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2学年深圳市幼儿园办学基本信息表(光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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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碧园幼儿园 12440300MB2D299171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美景住宅区侧 光明街道光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李静 李静 2740430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 深圳市光明区传麒山幼儿园 12440300MB2D31099A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公园路南侧27号路北侧 光明街道光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孙辉辉 孙辉辉 2369921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 深圳市光明区大第幼儿园 12440300MB2D414659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升凯路88号 光明街道光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兰芳 陈兰芳 23420822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4 深圳市光明区新地中央幼儿园 12440300MB2D47381L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明大道与河心南路交汇处
（新地中央花园内）

光明街道光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江晓红 江晓红 2138336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5 深圳市光明区明安幼儿园 12440300MB2D4712XR 深圳市光明区华夏路38号明安花园10栋 光明街道光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付一洪 付一洪 23199257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6 深圳市光明实验幼儿园 12440300MB2D30387W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明高新东片区科技公园西北
侧

光明街道光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秦贝宁 秦贝宁 23198295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7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东周幼儿园 12440300MB2D30336L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华夏二路西华明苑小区A栋 光明街道东周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东周小学 叶彩魂 叶彩魂 2324298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8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木墩幼儿园 12440300MB2D414734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东周社区木墩旧村南区12号 光明街道东周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叶碧红 叶碧红 27400259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9
深圳市光明区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光明
星河幼儿园

12440300MB2D82304G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明大道与光安路交汇处（星
河天地花园二期）

光明街道东周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赖永清 赖永清 23343484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10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翠湖幼儿园 12440300MB2D415297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翠路335栋 光明街道翠湖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温玉红 温玉红 89894788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1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碧湖幼儿园 12440300MB2D30344F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碧眼旧村内 光明街道光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李丹瑜 李丹瑜 27404328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2 深圳市光明区百花实验幼儿园 12440300MB2D415372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白花社区黄屋排三巷30号 光明街道白花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百花实验学校 吴爱平 吴爱平 2900223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3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兴文幼儿园 12440300MB2D31902E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兴发路环发商业街 公明街道公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群 高群 27118186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4 深圳市光明区上域幼儿园 12440300MB2D41481Y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将进路86号 公明街道公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刘顾 刘顾 23191280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5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民生幼儿园 12440300MB2D30352A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民生路178号 公明街道公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熊氏琴 熊氏琴 2138037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6 深圳市光明区中央山幼儿园 12440300MB2D722535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福盈中央山花园南区 公明街道公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胡金嫦 胡金嫦 2319775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7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李松蓢幼儿园 12440300MB2D30176D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李松蓢第一工业区炮台路18号 公明街道李松蓢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李松蓢学校 鞠艳 鞠艳 2319946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18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河畔幼儿园 12440300MB2D50556H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民生工业区后面第五
栋

公明街道上村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蔡明霞 蔡明霞 1576631572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19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下村幼儿园 12440300MB2D3023X6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下村社区第五工业区12号B栋 公明街道下村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童红霞 童红霞 1375112378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0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圳美幼儿园 12440300MB2D303605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圳美社区旧围60栋 新湖街道圳美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汤伟芬 汤伟芬 2919908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1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新美幼儿园 12440300MB2D4157XA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新坡头南79号 新湖街道新羌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兰洁 兰洁 2319975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2 深圳市光明区东明幼儿园 12440300MB2D47373R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双明大道与华夏一路交叉口东
侧东明公寓内     新湖街道楼村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金勇燕 金勇燕 1350969125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23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楼村幼儿园 12440300MB2D72237F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楼村社区一栋 新湖街道楼村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卓丽莉 卓丽莉 1371425915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24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甲子塘幼儿园 12440300MB2D30088Y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甲子塘社区洋天二巷10号 凤凰街道甲子塘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周艳 周艳 2340852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5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东升幼儿园 12440300MB2D302561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东旭路2号 凤凰街道东升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小梅 陈小梅 2740516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26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东发幼儿园 12440300MB2D302486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东发路144号 凤凰街道东坑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罗亚男 罗亚男 27152679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7 深圳市光明区玖龙台幼儿园 12440300MB2D30408D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凤凰观光路与光明大道交汇处
南侧

凤凰街道东坑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朱文静 朱文静 2324559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28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塘家幼儿园 12440300MB2D301848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塘家第二工业区6号 凤凰街道塘家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珍 王珍 27162772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29 深圳市光明区科裕幼儿园 12440300MB2D304168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
塘家社区科裕新村4栋旁

凤凰街道塘家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卓瑞燕 卓瑞燕 23400626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30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田明幼儿园 12440300MB2D30264U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田明街九巷18号 玉塘街道田寮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钟晓慧 钟晓慧 27196133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31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红星幼儿园 12440300MB2D3031XR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红星社区星湖路39号 玉塘街道红星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小寒 陈小寒 2319358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32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长凤幼儿园 12440300MB2D30037N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长圳旧村B区311南门 玉塘街道长圳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陈爱清 陈爱清 2719961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33 深圳市光明区正大城幼儿园 12440300MB2D30395P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光桥路与元圳路交汇处 玉塘街道长圳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燕 高燕 23406729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34 深圳市光明区玉律学校玉成幼儿园 12440300MB2D41502F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玉律社区三区280号 玉塘街道玉律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玉律学校 陈志燕 陈志燕 2340092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5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将围幼儿园 12440300MB2D41510A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将围社区将石路14号 马田街道将围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黄丹 黄丹 23196132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36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新庄幼儿园 12440300MB2D50564C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新庄社区同富工业区3号 马田街道新庄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罗雪 罗雪 23246005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37 深圳市光明区美域幼儿园 12440300MB2D4149XN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华发路12号 马田街道新庄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谭晶洁 谭晶洁 2589881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8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石家幼儿园 12440300MB2D301923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石家社区上石家工业路8号 马田街道石家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张莉 张莉 27461220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39 深圳市光明区峰荟幼儿园 12440300MB2D319109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南环路九号峰荟花园6栋 马田街道石家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薛会会 薛会会 2102344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40 深圳市光明区锦鸿幼儿园 12440300MB2D474100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南环大道北侧（锦鸿花园内） 马田街道石家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卢淑芳 卢淑芳 13410080930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41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石围幼儿园 12440300MB2D303792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明湖路13号 马田街道石围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丘丽菁 丘丽菁 27418687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2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合韵幼儿园 12440300MB2D30205Q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柏溪路62号 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孙文文 孙文文 27734554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43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合欣幼儿园 12440300MB2D30328R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下朗工业区伟林丰
盛商业街A栋

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李海霞 李海霞 21380165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44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振明幼儿园 12440300MB2D41561J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旧工业区第二栋1
号

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谢碧婳 谢碧婳 21023442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45 深圳市光明区中粮云景幼儿园 12440300MB2D319296 深圳市光明区中粮云景花园北区3栋 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曾燎 曾燎 23699296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46 深圳市光明区天汇城幼儿园 12440300MB2D5053XN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长宁路36号 马田街道合水口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宁湘 宁湘 27404742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47 深圳市光明区嘉域幼儿园 12440300MB2D30213K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松白路和马田路交汇处宏发嘉
域花园二期2栋

马田街道薯田埔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小学 许倩 许倩 21381871 公办园 公办园 924

48 深圳市光明区光明壹号幼儿园 12440300MB2E190580 深圳市光明区盛迪嘉光明壹号花园内 凤凰街道塘尾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卓瑞燕 卓瑞燕 29546603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49 深圳市光明区雅苑幼儿园 12440300MB2D82179U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光侨路与八号路交叉口东南侧 玉塘街道长圳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于淼 于淼 23194045 公办园 公办园 840

50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根竹园幼儿园 12440300MB2D41545W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芳园路101.102.103 马田街道根竹园社区 深圳市光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王雁辉 王雁辉 23179811 公办园 公办园 966

51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第二幼儿园 52440300G34794167A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长春中路98号长春花园内 公明街道公明社区 麦丽芬 麦丽芬 李晶 27730830 民办园 合格 1400

52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博思幼儿园 524403006990633897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人民路17号 公明街道公明社区
深圳市博思苑教育发展有限公

司
吕玉柱 程温博 1599483065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53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西田幼儿园 52440300MJL1723950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西田社区二区第35、53栋 公明街道西田社区 深圳市中达天成投资有限公司 刘达 石书艳 1882376251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50

54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上村幼儿园 52440300662694726T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上村社区元山路49-51号 公明街道上村社区 深圳市公明上村股份合作公司 陈任泉 黄伟珍 2710038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40

55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金苹果幼儿园 52440300682020315H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永南东边头路199号 公明街道上村社区 王金香 王金香 王蕊蕊 27733854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00

56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宝明幼儿园 524403006955852945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办事处上村仙庄路26号 公明街道上村社区 陈胜坚 杨伟烽 杨攀娜 2773739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50

57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泽华幼儿园 52440300088616562W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上辇新村工业路一号 公明街道上村社区 麦城枫 黄翠琴 麦城枫 黄翠琴 2972818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60

58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朝阳幼儿园 524403003117752921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民生路118号B栋 公明街道上村社区 李永锋 李伟领 李伟曼 2773262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00

59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吉米星幼儿园 52440300MJL1902430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上村社区永康路9号 公明街道上村社区
深圳市吉米星教育投资有限公

司
梁秀颜 梁秀颜 1392285236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50

60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清一幼儿园 52440300MJL17100XQ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下村第三工业区工业三路22号 公明街道下村社区 王
深圳市阳光花集团、深圳富友

五车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清 叶华 2710668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200

61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高昇幼儿园 52440300MJL1831311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下村
第五工业区7号

公明街道下村社区 余高润 余高润 钟慧玲 2102336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700

62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金色未来幼儿园 144030960000381 深圳市光明区公明街道下村第五工业区16号A.B栋 公明街道下村社区 林丽清 陈桂芳 李燕娟 2743129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48

63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新星幼儿园 52440300664192586N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楼村社区公常路三巷1号 新湖街道楼村社区 陈柏洪 陈景洪 杨红 2969408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64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雅培幼儿园 52440300067956090R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楼村社区绘猫路1号 新湖街道楼村社区 陈少群、尹凤华 尹凤华 毛连英 2993566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65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童之梦幼儿园 52440300MJL185399R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楼村社区南边坑宿舍楼明路
348好

新湖街道楼村社区 孔秀红 孔秀红 张秋方 1330293936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770

66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杰仁幼儿园 1440309600000851 深圳市光明区新湖街道硕泰路7号-52# 新湖街道楼村社区 深圳市卓仁实业有限公司 余淑玲 戴娟娟 21068860 民办园 合格 1100

67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甲子幼儿园 52440300561525683Y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甲子塘 凤凰街道甲子塘社区 刘海燕 刘海燕 肖桂群 2755465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720

68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塘尾幼儿园 524403006670908250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尾社区塘学路3号 凤凰街道塘尾社区
深圳市精锐文化教育创意有限

公司
范婷婷 舒雪兰 2717688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50

69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博文幼儿园 52440300MJL16992X0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东影路87号 凤凰街道东坑社区
吕玉柱
张燕锋

吕玉柱 程小娟 1345480732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70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民众宝宝乐幼儿园 52440300796626155B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东坑社区东茂路18号 凤凰街道东坑社区 曾旺达 曾旺达 张芙蓉 23196729 民办园 不合格 850

71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青苹果幼儿园 524403000758230522 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塘家南路5号 凤凰街道塘家社区 王金香 王金香 吴玉方 29885268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50

72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欣悦幼儿园 524403006853824503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第三工为区三栋 玉塘街道田寮社区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扬马雏鹰幼

儿园
何东进 杨晓霞 27161396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770



73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锦田湾幼儿园 52440300MJL165785K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田湾路21号 玉塘街道田寮社区 何东进 何东进 陈晓 2324593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50

74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诚铭幼儿园 524403005670815266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环田路20号 玉塘街道田寮社区 方少平 方少平 张洁云 27173599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60

75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启明幼儿园 144030960000831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田寮社区田湾路107号 玉塘街道田寮社区 黎荣其 黎秋敏 莫彩华 13528810671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00

76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精雅幼儿园 52440300072523417R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长存路3号 玉塘街道长圳社区 深圳市精创教育有限公司 郭锡勇 刘艳丽 2341168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60

77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宏星幼儿园 52440300MJL172416G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玉昌东路26号 玉塘街道玉律社区 谢星言 谢星言 廖玲 18123737193 民办园 合格 850

78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将石幼儿园 52440300789219842W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将围社区水库路22号 马田街道将围社区 张正全 张正全 高旭琼 2712888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79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大围幼儿园 524403000717914600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新庄社区大工路9号 马田街道新庄社区 麦卫洪 侯晓红 石丹凤 2717092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50

80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育才幼儿园 52440300783902480N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育才幼儿园 马田街道将围社区 廖思泳 叶典妹 朱晓贵 2324892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750

81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翰林幼儿园 52440300567058051Q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南庄工业区6-7栋 马田街道新庄社区 深圳市翰林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王惠国 彭婷 13632875522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1000

82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明日之星幼儿园 52440300057853485L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新庄社区公常路742号 马田街道新庄社区 邬燕平 邬燕平 曾雪玲 2773838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966

83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培英幼儿园 524403006875664137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新庄社区新围第三工业区C31
栋

马田街道新庄社区 深圳石安投资有限公司 于云峰 关小玲 23426113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850

84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苹果幼儿园 52440300326631101H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下石家路1号 马田街道石家社区
东莞市安德烈斯教育投资有限

公司
潘非凡 刘丽霞 27152580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700

85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贝贝乐幼儿园 52440300791701494D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社区福南路37号 马田街道薯田埔社区 陈衡香 阳秋菊 吴新娴 13714375813 民办园 合格 950

86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华星幼儿园 52440300319358805G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永康路1号 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 张岳麟 张岳麟 张珊虹 27110965 普惠性民办园 合格 700

87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根深叶茂幼儿园 52440300MJL178113H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村花乐街二号 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 深圳市根深叶茂教育有限公司 何爱兵 庄少格 15919436503 民办园 合格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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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