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学年深圳市幼儿园办学基本信息表(罗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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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 12440300455767996C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4016号 桂园街道人民桥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石梅 石梅 2557279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 深圳市罗湖区教工幼教集团渔民村幼儿园 12440303MB2D47103J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和平路渔民村4栋首层 南湖街道渔邨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工幼教集团 王颖 王颖 2588338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3 深圳市罗湖区爱心幼儿园 52440303683753908C 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北侧松泉山庄旁 东晓街道独树社区 吴燕芳 吴燕芳 杨石珍 2516673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4 深圳市罗湖区阳光新干线幼儿园 52440303667073574J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南路1021号阳光新干线家园内 南湖街道嘉南社区 文华 文华 姜清红 2230229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5 深圳市罗湖区琪琪幼儿园 52440303791723722A 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金色都汇旁 南湖街道向西社区 深圳冠懋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陈春玲 陈春玲 82158215 民办园 合格 1600

6 深圳市泰宁幼儿园 52440303G347939303 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3033号泰宁花园泰宁幼儿园 翠竹街道翠宁社区 深圳市文华房地产有限公司 林梓亨 邝玉波 22360504 民办园 合格 2000

7 深圳市罗湖区深业东岭幼儿园 12440303MB2D47023Y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黄贝三路9号深业东岭花园11号 黄贝街道黄贝岭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黎梅丽 黎梅丽 2274710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8 深圳市罗湖区联城幼儿园 52440303562770699U 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文星花园6栋 南湖街道文锦社区 陈燕 陈燕 张继广 82185966 民办园 合格 2480

9 深圳市罗湖区松泉山庄幼儿园 52440303729851985K 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松泉山庄3栋、5栋裙楼西段 东晓街道独树社区 许金阳 许金阳 张芳琴 2516653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10 深圳市罗湖区托幼幼教集团天钻幼儿园 12440303MB2D46899Y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滨河路1007号 桂园街道鹿丹村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托幼幼教集团 陈玲玲 陈玲玲 8229883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1 深圳市罗湖区红岗幼儿园 52440303664166425Q 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路红岗花园内 清水河街道清水河社区 陈运瑞 陈运瑞 杨金玉 8226247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10

12 深圳市罗湖区合江新新幼儿园 52440303G347926044 深圳市罗湖区友谊路9号大院 南湖街道嘉南社区 郑珊珊 郑珊珊 郑珊珊 82186108 民办园 合格 1325

13 深圳市罗湖区罗湖桥实验幼儿园 144030360001391 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南路1072号边检总站二大院南面小白 （1-3层）南湖街道罗湖社区 何伟红 何伟红 吴寨娜 82321964 民办园 合格 2200

14 深圳海关机关服务中心幼儿园 244030000233 深圳市罗湖区和平路1089号海关大院 南湖街道和平社区 深圳海关 何斌 叶荔 8439921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5 深圳市第六幼儿园 124403004557456077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路碧波花园内 黄贝街道碧波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张晓波 张晓波 2542054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6 深圳市罗湖区若水幼儿园 12440303MB2D74056W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吓屋村273号防洪综合楼 东晓街道草埔东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玲 陈玲 2564920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7 深圳市罗湖区鹿鸣园幼儿园 12440303MB2D34281W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翠竹北路18号 东晓街道松泉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刘婷婷 刘婷婷 2579090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8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教集团雅乐幼儿园 12440303MB2D73707B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草埔吓屋村7号 东晓街道草埔东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教集团 李艳 李艳 2568799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9 深圳市罗湖区松泉幼儿园 12440303MB2D72384C 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4017号中华花园内 东晓街道独树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付晓 付晓 2515220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0 深圳市罗湖区英达幼儿园 12440303MB2D35997F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独树村英达花园一楼 东晓街道独树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刘娟琦 刘娟琦 2551549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1 深圳市罗湖区紫荆花园幼儿园 12440303MB2D69302Q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草埔吓屋村K栋一、二层 东晓街道草埔东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科院 曾美英 曾美英 2567070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2 深圳市罗湖区春源幼儿园 52440303MJL17012XL 深圳市罗湖区金稻田路2053号 东晓街道绿景社区 林淑铃 林淑铃 王琳 25226105 民办园 合格 3100

23 深圳市罗湖区华丽幼儿园 524403036837894929 深圳市罗湖区金稻田路比华利山庄内 东晓街道绿景社区 李延曼 李延曼 黄志红 2564978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24 深圳罗湖区绿茵幼儿园 52440303755696093N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金稻田路2114号绿茵庭苑 东晓街道绿景社区 曾小红 郭志霞 郭志霞 2572209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00

25 深圳市罗湖区七彩阳光幼儿园 52440303571961841R 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松泉山庄4栋6栋裙楼三层 东晓街道独树社区 吴燕芳 吴燕芳 陈龙惠 2515290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75

26 深圳市罗湖区绿景卡通城幼儿园 144030360000561 深圳市罗湖区草埔绿景山庄 东晓街道绿景社区 深圳市马荣天使投资有限公司 王妍 刘岑 25792257 民办园 合格 3000

27 深圳市罗湖区星光幼儿园 52440303G34799531T 深圳市罗湖区太白路4088号雍翠华府裙楼101-103.116-1 -2东晓街道独树社区 张新梅 张新梅 龙群 2567444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28 深圳市罗湖区泰和幼儿园 524403037362967721 深圳市罗湖区泰和花园6栋 东晓街道东晓社区 李延曼 李延曼 陈慧臻 2225635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00

29 深圳市第十幼儿园 124403004557456152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沿河北路宁水花园内 黄贝街道水库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邓婕 邓婕 2542158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30 深圳市罗湖区安馨幼儿园 12440303MB2D72413P 深圳市罗湖区延芳路528号 黄贝街道罗芳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林鹭 林鹭 2216518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1 深圳市罗湖区童乐幼儿园 12440303MB2D542317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布心路东乐花园东乐路43号 东湖街道东乐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胡雪峰 胡雪峰 2500244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2 深圳市罗湖区教科院附属幼儿园 12440303MB2D469365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爱国路3032号 黄贝街道碧波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崔旭霞 崔旭霞 2542831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3 深圳市罗湖区庐峰翠苑幼儿园 12440303MB2D351291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路1000号庐峰翠苑小区金牛座首层 黄贝街道凤凰社区 罗湖区清秀幼教集团 廖娅娣 廖娅娣 2516613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4 深圳市罗湖区罗湖幼儿园（景贝南教学点）12440303MB2D34468U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怡景路景贝南1047号 黄贝街道怡景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静 王静 2554029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5 深圳市罗湖区丽晶幼儿园 52440303571973615X 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路1001号 黄贝街道怡景社区 深圳市丽晶投资有限公司 张彦婷 吴雨禾 25545312 民办园 合格 2500

36 深圳市罗湖区华清园幼儿园 52440303683775816F 深圳市罗湖区经二路38号华清园A、B栋二层 黄贝街道新兴社区 任焕军 任焕军 任牧 2513388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00

37 深圳市罗湖区精灵幼儿园 144030360000621 深圳市罗湖区怡景路1003号 黄贝街道怡景社区 卢敏成 卢敏成 苏建君 2552152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50

38 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苑幼儿园 52440303MJL172328D 深圳市罗湖区罗芳25号罗芳苑四栋1-5层 黄贝街道新兴社区 王连阳 王连阳 郭娜花 8260001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80

39 深圳市罗湖区金色年华新秀幼儿园 524403037852994274 深圳市罗湖区新秀村新秀路103号 黄贝街道新秀社区 深圳市金色年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晏玉仁 陈琼珍 25120072 民办园 合格 2000

40 深圳市罗湖区阳光宝宝幼儿园 144030360000721 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5030号 黄贝街道水库社区 周树贞 周树贞 黄海娜 2566240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00

41 深圳市罗湖区艺智幼儿园 52440303MJL183473P 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金枫花园9栋西段一、二层（裙楼）黄贝街道新兴社区 深圳市誉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李伟 王家廉 8233591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42 深圳市罗湖区罗芳幼儿园 524403037966389143 深圳市罗湖区罗芳路一冶花园内 黄贝街道新兴社区 张锦娥 张锦娥 张冬梅 2566255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43 深圳市第十二幼儿园 124403004557445578U 深圳市罗湖区东乐路66号 东湖街道翠湖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朱惠珍 朱惠珍 2569918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44 深圳市罗湖区晶晶幼儿园 144030360000061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路2010号 东湖街道翠湖社区 深圳市晶晶投资有限公司 马克荣 叶仕平 25519009 民办园 合格 1400

45 深圳市罗湖区大望苑幼儿园 144030360000841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路112号大望苑2栋1楼 东湖街道翠鹏社区 深圳市恺乐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张登魁 张爱锦 2225690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50

46 深圳市罗湖区景轩幼儿园 52440303758640239Y 深圳市罗湖区大望新平瓦窑头路8-1号 东湖街道大望社区 王力 王力 王力 2571330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88

47 深圳市罗湖区景亿幼儿园 52440303667084759A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路90号景亿山庄内 东湖街道翠鹏社区 叶晓君 叶晓君 朱美娜 2549889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48 深圳市罗湖区绿色天使幼儿园 5244030369119133195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大望新田92号 东湖街道大望社区 朱卫军 朱卫军 彭习娟 2875153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60

49 深圳市罗湖区托幼幼教集团木棉岭第一幼儿 12440303MB2D4691XA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马岗路1号 东湖街道金岭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托幼幼教集团 蔡锦红 蔡锦红 25652113 公办园 合格 1008



50 深圳市罗湖区欧兰特幼儿园 52440303081261770B 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4013号景安大厦一楼101-110、二 2 -2东湖街道翠湖社区 杨欢、杨元、韩亚峰 韩亚峰 谢勇云 2580106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80

51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教集团淘金山幼儿园 12440303MB2D46987D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翠荫路218号 东湖街道金湖社区 罗湖区清秀幼教集团 黄品新 黄品新 25164008 公办园 新办园 1008

52 深圳市罗湖区水库新村幼儿园 12440303MB2D366232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爱国路水库新村203号 翠竹街道新村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瑛 陈瑛 8211988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3 深圳市罗湖区梧桐山幼儿园 5244030369396977XK 深圳市罗湖区望桐路赤水洞16号梧桐山综合楼C栋101 东湖街道梧桐山社区 刘敬东 刘敬东 林斯娜 25485824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30

54 深圳市罗湖区乐湖幼儿园 12440303MB2D344414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太宁路8号 东湖街道东乐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蓝淑荣 蓝淑荣 2502954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5 深圳市滨苑幼儿园(园舍重建) 12440300455745586N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南路金塘街滨苑小区１７栋 桂园街道新围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王艺澄 王艺澄 2265178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6 深圳市罗湖区文华幼儿园 144030360000191 深圳市罗湖区北斗路文华花园24号 黄贝街道文华社区 深圳文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申文军 侯雯 25123103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600

57 深圳市罗湖区育才幼儿园 144030360000071 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南路锦星街2007号 黄贝街道文华社区 深圳市育星才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林少贤 郭淑娥 2510241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80

58 深圳市华深实业有限公司华深幼儿园 52440303X1912373XA 深圳市罗湖区爱国路1040号华深大院7栋华深幼儿园 黄贝街道新谊社区 陈燕 陈燕 谢丹丹 2540720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59 深圳市罗湖区鸿翔幼儿园 12440303MB2D3445XU 深圳市罗湖区松园路68号鸿翔花园鸿翔幼儿园 桂园街道松园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刘宇 刘宇 22153229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60 深圳市罗湖区螺岭幼儿园 144030360001341 深圳市罗湖区华丽西路华丽花园裙楼一、二层 黄贝街道新谊社区 许丽贞 许丽贞 田诗琴 8338799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61 深圳市罗湖区瑞吉幼儿园 52440303MJL182884B 深圳市罗湖区松园路鸿翔花园裙楼4、6、7座1103、20 桂园街道松园社区 深圳维君汇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李建君 李建君 25550797 民办园 合格 6800

62 深圳市罗湖区福星幼儿园 5244030345574628XB 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松园南小区4栋 桂园街道大塘龙社区 刘英 刘英 李艳 2589118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60

63 深圳市罗湖区半岛金蕾幼儿园有限公司 144030360001529 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南路北北斗路西尚领公苑 101（一、二、三  ）黄贝岭街道文华社区
深圳市半岛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迪宝贝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黄京凤 靳翠娟 25106297 民办园 合格 8800

64 深圳市罗湖区爱德堡幼儿园 144030360000881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北路160号 桂园街道大塘龙社区 吴爽 吴爽 赵珊辉 2556363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65 深圳市罗湖区海丽达海丽幼儿园 52440303697117806R 罗湖区文锦中路海丽大厦二层 黄贝街道新谊社区 深圳市海丽达国际幼儿教育有限公司 戴薇 雷平 25829880 民办园 合格 4700

66 深圳市罗湖区怡景幼儿园 12440303MB2D54506L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爱国路怡景花园牡丹村2003号 黄贝街道怡景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月 王月 2552578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7 深圳市罗湖区托幼幼教集团红岭幼儿园 12440303MB2D54012W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松园西街48号1栋 桂园街道松园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托幼幼教集团 彭爱荣 彭爱荣 2510059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68 深圳市罗湖区百草园幼儿园 12440303MB2D723259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桂园路果园东9号 桂园街道桂木园社区 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范莉 范莉 2556944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9 深圳市罗湖区汇鑫幼儿园 12440303MB2D49950A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北斗路汇鑫花园二期內 黄贝街道文华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郁 张郁 8221973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0 深圳市罗湖区荣萃幼儿园有限公司 91440300MA5GRH4W1W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华丽路1023号 黄贝街道新谊社区 深圳市拔萃投资有限公司 阮莲珠 常迎莉 22325767 民办园 新办园 6600

71 深圳市罗湖区嘉宝田幼儿园 1244030MB2D470747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东路远富直街8号嘉宝田幼儿园 笋岗街道笋西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秋云 陈秋云 8266326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72 深圳市罗湖区长岭幼儿园 52440303G347952232 深圳市罗湖区长岭村54号长岭幼儿园 莲塘街道长岭社区 许志娟 许志娟 许志娟 2572483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90

73 深圳市罗湖区仙湖幼儿园 5244030308186271XM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仙湖路依仙湖居AB栋负一层 莲塘街道坳下社区 严海平 严海平 温瑞花 2572435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50

74 深圳市罗湖区太阳升新春天幼儿园 52440303093995464A 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207号庐江春天公寓裙楼一层商铺 笋岗街道笋岗社区 罗梅 罗梅 黄彩花 2296639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75 深圳市罗湖区田贝幼儿园 52440303682007014U 深圳市罗湖区洪湖路十号大院5栋1-2层 笋岗街道田贝社区 廖巧清 廖巧清 廖巧清 2553806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00

76 深圳市罗湖区坳下幼儿园 144030360000311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聚宝北路158-160号 莲塘街道坳下社区 吴斐文 吴斐文 吴斐文 2570083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77 深圳市罗湖区源兴居幼儿园 12440303MB2D49942F 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1049号源兴居二座 笋岗街道田贝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秋丽 张秋丽 2573508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8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太阳升幼儿园 5244030373109280X2 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笋岗新村70号 笋岗街道笋岗社区 深圳市笋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罗梅 张美兰 8260135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00

79 深圳市罗湖区田心幼儿园 12440303MB2D69310K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宝岗路田心村庆云花园11栋 笋岗街道田心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余少鹏 余少鹏 8243005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0 深圳市罗湖区新世纪魅力城幼儿园 524403036837609723 深圳市罗湖区洪湖一街合正锦湖逸园3栋裙楼 笋岗街道湖景社区 胡新凤 胡新凤 莫小媚 2221538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81 深圳市罗湖区银英幼儿园 52440303745191024F 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217号银山楼A座银英幼儿园 笋岗街道田心社区 陈舜琦 丘素琼 丘素琼 8242152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82 深圳市教育幼儿园 12440300G34786896W 深圳市罗湖区洪湖五街8号 笋岗街道湖景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王翔 王翔 2562925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83 深圳市罗湖区采婷幼儿园 1440303000671 深圳市罗湖区宝岗路裕华大院银山楼C座底层 笋岗街道田心社区 陈革 陈革 肖曼 82419744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84 深圳市罗湖区华景园幼儿园 12440303MB2D49926R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国威路35号华景园别墅北区 莲塘街道仙湖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匡颖 匡颖 2274066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5 深圳市罗湖区彩虹屋幼儿园 52440303746644224W 深圳市罗湖区罗沙路长岭玉雅居小区四-七栋首层 莲塘街道长岭社区 夏仕亮 夏仕亮 熊运梅 2274619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70

86 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二期幼儿园 12440303MB2D368507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心安路2号 翠竹街道翠达社区 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吴冬梅 吴冬梅 2218221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7 深圳市罗湖区百仕达一期幼儿园 12440303MB2D343295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太宁路28号 翠竹街道翠达社区 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赵丽 赵丽 2511086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8 深圳市罗湖区海丽达新港鸿幼儿园 52440303796622584G 深圳市罗湖区心安路3号新港鸿花园内 翠竹街道翠辉社区 深圳市稳固根基投资有限公司 戴薇 汤小燕 25490025 民办园 合格 5221

89 深圳市罗湖区教工幼教集团鸿业苑幼儿园 12440303MB2D47031R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北路1044号鸿业苑小区内 翠竹街道翠竹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工幼教集团 陈东华 陈东华 25698589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90 深圳市罗湖区金翠园幼儿园 12440303MB2D344339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丽翠路6号 翠竹街道翠平社区 教育行政部门管理 葛燕 葛燕 8220693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91 深圳市罗湖区泊林幼儿园 12440303MB2D343963 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二路38号泊林花园内 翠竹街道翠锦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李红芳 李红芳 2230466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92 深圳市罗湖区翠苑幼儿园 12440303MB2D54020P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东门北路翠竹苑13栋 翠竹街道翠竹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兰开 王兰开 25532720 公办园 合格 924

93 深圳天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幼儿园 52440303G34799478Y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南路27号大院4号 翠竹街道民新社区 深圳天俊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淑玲 刘俊霞 25601187 民办园 合格 2380

94 深圳市罗湖区翠华园幼儿园 524403035930199533 深圳市罗湖区华丽路翠华花园37栋 翠竹街道翠竹社区 周树贞 周树贞 黄霞 2542555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95 深圳市罗湖区曦龙幼儿园 52440303MJL175932K 深圳市罗湖区延芳路曦龙山庄曦兰阁附一、二层 黄贝街道罗芳社区 陈昕 陈昕 马迎新 82393299 民办园 合格 5000

96 深圳市罗湖区新世纪幼儿园 524403037341785371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莲塘村6巷22号 莲塘街道莲花社区 陈奕立 陈奕立 彭小芬 2572314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40

97 深圳市罗湖区鹿茵幼儿园 52440303683799017H 深圳市罗湖区鹏兴路一号鹿茵翠地花园1-4栋一层 莲塘街道西岭社区 宋军 宋军 王玲 2548428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00

98 深圳市罗湖区惠名幼儿园 5244030345574863XB 深圳市罗湖区罗沙东路惠名花园内 莲塘街道长岭社区 深圳市惠名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周春江 时文敏 2572307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60

99 深圳市罗湖区海富幼儿园 52440303680379092X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海富花园富丽阁二层 黄贝街道文华社区 潘向安 潘向安 潘小玲 25121757 民办园 合格 1980 

100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12440303G347818762 深圳市罗湖区文锦北路1060号 翠竹街道民新社区 罗湖区教育局 郭  琼 郭  琼 8222709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01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教集团荣悦幼儿园 12440303MB2D46979 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2018号 翠竹街道木头龙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教集团 徐敏 徐敏 2272992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02 深圳幼儿园 12440300455770052X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北环大道1038号 清水河街道银湖社区 深圳市教育局 宋克 宋克 8219321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03 深圳市罗湖区草埔幼儿园 52440303G34794589L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草埔西鹤围村3号 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区 申文蓉 申文蓉 陈冬梅 2223553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80

104 深圳市罗湖区金祥幼儿园 52440303683787518T 深圳市罗湖区金祥都市花园金玉苑1-3栋118室 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区 张小平 张小平 王静 2587222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20

105 深圳市罗湖区精精幼儿园 524403036820315245 深圳市罗湖区草埔西章輋村54号 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区 杨惠展 杨惠展 何小丽 2510923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40



106 深圳市罗湖区龙苑幼儿园 12440303MB2D369220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红岗路1299号龙园山庄内 清水河街道龙湖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唐艳 唐艳 82122822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07 深圳市罗湖区坭岗幼儿园 52440303733058031R 深圳市罗湖区泥岗村街心花园旁 清水河街道坭岗社区 陈胜坚 曾建国 王玉华 8242160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108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为民幼儿园 524403036685188032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樟輋村56号 清水河街道草埔西社区 陈明芳 陈明芳 符萨 22234042 民办园 合格 1100

109 深圳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幼儿园 52440303G347947224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北路红岗西村市一建公司生活区 清水河街道梅园社区 深圳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李虹 陈荣 82260484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84

110 深圳市罗湖区金湖幼儿园 12440303MB2D343370 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街道金碧路2号 清水河街道银湖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郭英 郭英 8242605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1 深圳市罗湖区悦园幼儿园 52440303311705171B 深圳市罗湖区红岗北路金祥都市花园悦园首层 清水河街道草埔社区 陈明芳 陈明芳 谢冬兰 2584229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50

112 深圳市罗湖区武锦幼儿园 5244030368536878X8 深圳市罗湖区金湖路18号武警医院宿舍大院 清水河街道玉龙社区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医院 谢珊珊 黄淑芬 2593249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80

113 深圳市罗湖区马古岭幼儿园 12440303MB2D34417K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路1149号 翠竹街道翠平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叶君 叶君 8228304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4 深圳市罗湖区童晖幼儿园 52440303793887595R 深圳市罗湖区田贝一路龙屋小区内17栋 翠竹街道民新社区 周树贞 李娉婷 彭丽珊 邓欣婕 周树贞 唐嘉穗 25629952 民办园 合格 1600

115 深圳市罗湖区托幼中心 12440303455767814K 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童乐路69号 东门街道花场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局 马岚 马岚 82173323-81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16 深圳市罗湖区清源幼儿园 12440303MB2D73635J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大望新田村223号 东湖街道大望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吴宏 吴宏 2235369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7 深圳市罗湖区清泉幼儿园 12440303MB2D73993K 深圳市罗湖区东湖街道大望社区新平村406号 东湖街道大望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晓燕 陈晓燕 25711219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18 深圳市财贸幼儿园 144030360000011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北路2141号 东门街道立新社区 黄伟华 黄伟华 黄俊玉 8222209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119 深圳市罗湖区城建太白居幼儿园 524403037362985913 深圳市罗湖区布心东晓路太白小区 东湖街道翠鹏社区马克荣 深圳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 马克荣 周奶茹 25793316 民办园 合格 2400

120 深圳市罗湖区贝丽幼儿园 52440303G5478257XB 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二路贝丽花园136号贝丽幼儿园 翠竹街道翠锦社区 林岚 林岚 周利红 2562501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121 深圳市罗湖区金苹果幼儿园 144030360000501 深圳市罗湖区大望村577号 东湖街道大望社区 江玉颜 江玉颜 黄媚 25521362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880

122 深圳市罗湖区新平幼儿园 52440303070367553W 深圳市罗湖区新平村125号102、201、301 东湖街道大望社区 林家毅 林家毅 邵睿 8263693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30

123 深圳市罗湖区清清幼儿园 5244030378529719X0 深圳市罗湖区乐园路70号三楼 东门街道湖贝社区 李木树 李木树 杨润芬 8225113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50

124 深圳市罗湖区聚龙幼儿园 5244030366709341XK 深圳市罗湖区文锦中路2123号聚龙大厦B座 东门街道螺岭社区 唐敬娜 唐敬娜 邓六银 82685819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200

125 深圳市罗湖区教工幼儿园 12440303455798784K 深圳市罗湖区沿河北路2093号 黄贝街道碧波社区 罗湖区教育局 郭华 郭华 22744065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26 深圳市罗湖区教工幼儿园广岭教学点 12440303455798784K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广岭家园 莲塘街道广岭社区 罗湖区教育局 郭华 郭华 25667164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27 深圳市罗湖区教工幼教集团金城幼儿园 12440303MB2D46960M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凤凰街金城华庭小区内 黄贝街道新谊社区 罗湖区教育局 何红艳 何红艳 2501108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28 深圳市罗湖区教工幼教集团莲馨幼儿园 12440303MB2D4704XH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国威路21号 莲塘街道畔山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工幼教集团 廖小珍 廖小珍 82689383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29 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附属幼儿园 12440303MB2D47349L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国威路363号 莲塘街道鹏兴社区 深圳市罗湖外语学校 戴洪富 戴洪富（兼） 2573098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30 深圳市罗湖区合正锦园幼儿园 12440303MB2D35081Q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国威路33号合正锦园小区内 莲塘街道畔山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缪秀 缪秀 8267887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31 深圳市罗湖区东方尊峪幼儿园 12440303MB2D3437X8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罗沙路2020号 莲塘街道长岭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黄源 黄源 82637778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32 深圳市罗湖区鹏兴幼儿园 12440303MB2D34409Q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聚宝路3号鹏兴花园六期小区内 莲塘街道鹏兴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凤玲 张凤玲 2548820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33 深圳市罗湖区桐景幼儿园 12440303MB2D49993P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港莲路18号桐景花园汇景阁一、二莲塘街道莲花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郑育龄 郑育龄
25824450
/2582445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34 深圳市罗湖区梧桐新居幼儿园 12440303MB2D49934L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畔山路122号梧桐山新居小区内 莲塘街道仙湖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院 饶彤宇 饶彤宇 2548377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35 深圳市罗湖区莲南小学附属幼儿园 12440303MB2D49985W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港莲路105号（现21号） 莲塘街道莲花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伟 高伟 2582083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36 深圳市罗湖区维君汇卓能幼儿园 52440303MJL167000X 深圳市罗湖区国威路4-2号雍翠豪园综合楼一、二层 莲塘街道仙湖社区 李震君 李震君 王燕丽 25720668 民办园 合格 4862

137 深圳市罗湖区东方格林幼儿园 52440303055125839N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罗沙路4099号兰亭国际公寓内 莲塘街道西岭社区 张北海 张北海 张琍 36822938 民办园 合格 4968

138 深圳市罗湖区聚宝幼儿园 52440303MJL1900241 深圳市罗湖区聚宝路163号莲塘D小区3栋一层4栋南一层2号莲塘街道仙湖社区 深圳市聚宝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林浩雄 许慧琪 82633198 民办园 合格 1600

139 深圳市罗湖区昊德宸中心幼儿园 144030360000171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国威路192号鹏兴花园一期内 莲塘街道鹏兴社区 深圳市昊德宸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汪芳 黄少敏 2517272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600

140 深圳市罗湖区小红星幼儿园 52440303799233509Y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国威路D小区8栋 莲塘街道仙湖社区 陈白武 陈白武 宋海荣 2572385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46

141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教集团培知幼儿园 12440303MB2D723927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街道仙桐路8号云景梧桐4栋 莲塘街道仙湖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教集团 季琴 季琴 82621678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42 深圳市罗湖区欧斯蒙幼儿园有限公司 91440300MA5GQP4U1F
深圳市罗湖区莲塘东片区仙桐御景家园配套市场101-
106/201-207/301-304/306

莲塘街道仙湖社区 深圳市格致教育投资有限公司 陈静 郭亚凡 25709963 民办园 新办园 4500

143 深圳市罗湖区水贝幼儿园 12440303MB2D469440 深圳市罗湖区翠竹街道水贝一路86号 翠竹街道水贝社区 深圳市罗湖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秀阳 陈秀阳 82337826 公办园 新办园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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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