 8321740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30 深圳市福田区第六幼儿园 12440304MB2D103009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金地一路南 沙头街道沙嘴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刘亮 刘亮 8860239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31 深圳市福田区第七幼儿园 12440304MB2D10298M 深圳市福田区林园东路16号路 梅林街道新阁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田晶 田晶 88377005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32 深圳市福田区第八幼儿园 12440304MB2D697839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田保税区绒花路
288号

福保街道福保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吴雪燕 吴雪燕 83205803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33 深圳市第二幼儿园 12440300G347793544 深圳市福田区通心岭同心路9号 华强北街道通心岭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宋宜 宋宜 82013669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34 深圳市第三幼儿园 12440300455768008D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一村十三区、十二区 梅林街道梅林一村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邱雪华 邱雪华 8353197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35 深圳市第四幼儿园 124403004557673478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街道园岭二街1号 园岭街道红荔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黄蓉蓉 黄蓉蓉 2221986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36 深圳市第五幼儿园 12440300G34779274G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内中心广场旁 福保街道益田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王思萍 王思萍 8349711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37 深圳市第七幼儿园 12440300455761885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莲花三村内 华富街道莲花三村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陈菱 陈菱 83231623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38 深圳市第八幼儿园 12440300455744364U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村117栋前 福保街道益田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汪秀宏 汪秀宏 8345783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39 深圳市第九幼儿园 12440300455755784K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路1116号莲花北村80栋 莲花街道莲花北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彭莉 彭莉 8306404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40 深圳市第十一幼儿园 12440300455745623W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1035号 福田街道福民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池丽萍 池丽萍 83393515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41 深圳市莲花北幼儿园 12440300455745631P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北村内 莲花街道莲花北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史勇萍 史勇萍 8318719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42 深圳市彩田幼儿园 12440300455745594H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彩田村内 莲花街道彩田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刘蓓 刘蓓 8307282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43 深圳市华富幼儿园 124403004557684387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岗厦一路11号 福田街道岗厦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姜伟平 姜伟平 83204802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44 深圳市莲花二村幼儿园 12440300455745535E
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5002号莲花二村幼儿
园

华富街道莲花二村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王微丽 王微丽 8322262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45 深圳市梅林一村幼儿园 12440300455745527K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一村三区 梅林街道梅林一村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姚艺 姚艺 83504439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46 深圳市南华幼儿园 12440300455849393J 深圳市福田区下步庙北区32栋 南园街道锦龙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罗艳 罗艳 8362120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47 深圳实验幼儿园 12440300672977463Q 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32号 园岭街道长城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刘凌 刘凌 83340895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48 深圳市福田区金生幼儿园有限公司 144030460001441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北五街七号 莲花街道康欣社区 庄程翔 庄程翔 韦小冰 66666688 民办园 合格 22800

149
深圳市福田区黄埔雅苑维育礼雅幼
儿园有限公司

144030460001471 深圳市福田区福中路317号 莲花街道福新社区 深圳维亚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肖亮霞 肖亮霞 83282004 民办园 合格 16800

150 深圳市福田区方方乐趣幼儿园 524403046610389973 深圳市福田区新洲南路金地海景花园内 沙头街道翠湾社区 深圳市瑞麟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杨峻中 王亚月 23810830 民办园 合格 2400



151 深圳市福田区行学苑幼儿中心 12440304MB2D69820F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深圳市建筑科学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建科大楼三层

梅林街道孖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赖方方 赖方方 2395470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52
深圳市福田区维育礼雅幼儿园有限
公司

14403046000145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2135号江南名苑A B
栋一二层

福保街道福保社区 深圳维育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刘巧 刘巧 82961010 民办园 合格 14500

153
深圳市福田区贝赛思学校（幼儿
部）

52440304MJL2034979 深圳市福田区新沙街2号 沙头街道新沙社区
力又实业（深圳）有限公司和深圳爱晖
国际教育有限公司、

金东 李臻 82887788 民办园 合格 24600

154
深圳市福田区美懿英皇幼儿园有限
公司

144030460001461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农园路17号香榭
里花园紫苑A、B栋1层裙楼

香蜜湖街道农园社区 美懿教育（深圳）有限公司 薛艳 黄莉 82722315 民办园 合格 26800

155 深圳市福田区杰莘幼儿园 144030460001481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东园路台湾花园大厦 3层1 号，1 号，1 号，1 号南园街道滨江社区 陈汉坤 陈汉坤 刘巧玲 22271078 民办园 新办园 1500

156 深圳市福田区第九幼儿园 12440304MB2D69804R
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菩提路68
号金桂大厦裙楼二层、一层西侧

福保街道福保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袁佳 袁佳 8257585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57 深圳市福田区第一幼儿园福安分园 12440304MB2D831046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新洲路与
福华一路交汇处东南角

福田街道福安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第一幼儿园 莫彦平 陈玲 82898964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58 深圳市福田区第二幼儿园爱华分园 12440304MB2D83120U
深圳市福田区南园街道园西社区爱华市场
北侧

南园街道南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第二幼儿园 刁日霞 刁日霞 8273381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59
深圳市福田区第二幼儿园香蜜湖分
园

12440304MB2D831121
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香岭社区竹子林
三路和紫竹六道交汇处

香蜜湖街道香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第二幼儿园 黄小云 黄小云 8273719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60 深圳市福田区第三幼儿园翠湾分园 12440304MB2D83139Q
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4001号深圳文化创意
园316栋

沙头街道翠湾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第三幼儿园 祁芬 祁芬 8251934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61 深圳市福田区第四幼儿园下梅分园 12440304MB2D83147K 深圳市福田区下梅林天心花园旁围面村内 梅林街道下梅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严梅 严梅 8321740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62 深圳市福田区中洲滨海幼儿园 12440304MB2D83155E 深圳市福田区沙头街道上沙椰树路 沙头街道上沙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邓腊梅 邓腊梅 1866582234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63 深圳市福田区教育传媒幼儿园 12440304MB2D831639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商报路深圳报业集
团新媒体文化产业基地内

莲花街道景华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朱小曼 朱小曼 8314892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64 深圳市福田区天健天骄幼儿园 12440304MB2D831714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西路30号 莲花街道狮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 黎美红 黎美红 8222235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65
深圳市福田区第二实验学校附属幼
儿园

12440304MB2D83091G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梅坳四路6号 梅林街道孖岭社区 深圳市福田区第二实验学校 邓宇 张宝玉 8323832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66 深圳市福田区本一幼儿园有限公司 91440300MA5HCCB263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京社区莲塘尾二
路7号兰江山第一期2栋B座-101-01

梅林街道梅京社区 深圳市班尼香蜜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陈杰 朱思涵 82533221-8030 民办园 新办园 22800

      备注：2021-2022学年幼儿园办学信息截止时间2022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