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学年深圳市幼儿园办学基本信息表(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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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12440305G34783708N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石云路石云村蓓

蕾幼儿园
蛇口街道大铲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余幼平 余幼平 2668145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幼儿园 124403054558287951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83号16栋荔苑小
区南区

南山街道荔芳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李春玲 李春玲 26567052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3 深圳市南山区机关幼儿园 1244030545582882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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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5642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4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幼儿园 12440305G347866503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东）中信海文花
园

粤海街道滨海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 杨丽媛 杨丽媛 2649084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幼儿园 124403054557457466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沙河西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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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30134-500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6 深圳市南山区首地幼儿园 12440305MB2D21296W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香山西街 沙河街道文昌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满晶 满晶 86518081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7 深圳市南山区龙海第一幼儿园 12440305MB2D22520B
深圳市南山区桂湾三路龙海家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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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8660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 深圳市南山区龙海第二幼儿园 12440305MB2D224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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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98330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9 深圳市南山区崇文幼儿园 12440305MB2D216914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留仙大道38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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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975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0
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阳光幼

儿园
12440305MB2D4499X1 深圳市南山区桂庙路110号

南山街道阳光棕榈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卢瑞瑄 卢瑞瑄 8606712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1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第二幼儿园 12440305MB2D43882F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环路18号阳光带海

滨城一期小区内
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蒋新颖 蒋新颖 2601167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2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第三幼儿园 12440305MB2D43890A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环路35号（阳光带
海滨城二期）

粤海街道高新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陶娜 陶娜 8601405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3 深圳市南山区教科院附属幼儿园 12440305MB2D42548M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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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29222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14 深圳市南山区纯水岸幼儿园 12440305MB2D21309J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香山西街19号纯
水岸十五期

沙河街道文昌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幼儿园 张袅娜 张袅娜 8652791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5 深圳市南山区天鹅湖幼儿园 12440305MB2D21317D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侨香路天鹅湖花
园二期旁

沙河街道文昌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陈佩孺 陈佩孺 86728112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6
深圳市南山区冠铭雅苑第二幼儿
园

12440305MB2D2171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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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3996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7 深圳市南山区玺乐幼儿园 12440305MB2D213258 深圳市南山区望海路1099号 招商街道水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慧 王慧 2161326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8 深圳市南山区桃花园幼儿园 12440305MB2D2170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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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俊琴 袁俊琴 2165948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9 深圳市南山区阳光粤海幼儿园 12440305MB2D22133Y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33号 粤海街道粤桂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机关幼儿园 王静 王静 8618966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0 深圳市南山区兰溪谷幼儿园 12440305MB2D4915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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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周晓丽 周晓丽 2682708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21 深圳市南山区御景峰幼儿园 12440305MB2D489904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京基御领公馆3
块地4栋

桃源街道长源社区
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第二实

验学校
马骎骎 马骎骎

86008660-
333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2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侨城豪苑幼儿
园

12440305MB2D490025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21号 沙河街道明珠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小学 郭群翠 郭群翠 2676561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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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第一幼儿园 12440305MB2D488192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村竹苑松坪第一幼儿
园

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第二小学 罗秀珍 罗秀珍 26638863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4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阳光棕榈幼儿
园

12440305MB2D48683B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前海路阳光棕榈
园小区内

南山街道阳光棕榈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阳光小学 吕萍 吕萍 2640009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5
深圳市南山区龙珠俊峰丽舍幼儿
园

12440305MB2D4902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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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02439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6 深圳市南山区天地峰景幼儿园 12440305MB2D4878X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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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鹏 2966088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7 深圳市南山区深大香瑞园幼儿园 12440305MB2D4889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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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丽英 2666430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28 深圳市南山区观海台花园幼儿园 12440305MB2D490618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文心五路观海台

小区C栋首层
粤海街道、海珠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

（集团）
程英姿 程英姿 8652521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9 深圳市南山区信和自由幼儿园 12440305MB2D48974E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南海大道信和自
由幼儿园狮子座首层

粤海街道南油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小学 陈碧芳 陈碧芳 3300358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0 深圳市南山区海月花园幼儿园 12440305MB2D48704U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海月花园二期4
栋

招商街道海月社区
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后海小

学
刘兴舟 刘兴舟 2683593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1
深圳市南山区海月华庭花园幼儿
园

12440305MB2D490880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月华路22号 招商街道海月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桂庆旭 桂庆旭 2668365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2 深圳市南山区教苑幼儿园 12440305MB2D48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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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红珍 2685450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3 深圳市南山区新桃源幼儿园 12440305MB2D488005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龙珠大道33号桃
源村内115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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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9958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4 深圳市南山区新桃源第一幼儿园 12440305MB2D491256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桃源村49栋旁新
桃源第一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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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卓雅幼儿园 12440305MB2D40109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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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8072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6 深圳市南山区桃苑幼儿园 12440305MB2D491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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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哈尔滨工业大学（深

圳）实验学校
张军义 张军义 8658000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7 深圳市南山区深大诺德幼儿园 12440305MB2D4914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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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6259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8 深圳市南山区碧榕湾幼儿园 12440305MB2D49037P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太子山沿湖路雷

圳碧榕湾海景花园内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降近谷 降近谷 8662962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9 深圳市南山区心海湾幼儿园 12440305MB2D48958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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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刘素琴 刘素琴 2680769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0 深圳市南山区向南瑞峰幼儿园 12440305MB2D4883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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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覃冬晓 8657758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1
深圳市南山区滨海半岛第二幼儿
园

12440305MB2D48966K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区东角头金世纪路1
号半岛城邦二期内

蛇口街道东角头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慧 王慧 2161996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2 深圳市南山区蓝漪花园幼儿园 12440305MB2D48712N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海滨东路51号 蛇口街道海滨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袁丹洁 袁丹洁 2689970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3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玫瑰幼儿园 12440305MB2D491331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望海路南海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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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0826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4 深圳市南山区鼎太风华幼儿园 12440305MB2D493793 深圳市南山区鼎太风华南区5期旁
南山街道鼎太风华社

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杨爽 杨爽 8605899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5 深圳市南山区水木华庭幼儿园 12440305MB2D48907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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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吴艳 赵江红 2679914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6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世界花园幼

儿园
12440305MB2D4894XQ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世界花园小区内 沙河街道华夏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机关幼儿园 蒋平 蒋平 2675846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7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第二幼儿园 12440305MD2B488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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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瞿海燕 瞿海燕 2663898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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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文理幼儿园 12440305MB2D4882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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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3525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9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南国丽城幼儿
园

12440305MB2D49096T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留仙大道北南国
丽城小区内

西丽街道丽城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小学 彭玉娟 彭玉娟 8656038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0 深圳市南山区香山里幼儿园 12440305MB2D489829 深圳市南山区侨北3街2号香山里幼儿园 沙河街道文昌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汪文娟 汪文娟 2392947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1 深圳市南山区西海湾花园幼儿园 12440305MB2D489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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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燕 黄燕 2555131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2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实验幼儿园 12440305MB2D489311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村99栋后面 桃源街道桃源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丽湖学校 蔡献红 蔡献红 2692232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3 深圳市南山区绿海名都幼儿园 12440305MB2D4885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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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967482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54 深圳市南山区海印长城幼儿园 12440305MB2D48843J 深圳市南山区文心二路38号 粤海街道海珠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李娜 李娜 86054135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5 深圳市南山区世纪村幼儿园 12440305MB2D48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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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庆江 26753884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6 深圳市南山区红树湾幼儿园 12440305MB2D4886X5 深圳市南山区深湾一路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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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进丽 韩进丽 26939333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7 深圳市南山区波托菲诺幼儿园 12440305MB2D48798H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波托菲诺
幼儿园

沙河街道文昌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寇瑞雪 寇瑞雪 26003535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58 深圳市南山区花园城三期幼儿园 12440305MB2D4907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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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晓华 张晓华 26819013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9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附
属第二幼儿园

12440305MB2D48675G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悠然路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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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9024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0
深圳市南山区滨海半岛第一幼儿
园

12440305MB2D49045J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金世纪路1号半
岛城邦花园一期内

蛇口街道东角头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瑜 王瑜 2162155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1
深圳市南山区海滨红树西岸幼儿
园

12440305MB2D490100
深圳市南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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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8291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2 深圳市南山区瑞河耶纳幼儿园 12440305MB2D49053D
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深湾三路瑞河耶纳

小区内
沙河街道东方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李婧 李婧 8628226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3
深圳市南山区南方科技大学附属

幼儿园
12440305MB2D49504P

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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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3600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4 深圳市南山区科技第一幼儿园 12440305MB2D486916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翠溪路3号 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万莉 万莉 2650159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5
深圳市南山区大冲都市花园幼儿
园

12440305MB2D74400Q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冲云路39号 粤海街道大冲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志红 张志红 8696251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66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时代第一幼儿
园

12440305MB2D7436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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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幼儿园 张丽娜 张丽娜 2649998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67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时代第二幼儿
园

12440305MB2D74371D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前海自贸区深港
基金小镇

南山街道桂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机关幼儿园 廖思雅 廖思雅 86635891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68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第一幼儿园 12440305MB2D74435B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蛇口招商路178
号

招商街道水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冯瑞娟 冯瑞娟 2667086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69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第三幼儿园 12440305MB2D744511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文竹园小区内 招商街道文竹园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冯剑 冯剑 2683876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0 深圳市南山区育才第四幼儿园 12440305MB2D744436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九路兰园二街8
号

招商街道兰园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梁明军 梁明军 2682922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1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山海幼儿园 12440305MB2D74718K
深圳市南山区沿湖路45号山海翠庐小区

内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幼儿园 廖丹 廖丹 8668106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72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康苑幼儿园 12440305MB2D746973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康苑路民政公寓

首层
南头街道大汪山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大新幼儿园 刘春玉 刘春玉 8625068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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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古城幼儿园 12440305MB2D7438X5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3063号 南头街道南头城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赵锦霞 赵锦霞 2641809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4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蛇口幼儿园 12440305MB2D7470XK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荣村小区13栋 蛇口街道海滨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蓓蕾幼儿园 但卫民 但卫民 26672024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5 深圳市南山区麒麟花园幼儿园 12440305MB2D51129G 深圳市南山区玉泉路麒麟花园A区 南头街道莲城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蒋盈盈 蒋盈盈 26583866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76 深圳市南山区锦绣花园幼儿园 12440305MB2D74427G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华侨城锦绣花园
一期裙楼301室

沙河街道光华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小学 王靖 王靖 2694062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7 深圳市南山区九祥岭幼儿园 12440305MB2D743985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九祥岭西丽小学

内
西丽街道新围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小学 卓丹 卓丹 2662211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8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中科硅谷幼儿

园
12440305MB2D74419M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丽山路北硅谷公

寓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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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0118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79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领玺幼儿园 12440305MB2D82259P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前海自贸东街
126号招商领玺家园4栋

南山街道荔芳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机关幼儿园 潘峻茹 潘峻茹 2161334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80 深圳大学附属南山幼儿园 12440305MB2D82443F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南海大道3688
号深圳大学校内

粤海街道深大社区
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外国语

中学
刘丽英 刘丽英 2655893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1 深圳市南山区浅水湾花园幼儿园 12440305MB2D829452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南路卓越浅
水湾小区内

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周立英 周立英 8618666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2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澳城花园幼儿
园

12440305MB2D829377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蛇口东港路北后
海滨路西东角头路27号

蛇口街道东角头社区 北京师范大学南山附属学校 程丹 程丹 26831564 公办园 公办园 1008

83 深圳市南山区城市花园幼儿园 12440305MB2D82435L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荔林社区荔英路
59号

南山街道荔林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小学 徐舫 徐舫 8638039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4 深圳市南山区麒麟公馆幼儿园 12440305MB2D82240T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丽湖社区沁园二
路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
道丽湖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小学 陈权飞 陈权飞 86323401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85 深圳市南山区同乐华泰幼儿园 12440305MB2D830834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铁二路华泰小区
内

南头街道同乐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园丁学校 张业晨 张业晨 26707775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86
深圳市南山区朗麓家园第一幼儿
园

52440305MJL1717719 深圳市南山区朗麓家园小区内 桃园街道福光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幼儿园 黄海芳 黄海芳 3320985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7
深圳市南山区朗麓家园第二幼儿

园
52440305MJL170779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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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幼儿园 魏霞 魏霞 8616580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8 深圳市南山区爱榕园幼儿园 52440305G347934630 深圳市南山区爱榕园小区25栋首层 招商街道桂园 梁婧波 梁婧波 梁婧波 2669801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89 深圳市南山区爱心幼儿园 52440305G3480259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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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6948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90 深圳市南山区白芒幼儿园 524403057979799131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白芒村南87号 西丽街道白芒社区 苏育霞 苏育霞 曾志山 8614584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91 深圳市南山区宝乐幼儿园 52440305752544676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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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7281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50

92 深圳市南山区文博浪琴屿幼儿园 524403057432040393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浪琴屿花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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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5675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93 深圳市南山区茶光幼儿园 52440305795408607L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茶光村104栋首层 西丽街道曙光社区 高国辉 高国辉 黄松妹 2690303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80

94 深圳市南山区创新幼儿园 52440305MJL1976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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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贺间 86963861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500

95 深圳市南山区春天幼儿园 52440305G3479917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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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5293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00

96 深圳市南山区大勘第一幼儿园 52440305MJL167852K 深圳市南山区大勘二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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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9688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97 深圳市南山区大磡幼儿园 52440305668513578G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大磡工业一路22

号
西丽街道大磡社区 刘炳英 刘炳英 刘炳英 86323305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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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深圳市南山区大拇指幼儿园 5244030577161488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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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10270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000

99 深圳市南山区德意名居幼儿园 52440305319364068M
深圳市南山区动物园路德意名居（一
期）3栋144一148

桃源街道大学城社区 肖月 肖月 庄凤梅 8671965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00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幼儿园 52440305G34802681W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31号登良花园22
栋

南山街道登良社区 张霖 张霖 叶利平 2664131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101 深圳市南山区东方丽珠幼儿园 524403057586238772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100号旺海怡苑二
楼东侧

南头街道红花园社区 荣春霞 荣春霞 荣春霞 26483689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200

102 深圳市南山区东方幼儿园 52440305G3479217X9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后海路蓬莱花园一栋

二楼
招商街道海月社区 肖莉 肖莉 曹辉 8827958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103 深圳市南山区官龙幼儿园 52440305782776101G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官龙村综合楼一楼 西丽街道新围社区 郭水广 郭水广 燕岳梅 2658693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04 深圳市南山区光前村幼儿园 52440305799200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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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9003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00

105 深圳市南山区桂园幼儿园 52440305G34801726L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桂园小区桂园管理楼 招商街道桂园社区 梁婧波 梁婧波 王晓枝 2686798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06 深圳市南山区海滨幼儿园 52440305G3480263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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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6192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50

107 深圳市南山区海湾幼儿园 52440305G3480262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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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燕 2668292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50

108 深圳市南山区海月幼儿园 52440305G34802470D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海月花园一期10
栋首层

招商街道办海月社区 王海侠 王海侠 尚玉华 2685592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00

109 深圳市南山区鸿瑞幼儿园 5244030576637951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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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小燕 26420628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300

110 深圳市南山区华萃幼儿园 52440305G34795127M 深圳市南山区学府路荔馨村3栋2楼 南头街道田厦社区 肖莉 肖莉 肖莉 2666076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11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华艺幼儿园 52440305G3479487XF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光华街23栋1—2
层

沙河街道光华街社区 李银花 李银花 石丹凤 2691383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112 深圳市南山区欢乐幼儿园 5244030578276010X4
深圳市南山区桂庙西路金雅西部市场二

楼西侧
南山街道北头社区 鲁学利 梁泊莎 梁泊莎 86565754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13 深圳市南山区惠中名苑幼儿园 524403057716158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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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729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14 深圳市南山区佳嘉豪苑幼儿园 52440305799211668N 深圳市南山区佳嘉豪苑小区内 粤海街道海珠社区 张文 张文 李慧芬 8619424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15 深圳市南山区金鹏幼儿园 52440305G34802585K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曙光花园B栋 蛇口街道渔二社区 王莎 王莎 王莎 2668541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50

116 深圳市南山区金品幼儿园 52440305G3479707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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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2491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00

117 深圳市南山区金色童年幼儿园 524403057827508171
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大新路中信达大厦
金色童年艺术幼儿园

南头街道马家龙社区 黄志莲 黄志莲 黄志莲 2644496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18 深圳市南山区金田幼儿园 52440305G347937543 深圳市南山区金田花园4栋 南山街道向南社区 杨文洪 杨文洪 杨文洪 2652229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119 深圳市南山区锦福幼儿园 52440305661032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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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9929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20 深圳市南山区锦隆幼儿园 52440305G3480189XQ
深圳市南山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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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55497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480

121 深圳市南山区菁英荟幼儿园 52440305MJL172600G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石鼓路3036号菁英

家园小区内
西丽街道新围社区 梁嘉欣 梁嘉欣 林少岑 3688268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22
深圳市南山区晶晶冠铭雅苑幼儿

园
52440305MJL180985J 深圳市南山区冠铭雅苑小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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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59477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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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深圳市南山区晶晶汇金幼儿园 52440305795437707A 深圳市南山区汇金家园内 南头街道马家龙社区 马克荣 马克荣 夏琴 2267803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24 深圳市南山区康乐幼儿园 52440305G3480285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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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6222516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00

125 深圳市南山区蓝海幼儿园 52440305G34794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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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春兰 86635863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100

126 深圳市南山区莲城幼儿园 52440305G3479907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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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5962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00

127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嘉园幼儿园 524403053262935793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留仙大道打石一路

中兴人才公寓商铺107号
西丽街道西丽社区 深圳璞安有限公司 李璞文 谭孝丽 2678871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28 深圳市南山区留仙幼儿园 524403056729864314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村路21号 西丽街道留仙社区 胡艳枝 胡艳枝 吴楚女 2937350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29 深圳市南山区龙都幼儿园 5244030577987643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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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谭仕称、深圳市特蕾新实业有

限公司

周隽 邓运花 26941868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500

130 深圳市南山区龙井幼儿园 52440305G3479700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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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8046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31 深圳市南山区龙瑞佳园幼儿园 52440305MJL172619D
深圳市南山区兴海大道1048号龙瑞佳
园山海津小区内

招商街道五湾社区 龙岗区中海怡美幼儿园 肖银霞 黄春梅 88270432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400

132 深圳市南山区龙珠幼儿园 52440305667050217c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桃源街道新屋村118
号

桃源街道珠光社区 深圳市海悦教育有限公司 吴桐文 邓奋 2678622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33 深圳市南山区麻磡幼儿园 524403057979531074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麻磡村麻磡综合楼
一至二楼

西丽街道麻磡社区 陈海洲 陈海洲 温月容 8611308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134 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幼儿园 52440305591894471H
深圳市南山区麒麟路金龙工业区3#宿舍
D段1—3层

南头街道马家龙社区 张小琼 张小琼 许志珍 2644087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35 深圳市南山区梦欣幼儿园 524403055918523784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西丽街道西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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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07158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200

136 深圳市南山区明日之星幼儿园 524403054557519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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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恵琴 2646223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00

137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城市花园幼儿

园
524403055657219800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大道与创业路交汇处

南光城市花园3栋
南山衔道南光社区 严虹 严虹 骆丽芳 26656280 普惠性民办园 不合格 1500

138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幼儿园 52440305736262636C 深圳市南山区南光花园八栋首层 南山街道南光社区 吴素明 吴素明 吴素明 8612728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39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幼儿园 52440305G347825888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北头新村南山幼儿
园

南山街道北头社区 北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蔡小薇 文兰 26406137 普惠性民办园 不合格 1400

140 深圳市南山区南水幼儿园 52440305772703742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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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07197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50

141 深圳市南山区南园幼儿园 52440305G34796699N
深圳市南山区登良路62号南园综合楼附
楼

南山街道登良社区 刘雅洁 刘雅洁 何丽霞 2640504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42 深圳市南山区培乐幼儿园 52440305G34794212K
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二号路祥云花园
一楼

南头街道南联社区 黄助云 黄助云 张小琼 2608981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00

143 深圳市南山区平丽幼儿园 52440305G34803617F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西丽大道平丽花园
一栋首层

西丽街道丽湖社区 严虹 严虹 符容丹 8630167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44 深圳市南山区平山幼儿园 52440305736266282B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平山二西888号 桃源街道平山社区 深圳市千秋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杨秋珍 游冬妹 2698500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00

145 深圳市南山区栖游记幼儿园 52440305MJL185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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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华英达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王红艳 王秀丽 2162216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46 深圳市南山区启明幼儿园 52440305781383664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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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7793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50

147 深圳市南山区启鹏幼儿园 52440305G3479938X8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招北振兴5栋2层 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 常屏 常屏 温嘉莉 2339879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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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深圳市南山区瑞星幼儿园 524403057992289029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大磡园丁楼三栋 西丽街道大磡社区 张良英 李强辉 刘晓敏 8665341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49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湾厦村幼儿园 52440305G34796584G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渔村路177号 蛇口街道湾厦社区 湾厦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樊锦端 张放 2688898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400

150
深圳市南山区松坪山居委会幼儿
园

52440305795407188C 深圳市南山区宝深路61栋101—106 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 苏红日 苏红日 苏红日 2641541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30

151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学城托幼中心 52440305774129465X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塘朗综合楼 桃源街道塘朗社区 梁叶宜 梁叶宜 蓝白茹 2601075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52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幼儿园 52440305MJL184628H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元头巷4栋 桃源街道塘朗社区 李璞文 李璞文 李璞文 86564279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400

153 深圳市南山区特蕾新豪方幼儿园 52440305455748728U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四道豪方花园内豪

方幼儿园
粤海街道麻岭社区 郭小娜 刘幸云 艾泽红 2673832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50

154 深圳市南山区童年幼儿园 52440305G34802649H 深圳市南山区华明路后海第一统统建楼 粤海街道办后海社区 李剑英 李剑英 李雪梅 86724093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000

155 深圳市南山区湾畔幼儿园 5244030576049789XN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东路186号中海深圳
湾畔花园2-3栋一楼

沙河街道明珠街社区 马骊 马骊 马骊 2600007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56 深圳市南山区文光幼儿园 52440305G347998140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文光村文康苑4
栋101

西丽街道曙光社区 肖月 肖月 肖月 2662547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57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众城幼儿园 52440305MJL19119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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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南山区众城教育投资有

限公司
张慧建 谢庆芬 2378467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58 深圳市南山区西苑幼儿园 52440305G3479972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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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25679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59 深圳市南山区小白兔幼儿园 52440305G3480293XF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花园月华园B3、
B4栋

南山街道月亮湾社区 刘海燕 刘海燕 罗美英 26392346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100

160 深圳市南山区小百灵幼儿园 52440305G348025426
深圳市南山区中山园路58号中山苑七栋
一、二层

南头街道莲城社区 郑洁美 郑洁美 郑洁美 2650325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80

161 深圳市南山区小逗号幼儿园 52440305G34802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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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04390 普惠性民办园 不合格 1000

162 深圳市南山区小明珠幼儿园 52440305455748605T
深圳市南山区中山西街23号小明珠幼儿

园
南头街道南头城社区 林燕芳 林燕芳 林燕芳 26615976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900

163 深圳市南山区小天使幼儿园 52440305G34802761G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海昌街海湾花园10栋 蛇口街道海昌社区 林秀琴 林秀琴 王海侠 2668460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164 深圳市南山区新超第二幼儿园 52440305455749341Q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花果路围仔西110号 蛇口街道围仔社区 徐波 徐波 彭雪梅 2669858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50

165 深圳市南山区新超幼儿园 52440305G34797026B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村南巷7-8号 南山街道南山社区 徐波 徐波 黎兆燕 8625104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66 深圳市南山区新蕾幼儿园 52440305X19098167U
深圳市南山区花果路83号电业招待所一
二三楼

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 刘美玉 刘美玉 刘美玉 26683372 普惠性民办园 不合格 950

167 深圳市南山区新童乐幼儿园 52440305455745965c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八路沿山路48号
幼儿园综合楼

招商街道沿山社区 张玲 张玲 李恵璇 2667882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300

168 深圳市南山区新屋村幼儿园 52440305MJL191414T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新屋村工业区四
栋1楼

桃源街道珠光社区 涂功虎 涂功虎 邹芸平 2678009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69 深圳市南山区星海幼儿园 524403057432248229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留仙大道嘉兴苑一
栋二楼、二栋二楼

西丽街道留仙社区 卓坚跃 张宏元 彭艳平 8616542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50

170 深圳市南山区星艺幼儿园 524403057556802388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沙河路亿家商业中心
二楼

西丽街道西丽社区 周文 周文 蔡先文 2668942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71 深圳市南山区叶氏方恩幼儿园 52440305752544131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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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5532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950

172 深圳市南山区一鸣幼儿园 524403050943316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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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7707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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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深圳市南山区银河幼儿园 5244030569558024XH
深圳市南山区白石洲沙河世纪日月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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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873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74 深圳市南山区育林幼儿园 52440305G347950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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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8558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100

175 深圳市南山区育苗幼儿园 52440305736264906Q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街道海湾花园观涛小
筑28号

蛇口街道海昌社区 张其奕 张其奕 李秀琼 2683629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176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幼儿园 52440305770310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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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9036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50

177 深圳市南山区知行世家幼儿园 524403057954164124
深圳市南山区后海大道龙城路云海天城

世家小区内
粤海街道创业社区 赵宝民 赵宝民 尹翠琼 8621580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78
深圳市南山区中国南山开发（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幼儿园
52440305G34794730U 深圳市南山区赤湾少帝路6号 招商街道赤湾社区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刘衍 姚艳婷 26817119 普惠性民办园 基本合格 1500

179 深圳市南山区众冠幼儿园 52440305741226955D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留仙大道众冠花园众
泰楼AB座二层

西丽街道丽城社区 陈丽萍 陈丽萍 陈丽萍 2673551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180 深圳市南山区珠光幼儿园 52440305G34796971W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光前村汇文苑七栋
1楼

桃源街道龙光社区 彭镇解 彭镇解 黄美琴 2600487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00

181 深圳市南山区育德幼儿园 5244030567295914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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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7924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82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山庄第一幼
儿园

52440305MJL2043777
深圳市南山区月亮湾山庄三期幼儿园整
栋

南山街道月亮湾社区 黄艳红 黄艳红 宋微微 21654824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83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湾幼儿园 52440305MJL174534Q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荔湾社区港城一
街88号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沈军 周艳艳 王小燕 8948119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500

184 深圳市南山区爱德幼儿园 52440305MJL17940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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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诚恩教育有限公司 梁雪圆 欧李娜 26928861 民办园 合格 4480

185 深圳市南山区爱文幼儿园 52440305MJL1978088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工业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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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158905 民办园 合格 28000

186 深圳市南山区半岛第三幼儿园 52440305MJL19543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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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菲 21618697 民办园 合格 3700

187 深圳市南山区半岛鲸山幼儿园 52440305MJL198034Q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南海大道1007号鲸

山别墅3栋公寓
招商街道沿山社区

深圳半岛教育（集团）有限公

司
王欣秋 王欣秋 21619534 民办园 合格 13000

188
深圳市南山区蔚蓝海岸东区幼儿

园
524403057341759773 深圳市南山区蔚蓝海岸三期社区内

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

区
卓越置业有限公司 张昊 彭田梅 26064163 民办园 合格 2800

189
深圳市南山区蔚蓝海岸南区幼儿
园

5244030556275290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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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61465 民办园 合格 2800

190 深圳市南山区本涛幼儿园 52440305060268404L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环路1号一至三层 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 深圳市本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杨妙娜 邹芸平 83599111 民办园 基本合格 5800

191
深圳市南山区滨海之窗花园幼儿
园

52440305MJL191713Q
深圳市南山区海德三道滨海之窗花园小
区内

粤海街道海珠社区 曾广英 曾广英 张立 86952669 民办园 合格 2800

192 深圳市南山区城市印象幼儿园 52440305782754527X 深圳市南山区城市印象家园内 粤海街道海珠社区 古素珍 古素珍 陈美子 86192111 民办园 基本合格 2600

193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维育礼雅幼
儿园

52440305MJL2005449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5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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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537070 民办园 基本合格 16800

194
深圳市南山区格林云彩威新幼儿
园

52440305MJL186906Q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9号威新软件
园2号楼1层东翼并2层东、南、西翼

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
深圳格林云彩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孙云红 张克静 86709104 民办园 合格 7500

195 深圳市南山区哈啰孔子幼儿园 52440305MJL17452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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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庆城 雷春霞 83997668 民办园 合格 4500

196 深圳市南山区海韵幼儿园 524403050939179846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老街海韵嘉园裙楼

116号
蛇口街道海滨社区 长辉盛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程斌 李红 26696976 民办园 合格 2800

197 深圳市南山区豪方天际幼儿园 52440305MJL186375T 深圳市南山区北环大道豪方天际广场内 南头街道南联社区 深圳市润成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辜仰华 贾莉莉 86707603 民办园 合格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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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第一幼儿园 5244030545582871XY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东组团松山村 沙河街道香山街社区 楚穗南 楚光晖 古小雪 26608258 民办园 合格 2800

199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幼教中心幼
儿园

52440305G347923646 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福清街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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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04917 民办园 合格 3800

200 深圳市南山区荟同幼儿园 52440305MJL19952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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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857600 民办园 基本合格 20000

201 深圳市南山区金紫荆拉菲幼儿园 5244030530599966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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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华 86161980 民办园 合格 4500

202 深圳市南山区鲸湾幼儿园 52440305MJL1692924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1007号鲸山别

墅
招商街道沿山社区 鲸山爱波比教育公司 王成一 刘馨遥 21617590 民办园 合格 9800

203 深圳市南山区勤思幼儿园 52440305MJL200210Q 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月丰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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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99629 民办园 合格 18500

204 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幼儿园 52440305G34799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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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小丽 26500121 民办园 合格 1800

205 深圳市南山区荔海春城幼儿园 52440305MJL189920X
深圳市南山区向南路荔海春城四栋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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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霞 林秀英 86718148 民办园 合格 4900

206 深圳市南山区美中幼儿园 52440305057889672G
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海景花园裙楼
103A202A

沙河街道光华街社区 黄丽宁 黄丽宁 李怡慧 26933889 民办园 合格 2700

207 深圳市南山区明泉第一幼儿园 52440305311736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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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58965 民办园 合格 3300

208 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幼儿园 52440305MJL18904XN
深圳市南山区北环大道8713号马家龙
70栋

南头街道马家龙社区 宏祥教育（深圳）有限公司 刘亮 范帼英 26918805 民办园 合格 2300

209
深圳市南山区普林斯顿海洋幼儿
园

52440305MJL174542K
深圳市南山区工业八路招商桃花园二期
商场一层02号

招商街道桃花园社区
深圳市普爱多创投咨询有限公

司
黄晓敏 侯艳芳 26686380 民办园 合格 4500

210
深圳市南山区启思德睿四海幼儿
园

524403057261556692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四海路金竹园商铺二
楼201，202

招商街道兰园社区
深圳市前海长辉盛世有限责任

公司
程斌 郝伟华 26882866 民办园 合格 3100

211 深圳市南山区桑泰丹华幼儿园 5244030555386497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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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25380 民办园 合格 2500

212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乔联幼儿园 52440305MJL19050X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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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盛 林盛 李冬眠 26869816 民办园 合格 9800

213
深圳市南山区世纪星振业星海幼

儿园
5244030555866923XK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星海名城六期内 南头街道星海名城 王瑞潘 杨道策 张玲 26164345 民办园 合格 3000

214 深圳市南山区双玺第一幼儿园 52440305MJL19181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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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红 李淑红 26685406 民办园 合格 3700

215 深圳市南山区太子山庄幼儿园 524403057466032974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太子山庄小区内 南山街道荔湾社区 李亚男 李亚男 王艳 26069865 民办园 基本合格 2300

216 深圳市南山区塘朗学而幼儿园 52440305MJL204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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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千秋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杨秋珍 陈燕婵 26929612 民办园 新办园 10000

217 深圳市南山区特蕾新帝景幼儿园 52440305741222743X 深圳市南山区深大北门对面帝景园内 粤海街道麻岭社区 郭小娜 郭小娜 艾泽红 26616037 民办园 合格 3000

218 深圳市南山区天悦幼儿园 52440305MJL173670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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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天悦浩影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姚棉锋 王萌 86703586 民办园 基本合格 2500

219 深圳市南山区星海为明幼儿园 524403057412310095 深圳市南山区前海路星海名城
南头街道星海名城社

区
北京为明明德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张宏玲 李向梅 26495762 民办园 合格 3300

220 深圳市南山区雍景湾幼儿园 52440305326614491A 深圳市南山区爱榕路48号 招商街道文竹园社区
深圳市前海中津国际教育机构

有限公司
王海波 陈瑾 26889009 民办园 合格 3500

221
深圳市南山区御景东方伊顿幼儿

园
52440305687556311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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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河街道白石洲东社

区
深圳市艺世代投资有限公司 麦秀明 陈荣銮 86283545 民办园 基本合格 6800

222 深圳市南山区元凤幼儿园 5244030566104350X9 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红花西路134号 南头街道红花园社区
深圳市南山区元凤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郑佳鑫 黄燕 86212044 民办园 合格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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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深圳市南山区中佳星海幼儿园 52440305795412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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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誉天智骏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孙德威 邹碧燕 26488830 民办园 合格 2500

224
深圳市南山区丽林维育礼雅幼儿
园

52440304MJL20481XH 深圳市南山区东滨路龙船塘街7号 南山街道荔林社区
其宝海外（深圳）实业有限公

司
梁晓南 王敏 66880696 民办园 新办园 1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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