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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里区 2022 年秋季公办幼儿园招生划片范围
一览表 

（仅适用于 2022 年秋季） 

序

号 
幼儿园名称 招生划片范围 

1 
湖里 

幼儿园 

海天小区、海天大厦、海丰大厦：海天路 131—219 号（单号）； 

华昌小区：海天路 53—61 号（单号）、华昌路 8—50 号（双号）； 

华昌小区外围：华昌路 52—70 号（双号）；雅丽阁：海天路 63 号；鹭辉大厦：海天路 65 号； 

宫后山：海天路 67—85 号（单号）；德辉花园：海天路 291—311 号（单号）； 

华泰苑：海天路 223—285 号（单号）；荣华大厦：华昌路 100—118 号（双号）； 

南泰苑：南山路 53—56 号、华泰路 4—20 号（双号）；公园新村：南山路 127—135 号； 

特房海景公寓：宜宾路 26—38 号；台湾工业园：宜宾路 39 号； 

313 国防计量站：宜宾路 11—21 号；供电宿舍：华泰路 28—30 号； 

居民楼：华昌路 1—59 号（单号）、兴隆路 24 号、竹坑路 2—80 号（双号）、海天路 3—35 号（单号）、

海天路 2—12 号（双号）、长岸路 59 号；煤气公司宿舍：华昌路 1 号；供水公司宿舍：华昌路 3 号； 

华海苑：华昌路 5 号；华昌大厦：华昌路 7 号； 

滨海苑：长岸路 1—5 号（单号）、竹坑路 2、4、6、40、42、44、46、48、50 号； 

深汇大厦：竹坑路 8 号；临海苑：海天路 3 之 1、2、3、4 号；银都广场：海天路 9 号； 

特房华苑：海天路 4、6 号；环卫宿舍：南山路 2 之 21—22 号；宿舍楼：竹坑路 11—17 号（单号）； 

城中村：兴隆路 4 号、6 号、8 号；湖里社、凤湖街、湖里街、湖里南片、湖里北片、湖里村； 

恒丰花园：长岸路 66、68、86、88、90、92、94 号；兴隆阁小区：兴隆路 2 号、2-1 号、2-2 号。 

2 
南山实验 

幼儿园 

海天山庄：南山路 5—8 号；德信庄园：南山路 48 号；都市阳光：南山路 49 号； 

南山小区：南山路 11—12 号、14—19 号、23—46 号、海天路 78—92 号（双号）； 

南山路居民楼：南山路 50—52 号；南山大厦：南山路 68—70 号；万山小区：南山路 73—91 号； 

新疆石油：南山路 92—100 号；优望公寓：南山路 101—104 号（不含南山路 101 号 213 室）； 

华远小区：南山路 105—115 号；佳园公寓：南山路 116-10 号；南山新村：南山路 111-1 号—117-5 号；

青翔花园：华嘉路 21—51 号（单号）；佳丽豪庭：华嘉路 2—32 号（双号）； 

立杰华苑：海天路 16—22 号；信达小区：海天路 24—34 号；天海大厦：海天路 94—96 号； 

佳丽花园：海天路 98—128 号（双号）；美源别墅：海天路 110 号 1-16； 

信达大厦：兴隆路 7—13 号（单号）；信源大厦：兴隆路 25、27 号；佳讯楼：兴隆路 43、45 号； 

古龙公寓：悦华路 5—21 号（单号）、华昌路 137—175 号（单号）； 

兴湖花园：悦华路 23—45 号（单号）；象屿花园：兴湖路 2—18 号（双号）； 

三航公寓：长岸路 388—430 号（双号)。 

3 
康乐新村 

幼儿园 

康乐一期：南山路 253 号－364 号；明德花园、凯城花园：嘉禾路 545 号－565 号； 

源昌豪庭：康泰里 1 号—86 号。 

4 

康乐新村幼

儿园禹州 

分园 

禹洲新村：南山路 404 号—433 号；泰裕新城：南山路 434 号—464 号（双号）； 

华东花园：南山路 564 号—606 号（双号）；半山豪庭、半山豪园：南山路 500 号—558 号（双号）。 

（备注：不含集体户、车库及店面） 



5 

康乐新村幼

儿园塘边 

分园 

塘边社 1—348 号；公安分局宿舍、武装部：兴隆路 75—79 号（单号）； 

奔马馨园：兴隆路 89—115 号（单号）；豪景阁小区：兴隆路 215—235 号（单号）； 

邮电局宿舍：兴隆路 259—263 号（单号），新湖花园：兴隆路 457—473 号（单号）； 

森宝大厦：华荣路 48 号、50 号；法院宿舍：华荣路 56、58 号；欣华花园：60—88 号（双号）； 

明园大厦、明园花园、公交宿舍：湖里大道 80—116 号（双号）。 

如有空余学位，依次优先招收后浦社原住民子女、后浦社区户籍适龄幼儿。 

6 
康毅 

幼儿园 

康乐二期：南山路 161—246 号；台北新村：仙洞路 21—41 号（单号）； 

外代宿舍：宜宾路 122—140 号（双号）；检察院宿舍：康乐路 200 号； 

区政府宿舍：仙洞路 1—3 号、5—7 号、9 号；原三德兴宿舍：康乐路 202—216 号（双号）； 

万景花园：宜宾路 62—84 号（双号）；华景花园：宜宾路 63—199 号（单号）； 

雅景花园：华荣路 30—42 号（双号）、47—61 号（单号）； 

华景公寓：宜宾路 201—211 号（单号）；博士山庄公寓楼：兴隆路 290—392 号（双号）； 

博士山庄别墅：兴隆路 218—288 号（双号）；供电宿舍：兴隆路 90 号、90 号之一至之四； 

源昌豪庭：康乐里 1—11 号。 

区政府干部宿舍楼：和悦里 1—12 号； 嘉湖花园：和悦里 20—24 号； 

安置房小区：和悦里 25—45 号；悦明阁：和悦里 47—50 号；韵园别墅：和悦里 65—74 号； 

玉泉花园：和悦里 81—89 号；韵园公寓：和悦里 90—93 号；三航宿舍：昌宾路 8—52 号（双号）； 

特祥苑：昌宾路 23—49 号（单号）；悦星园：昌宾路 81—101 号（单号）； 

鸿图苑：昌鸿路 3—29 号（单号）；榕福苑：昌鸿路 63—81 号（单号）；    

闽南集团：鸿宾路 9—13 号；金庄花园：鸿宾路 18—28 号（双号）； 

南泉小筑：鸿宾路 21—83 号（单号）；敦睦山庄：鸿宾路 15 号之一至之五； 

悦华公寓 ：悦华路 109—141 号（单号）、141 号之一至之七 ； 

信宏大厦：兴隆路 31 号 A 座、B 座；悦华园：悦鸿路 29—57 号（单号）； 

都市雅苑：华昌路 136 号。 

7 
康晖 

幼儿园 

仙洞小区：南山路 136—159 号；广夏小区：南山路 248—252 号； 

广兴新村：南山路 368—391 号；南山新村：南山路 392—397 号。 

8 
东渡 

幼儿园 

东兴路：3 号、21—51 号（单号）、2—6 号（双号）、32—38（双号）；海山路：55—59 号（单号）、

91—-99 号（单号）、111—187 号（单号），60—78 号（双号）、88—106 号（双号）； 

金鼎巷：1-46 号；东渡路：106 号之 1、2、4、5，108 号之 1、2，110 号之 1、2，112 号之 1、2； 

东渡路：114 号之 1—3，124 号之 7—11，128 号之 3—5，89—111 号（单号），116 之一、二、118、119、

东渡路：121、123、125、127-1 号—152 号；金鼎路：1—30 号，31、33、35、37、39、41、43、45 号； 

双狮山路：16 号之 1、2，8—40 号。 

9 
都市港湾 

幼儿园 

物构所住宅：东渡路 66 号，68 之 1—5；水产研究所住宅：海山路 7 号之 4—9； 

海洋所住宅：海山路 26 号、32—40 号（双号）；都市港湾：金鼎里 2—10 号； 

源昌大厦: 东渡路 100 号之 1—2；东苑邨: 东渡路 90 号之 1—7；工商宿舍: 东渡路 78 号； 

渔港宿舍: 东村巷 6—22 号（双号）；明月园: 海山路 2—12 号（双号）；南苑邨: 东渡路 48 号、58 号；

动检宿舍: 东渡路 42 号；三航宿舍: 海山路 11 号之 1—9；边检宿舍: 海山路 15—19 号（单号）； 

气象局宿舍: 海山路 43—51 号（单号）；原东渡村 91 号、92 号: 海山路 41 号之一、之二； 

海峡水产宿舍：同益路 52 号；鹭槟大厦：东渡路 69 号；振华大厦 A、B 栋：东渡路 59 号、61 号； 

邮轮一期：东港南路 15—27 号（单号）；邮轮二期：东港北路 1—11 号（单号）、21—27 号（单号）；

黄金大厦：湖滨北路 3 号、5 号；裕城大厦 A 栋：东渡路 51 号、双狮南里 1—13 号、15—19 号、 

23—29 号、36—38 号；东渡路 81 号、81-1 号、83 之 1-3、85-1 号、71 之 1-4 号、77 之 1-3 号、65 号、

65 号之 1-8、67 号、67 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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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都市港湾幼

儿园和宁里

分园 

桥东小区：东渡路 139—145（单号）；闽交小区宿舍：东渡路 164—178 号（双号）； 

榕海花园：东渡路 181—185 号；金龙大厦：东渡路 250—252 号（双号）； 

小城故事：和宁里 1—11 号、45—53 号；沧海苑小区：和宁里 63—79 号； 

和宁里小区：和宁里 101—121 号（109 号 201 室集体户除外）； 

棕榈城小区：和宁里 123、125、126、127、128、129 号； 

和旭里小区：和旭里 1—27 号；面粉厂宿舍：仙岳路 61—69 号（单号）； 

金海花园小区：和顺里 2—34 号（双号）；优山美地小区：和旭里 28—98 号； 

滨海森林小区：和顺里 17 号，36—64 号（双号，其中和顺里 48 号、54 号、56 号无产权除外）； 

福隆花园小区：和通里 1—11 号；边检宿舍：和通里 41—49 号； 

新丰小区：和通里 51—59 号；半山林海小区：和通里 163—181 号； 

港务小区：和通里 60—96 号；和通新村小区：和通里 135—162 号。 

11 
华荣梅沙 

幼儿园 
怡景花园：嘉园路 42 号—78 号；世纪嘉园：嘉园路 10 号—40 号。 

12 港务幼儿园 优先招收湖里区户籍适龄幼儿。 

13 
嘉福花园 

幼儿园 

嘉福花园小区一期安置房：嘉崎一里 3—60 号；高崎盐业宿舍小区：高崎北二路 491 号、493 号、495 号； 

高殿社区中埔社、高崎社户籍适龄幼儿。 

14 火炬幼儿园 

大唐世家（G 栋、一期、二期）：兴隆路 500—604 号（双号）；大唐三、五期：兴隆路 521—625 号、

兴隆路 635—677 号(单号)、火炬三路 16—22 号（双号）、26—32、36—48 号（双号）； 

大唐六期：兴隆路 616—660 号（双号）；大唐七期：兴隆路 681—709 号(单号)； 

大唐八期：新丰路 45—79 号(单号)；科技村：兴隆路 501—519 号（单号）；源益小区：兴隆路 606 号； 

商业冷冻宿舍：园山北路 101—105 号（单号）、109—113 号（单号）； 

樱花山庄：园山北路 45—99 号（单号）；佳馨美墅：园山北二里 1—55 号； 

现代家园：火炬二路 31—57 号（单号）；盛唐苑：火炬二路 291—301 号（单号）； 

火炬宿舍：火炬三路 11、13 号；中汽东南花园：嘉禾路 556—570 号(双号)； 

三中宿舍：兴隆路 629——631（单号）；亚植所：嘉禾路 780—800 号（双号）； 

兴园雅苑：园山北里 1—12 号；雪梨星光：园山北里 60—74 号、76—85 号； 

兴隆新村：园山北里 13—37 号；卷烟厂：园山北里 38—49 号；省五建：园山北路 107 号； 

加州花园：兴隆东里 1—28 号。 

15 
马垅阳光 

幼儿园 
马垅社区户籍适龄幼儿等。 

16 
国贸殿前 

幼儿园 

殿前社、寨上社户籍适龄幼儿。 

如有空余学位，招收殿前街道其他社区户籍适龄幼儿。 

17 
天地兴隆 

幼儿园 
优先招收湖里区户籍适龄幼儿。 

18 吕岭幼儿园 

吕岭花园：双浦西里 1—147 号；彩虹花园：吕岭路 161—181 号； 

泰和花园：吕岭路 185—201 号；金岭花园：吕岭路 201—213 号（单号）、237 号； 

泰和大厦：吕岭路 183 号；金彩花苑：双浦西里 148—177 号、双浦路 11—128 号； 

天宇花园：金尚路 129—225 号（单号）；一元花园：金尚路 251—263 号（单号）； 

金尚首府：金尚路 265、267 号；天宝小区：双浦路 295、299、311、325、327、329 号； 

福龙公寓：双浦路 301—309 号、315—323 号、331—339 号； 

新景国际华府：双浦东里 20—29 号；温莎公馆：双浦东里 1、2、4、5、7、8、9 号； 

新景七星府邸：双浦东里 32、33、35、36 号。 



19 江头幼儿园 

国联大厦：台湾街 9—11 号；科瑞大厦：台湾街 3C、5A、7B 号；都市华庭：吕岭路 23A、25B、27C、

29D；江宁里小区：江宁里 1—15 号、17、19、21、23、25、27、29、31、33、35 号； 

水岸豪景：江头西路 84 号之一 201-1003、84 号之二 201-1003、84 号之三 201-1103； 

台商会馆：仙岳路 860 号；天地花园：台湾街 253—279 号（单号）； 

永同昌假日公寓：仙岳路 840、842、844 号；禾山法庭：台湾街 299 号； 

新景园：江头西路 1—19 号（单号）；冠宏花园：嘉禾路 320、322、330、332 号； 

江头花园：江头西路 213、215、217、219 号；豪峰大厦：吕岭路 15、17、19 号； 

福隆国际：嘉禾路 294—312 号（双号）；新景雅苑：江顺里 233—243 号；国宝新城：江顺里 48—72 号；

东方巴黎广场：嘉禾路 334—380 号（双号）；华成花园：江华里 8—21 号； 

嘉达花园：江华里 1—4 号、6-7 号；江华里小区：江华里 22-27 号；计生楼：江华里 58 号； 

裕兴大厦：江华里 36 号；龙门天下：仙岳路 680—696 号（双号）；永同昌大厦：嘉禾路 388 号； 

国泰大厦：嘉禾路 392 号；福园公寓：嘉禾路 390 号；鑫新景地：嘉禾路 396 号； 

财富港湾：嘉禾路 398 号。 

20 
江浦南里 

幼儿园 

江浦南里 1—74 号；江浦北里 1—32 号；江头新村 145—190 号；嘉盛花园：江头东里 1—11 号； 

中环花园：江头东路 2—14 号；航空大厦：江头东路 18 号；吕岭路 61—121 号；台湾街 12—92 号； 

明发豪庭：台湾街 102—110 号；金盛大厦：台湾街 318 号；亿星大厦：台湾街 342 号； 

桃源大厦：台湾街 356—398 号；福洋花园：台湾街 400—460 号。 

浦园 3 号；浦园社：浦园社 5—172 号；东方威尼斯：江头北路 76、132、150 号；  

新景天湖：台湾街 143—181 号（单号）；建邦大厦：台湾街 363 号。 

21 
秀德幼儿园 

金国里分园 

金尚小区：金国里 7—63 号、81—100 号、金泰里 4—106 号；莱茵花园：金尚路 252—262 号（双号）；

玉鹭苑：332—368 号（双号）；金北花园：金昌路 53—61 号（单号）、97—103 号（单号）、 

133—139 号（单号）、165—185 号（单号）；金秋花园：金昌里 34—51 号 、93—104 号、138—151 号； 

玉山花园：金昌路 1—1、1—2、1—3、5—1、5—2、5—3 号；唐庄：后埔东二里 1—96 号； 

惠鸿花园：金尚路 347—425 号（单号）。 

22 
吕岭幼儿园

金安里分园 

后坑前社原住民子女：后坑前社 1-459 号；金尚小区：金民里 1—22 号；一元花园：金民里 57—70 号；

金鸿花园：金民里 91-106 号；金尚小区：金安里 1—33 号，45—63 号；丰泽苑：金丰里 1—16 号； 

金南园：金盛里 21—23 号；中福城一期：金尚路 106—144 号（双号）；中孚花园：190—210 号（双号）； 

中福城二期：吕岭路 801—821 号（单号）；太微花园：后埔东里 12—34 号、112—132 号、140—152 号；

金盛花园：金尚路 427—511 号（单号）。 

23 蔡塘幼儿园 蔡塘社：1—1081 号；古地石社：1—172 号。 

24 后埔幼儿园 
后埔社；禾山路 166-360 号（双号）；江头苑：薛岭北里 91-100 号；嘉隆公寓：薛岭北里 1-18 号； 

温馨家园：薛岭东里 1-18 号。 

25 祥店幼儿园 

祥店新村：祥店里 11—27 号、36—47 号、56—77 号；银龙公寓：后埔北里 281—289 号 ； 

阳光美地：后埔北二里 192—199 号；福满园：祥店里 120—128 号、146—157 号； 

博士花园：岭南里 1—20 号；联发新天地：后埔北二里 150—157 号、159—180 号； 

金祥花园：后埔北二里 280、281、283、284 号；太微山庄：后埔北二里 242—259 号； 

快乐天地：仙岳路 1933、1935、1937 号；中央天成：岭南里 30—48 号； 

边防宿舍：后埔祥店社 281—286 号；国贸阳光：祥店里 80—108 号。 

26 
玉岭实验 

幼儿园 

薛岭新村：薛岭里 1--10 号；幸福二城：祥店里 2 之 1-2、3 之 1-3、4 之 1-2、5 之 1-3、6 之 1-2、7 之 1-2、

8 之 1-2、9 之 1-3、10 之 1-3；建发玺樾：玉岭里 1-22 号、24-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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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湖里第二实

验幼儿园 

中港二期：乌石浦二里 1—47 号；中港一期：乌石浦二里 76—93 号； 

裕发花园：兴山路 28-124 号（双号）；信息学校：禾山路 203、205、207、209、211 号； 

174 宿舍楼：乌石浦二里 104—106 号；乌石浦二期：乌石浦二里 107—111 号； 

乌石浦新村：乌石浦二里 112—129、156—164、193—200 号；怡鹭大厦：嘉禾路 488 号； 

百果山公寓：禾山路 13—17 号（单号）、41—49 号（单号）、69 号、89 号； 

嘉景二期：园山南路 302—310 号（双号）； 

嘉景一期：园山南路 202—240 号（双号）、兴山路 126、128、130 号（经济适用房）； 

乌石浦原住民子女。 

28 

湖里第二实

验幼儿园 

乌石浦分园 

梅阳花园：乌石浦三里 8—29、31—53 号；金龙公寓：禾山路 401—421 号（单号）； 

合兴小区：乌石浦路 77、79 号；园山公寓：园山南路 533—579 号（单号）； 

嘉景公寓：园山南路 375—391 号（单号）；园山后山：园山南路 581、583、585 号； 

古龙花园：乌石浦二里 165—168、170-173、175—183、185—189 号； 

江鹭花园：禾山路 507—513 号（单号）；嘉信公寓：禾山路 515—531 号（单号）； 

劳教所宿舍（和谐家园）：园山南路 589-599 号（单号）； 

龙潭花园：园山南路 641—649、671—675、697—711、751—759（单号） 

金山公寓：禾山路 565—579 号（单号）；安泰花园：园山南路 793—817 号（单号）； 

嘉诚花园：园山南路 237—243、277—283、335—357 号（单号）； 

源泉山庄：禾山路 651-705（单号）；嘉隆建材城：禾山路 82-108（双号）。 

29 
湖里实验 

幼儿园 

新永成花园：枋湖西一里 39—45 号；龙湖花园：枋湖西一里 19—37 号； 

枋湖花园：枋湖西一里 1—18 号；枋湖社、梧桐社原住民子女。 

30 

湖里实验幼

儿园湖桐 

分园 

中骏天宸：枋湖北里 1-17 号；建发养云：枋湖北里 18-46 号；中骏天盈：梧桐西二里 1 号—39 号； 

金色阳光：枋湖北路 263-279（单号）；如有空余学位，招收御之苑、幸福密码户籍适龄幼儿。 

31 
天地幼儿园 

（枋湖） 

新景龙郡：梧桐西路 91 号－117 号（单号）；金枋世家：枋湖西三路 273 号－339 号（单号）； 

枋湖新村：枋湖路 67、69、71、73、75、93、95、105、107、109、125、127、129、145、147、149、

163、165、167、177、179 号。 

32 
禾穆实验 

幼儿园 

枋湖社区穆厝社、蔡坑社原住民子女；金山国际：金湖五里 1-19 号； 

如有空余学位，招收国际山庄、幸福家园、金鹭花园、达嘉馨园、宏山新村（北区）户籍适龄幼儿。 

33 
金福缘 

幼儿园 

金福缘新城：墩岭一里 1 号—26 号、墩岭二里 1 号—22 号。 

如有空余学位，优先招收岭下社区原住民子女。 

34 
嘉禾学校 

幼教部 
坂尚社区坂上社、县后社、尚忠社原住民子女。 

35 新景幼儿园 
新景国际外滩小区：五缘西一里 1 号—61 号。 

如有空余学位，招收中铁元湾（五缘西一里 63-99 号）户籍适龄幼儿。 

36 
钟宅民族 

幼儿园 
钟宅畲族社区原住民居民子女。 

37 
五缘实验 

幼儿园 

中央湾区珊瑚海：日圆三里 1 号—12 号；中央湾区琥珀湾：日圆四里 1 号—8 号； 

中央湾区央座：日圆五里 1 号-2 号；中央湾区央墅：日圆一里 1 号—47 号； 

五缘尊府：钟宅西二里 1-8 号；五缘尊墅：钟宅西三里 1-19 号；紫金家园：钟宅西里 1-13 号。 



38 
五缘第二实

验幼儿园 

国贸天琴湾：五缘南里 1 号—66 号；国贸新天地：钟宅五里 5 号—16 号； 

建发央玺：钟宅五里 26—36 号；新景翡翠苑：钟宅五里 1 号—3 号。 

39 
天地禾缘 

幼儿园 

亿力悦海：五缘西二里 2—5 号；鑫海湾：五缘西三里 50—150 号；宝墅湾：五缘西五里 7—39 号； 

五缘湾一号：五缘西三里 2—45 号；国贸润园：五缘西二里 7-28 号。 

40 禾盛幼儿园 

水晶森林：枋湖东四里 54—87 号；翰林苑：枋湖东四里 1—52 号；书香佳缘：枋湖东一里 1—27 号； 

碧湖嘉园：枋湖东二里 1—18 号；大洋雅苑：枋湖东二里 21—32 号；宏伟大厦：金尚路 1628、1630 号； 

水晶苹果：枋湖东二里 34—38 号；鑫湖花园：金尚路 1388 号、1390 号、1406 号、1408 号； 

禹洲香槟城：金湖三里 30-45 号；卢厝社原住民子女。 

41 秀德幼儿园 高林居住区：高林一里 4 号—56 号。 

42 
高林南区 

幼儿园 
高林居住区：高林三里 1 号—20 号、22 号—49 号。 

43 

高林南区幼

儿园东宅 

分园 

东宅安置房：东宅里 3—4 号，东宅里 8—9 号。 

44 
五缘第一 

幼儿园 

五缘公寓：五缘东三里 2—7 号；五通社区坂美社、仑后社、下边社、浦东社户籍适龄幼儿。 

如有空余学位，招收国贸蓝海、新景缘、恒禾七尚户籍适龄幼儿。 

45 
湖边花园 

幼儿园 

下湖社原住民子女：下湖社 1—1500 号；湖边花园 A 区：金益三里 1—2 号、4—11 号、13 号、14 号；

特房山水新座：金益六里 1—7 号；特房山水尚座：金益五里 1—8 号； 

特房山水杰座：金益四里 1—5 号。 

46 后坑幼儿园 
后坑西潘社 1—448 号；后坑后社 1—495 号；融景湾：云顶中路 3118、3122、3124、3132、3134、 

3136 号；金山湖景：仙岳路 1964、1962 号；集鑫佳园：金昌二里 101—117 号。 

47 

五缘第一幼

儿园五通 

分园 

五通社区浦口社、泥金社、凤头社、店里社、西头社户籍适龄幼儿。 

48 

五缘实验幼

儿园金林湾

分园 

高林社区原住民子女（高林西里：1-16 号、高林洪水头社：1-310 号、高林田里社：1-472 号、 

高林前头社：1-171 号、高林社：1-1426 号、高林新厝边社：1-36 号、高林西村社：1-206 号、 

高林路下社：1-128 号）；中骏天誉：穆厝南里 1—69 号；五缘特房尚座：穆厝里 1—5 号； 

五缘特房新座：穆厝里 7—11 号。 

49 
龙湫亭 

幼儿园 

湖边御景（上湖社、洪塘社原住民）：龙湫三里 1-6 号、龙湫四里 1-4 号； 

湖边花园 B 区：龙湫一里 1-5 号、龙湫二里 1、2、4、5 号； 

世茂湖滨首府：观日西一里 1-2、4-7 号（A 区），观日西二里 1-6 号、9 号、14-20 号、24 号（B 区）， 

观日西一里 9-12 号（C 区），观日西二里 10-12 号、28-36 号（D 区）； 

宝龙御湖官邸：金边别墅 1－32 号、34-36 号。 

50 
金林湾花园

实验幼儿园 

金林社区原住民子女（高林西三里 45 号—58 号、黄厝社、田中央社、后门社、田头社、昭塘社、 

林边社、西林社、马厝社、莲山头社）。 

51 
国贸优才 

实验幼儿园 
优先招收湖里区户籍适龄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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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湖里区 2022 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咨询电话 
一览表 

单位 电话 

区教育纪工委投诉电话 5722488 

区教育局咨询电话 3372670 

湖 

里 

街 

道 

湖里幼儿园 6032119、5612283 

南山实验幼儿园 13606902084、18650811559 

康乐新村幼儿园 15305020128 

康乐新村幼儿园禹州分园 15305020886 

康乐新村幼儿园塘边分园 15305025881 

康毅幼儿园 5635591-801 

康晖幼儿园 6027062，18030015565 

东渡幼儿园 6012005，18695632807 

都市港湾幼儿园 6012859 

都市港湾幼儿园和宁里分园 5617969 

华荣梅沙幼儿园 18120761519 

港务幼儿园  13400683638，18605023737  

殿

前

街

道 

嘉福花园幼儿园 5756186--802 

火炬幼儿园 5758985--801，5758987 

马垅阳光幼儿园 6015154,18054818502 

国贸殿前幼儿园 5228799，15160085915，13799296325 

天地兴隆幼儿园 13779959565 

江 

头 

街 

道 

吕岭幼儿园 5237501-805 

吕岭幼儿园金安里分园 5590593 

江头幼儿园 5044460，5568520 

江浦南里幼儿园 5212390，18106089620 

秀德幼儿园金国里分园 5252227—8110 

蔡塘幼儿园 18020715296 



后埔幼儿园 18906005785，18106959085 

单位 电话 

祥店幼儿园 5137902 

湖里第二实验幼儿园 18150131792 

湖里第二实验幼儿园乌石浦分园 18106936609 

玉岭实验幼儿园 5569681，18059203197 

禾

山

街

道 

湖里实验幼儿园 18020708979 

湖里实验幼儿园湖桐分园 18020710181 

五缘实验幼儿园 5673110 

五缘第二实验幼儿园 
5716663-851，13606926619, 

18759140570，13400660665 

新景幼儿园 6032279—100，6031959 

金福缘幼儿园 5752341-801 

天地幼儿园（枋湖） 15960607344, 15980975792 

天地禾缘幼儿园 5721583，19859244403 

钟宅民族幼儿园 15060769833,18106086688 

禾盛幼儿园 13376921636 

禾穆实验幼儿园 18059879209 

嘉禾学校幼教部 6011156 

金

山

街

道 

秀德幼儿园 5288596—8110 

高林南区幼儿园 5216519-8010 

高林南区幼儿园东宅分园 5216519-8010 

五缘第一幼儿园 5707111 

五缘第一幼儿园五通分园 5234218 

后坑幼儿园 5222099-0，5712039 

湖边花园幼儿园 13859907276，15759240515 

五缘实验幼儿园金林湾分园 5793909 

龙湫亭幼儿园 18695699002 

金林湾花园实验幼儿园 15980751193，13400615798 

国贸优才实验幼儿园 5210338 ，18150386002 

值班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1∶30，下午 15∶00—17∶30



 

 — 9 — 
 

附件 3 

湖里区 2022 年民办园评估定级结果及 
新学期实行分级收费管理民办园名单 

湖里街道 

序 

号 
幼儿园名称 

年检 

结果 

是否

普惠 
地 址 招生电话 手 机 

1 芙蓉苑大地民办幼儿园 区示范 是 嘉园路 121 号之 3 13850053623 13358391713 

2 永升嘉裕幼儿园 区示范 是 嘉园里 37号 0592-5601917 13395053317 

3 华悦幼儿园 区示范 是 湖里昌宾路 69号 13306025010 13306025010 

4 东渡阳光幼儿园 区示范 是 和通路半山林海小区里 101 号 17350007657 15959225239 

5 六一幼儿园 一级 是 湖里兴隆路七号 15396272582 15396272581 

6 梅森幼儿园 一级 否 宜宾路 12号 18559292088 18559292088 

7 菲纳克思幼儿园 一级 否 南山冠军路 6号 E单元 0592-5651566 13666080318 

8 世纪嘉园开心幼儿园 二级 是 世纪嘉园 4号楼 A座 0592-6025310 18059206635 

9 特房艺术民办幼儿园 二级 是 湖里华泰路 16之 201 室 0592-5746806 13306043114 

10 童城幼儿园 二级 是 南山路 604 号 0592-5628868 15060773328 

11 亲亲幼儿园 二级 是 和顺里 7号 D座 0592-5613656 18965805051 

12 元一幼儿园 二级 是 后浦社 176 号 0592-5689315 13348399795 

13 万人华宾幼儿园 二级 是 华昌路 174-176号 0592-5623233 18020715336 

14 小太阳幼儿园 二级 是 嘉园路 82号 31-37 0592-6033225 15392033670 

15 好苗苗幼儿园 三级 是 湖里华昌路 26-28号 0592-5605569 18950067986 

16 小天才幼儿园 三级 是 湖里街 13号 0592-6032984 13860488661 

17 小城故事民办幼儿园 三级 否 东渡和宁里 1号之一 13459223467 13193157688 

18 哈福幼儿园 三级 是 华昌路 137—139号 18120759806 18120759806 

19 群星幼儿园 合格 是 湖里南山路 69号一层 0592-5657171 18950058931 

20 咿贝幼儿园 合格 是 塘边社 331 号 13806079885 13806937819 

21 青稞幼儿园 不合格 否 南山路 97-98 号 0592-5258169 18106902337 

 

殿前街道 

序 

号 
幼儿园名称 

年检 

结果 

是否

普惠 
地 址 招生电话 手 机 

1 康桥翔鹭幼儿园 区示范 是 长浩路长浩一里 27号之一 18030281885 18030285338 

2 翔鹭嘉裕幼儿园 区示范 是 翔鹭花城长浩二里 44号 0592-5752206 15392023812 

3 启泰幼儿园 区示范 是 殿前六路 6609 号 18159889039 18159889039 

4 高殿中心幼儿园 区示范 是 殿前六组玻璃厂旁 0592-5604910 18059811533 

5 湖山幼儿园 一级 是 厦门市湖里区寨上社 2507 号 18006015723 18006015723 

6 华星幼儿园 一级 是 厦门市湖里区中埔社 10253 号 0592-6030085 15396287719 



7 华赋幼儿园 一级 是 长岸路 1818 号 18120735720 15960230252 

8 蓝海幼儿园 一级 是 高崎社 2507 号之二 13328309988 13328309988 

9 厦北铁路幼儿园 二级 是 殿前铁路家园 2、3号 15359442139 18559622923 

10 高崎民办幼儿园 二级 是 高崎二组 2094 号 0592-5613360 13860169871 

11 红苹果幼儿园 二级 是 殿前五组 5000 号 0592-5749068 13338367233 

12 东升幼儿园 二级 是 殿前社 4999 号 0592-5188149 18050000149 

13 小博士幼儿园 三级 是 湖里殿前 1组 1056 号 13806075609 15060751879 

14 马垅幼儿园 三级 是 马垅社 140 号 0592-6025129 18965800981 

15 新世纪幼儿园 三级 是 高崎北二路 68号之二 0592-5740821 15859268197 

16 佳路幼儿园 三级 是 小东山社 105 号 15860722578 15860722578 

17 大唐美美民办幼儿园 三级 是 兴隆路 628 号 102 0592-5719866 18950047712 

18 童乐幼儿园 三级 是 高殿村 4组 4108号 0592-5753164 18030068386 

19 贝亲幼儿园 三级 是 殿前 1组 1115 号 0592-6037501 18050037113 

20 鑫鹭苗幼儿园 三级 是 寨上社 1484 号 15060756778 15060756778 

21 新贝幼儿园 合格 是 湖里区长河路 221 号 13063066903 13063066903 

22 金鹭幼儿园 合格 是 殿前社 4214 号 0592-6029338 18980193470 

23 佳佳幼儿园 合格 是 嘉福花园嘉崎一里 51号 0592-6028629 18950137560 

24 丽丽幼儿园 合格 是 殿前三组 3029-1号 18050075522 18050075522 

 

江头街道 

序 

号 
幼儿园名称 

年检 

结果 

是否

普惠 
地 址 招生电话 手 机 

1 康桥裕发幼儿园 区示范 否 兴山路 82号 13799276017 13799276017 

2 理想民办幼儿园 区示范 是 乌石浦二里 34号 0592-5558268 13806068330 

3 康桥红橡树幼儿园 区示范 是 湖里祥店里 162号 0592-5812121 18965175531 

4 蓝天幼儿园 一级 是 江头街道后埔社 247 号-2 18059257058 18059257058 

5 早慧幼儿园 二级 是 禾山路 691 号 0592-5562660 18030066557 

6 侨谊民办幼儿园 二级 是 禾山路 270 号联谊大厦 15359257756 13950018534 

7 小星星幼儿园 二级 是 后埔北二里 215-217 号、256号 201 13395038348 18859890982 

8 金贝贝幼儿园 二级 是 湖里区后埔社 619 号 0592-5212814 15359871215 

9 国光幼儿园 二级 是 金尚路 113-117号 0592-5210797 13376989168 

10 立人幼儿园 二级 否 屿浦路 103 号 18965142450 18965142450 

11 嘉景幼儿园 三级 是 园山南路 216 号 13159216410 13159216410 

12 金彩幼儿园 三级 是 金彩花苑（双浦西里 166号） 0592-5282456 18965803578 

13 鑫晨光幼儿园 三级 否 吕岭路 183 号之二十泰和大厦 18906050695 18906050695 

14 康希幼儿园 三级 是 湖里区乌石浦综合楼 0592-5596818 18060955388 

15 琪乐幼儿园 三级 是 后埔社 344 号 13860163539 15860753878 

16 春苗幼儿园 三级 是 江宁里小区 6号 103 室 0592-5511847 15359428176 

17 丫丫幼儿园 不合格 否 江宁里小区 15—19号 18030260172 18030260172 

18 华师希平双语幼儿园 未定级 否 吕岭路 878、882号 0592-2077377 0592-207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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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山街道 

序 

号 
幼儿园名称 

年检 

结果 

是否

普惠 
地 址 招生电话 手 机 

1 爱绿幼儿园 区示范 是 县后东一里 8号 18650041443 18650041443 

2 金豆苗幼儿园 区示范 是 枋湖北三里古龙居住 28号 0592-5705155 18206083811 

3 双鲤嘉裕英语幼儿园 区示范 是 安兜北里１号双鲤新城 18020721181 18020721181 

4 背包熊幼儿园 区示范 是 金湖二里 82 号 0592-5557756 15396202356 

5 艾迪斯幼儿园 区示范 是 云顶北路 368 号 0592-5625332 13959230069 

6 五缘幼儿园 区示范 是 五缘西三里 11号 0592-5770506 15392036359 

7 幼美幼儿园 区示范 否 枋湖南路 177 号 13328761779 13328761779 

8 汇德乐幼儿园 一级 是 湖里区林后社 256 号 0592-5770177 18050113121 

9 北斗星幼儿园 一级 是 安兜社 448 号 0592-5591999 18150882896 

10 成长幼儿园 一级 是 围里社 825 号 0592-5776192 13959257195 

11 心蒙幼儿园 一级 否 岐山北路 772 号 0592-5789031 18505921532 

12 康桥红橡树飞翔幼儿园 一级 是 太古里 11号及 46号 0592-6539296 18959276388 

13 晶珑幼儿园 一级 否 枋湖西路 161、167、169号 13950054380 13950054380 

14 英迪尔幼儿园 二级 否 湖里区枋湖路 2-1号 18060992669 18060992669 

15 爱尚幼儿园 二级 是 围里社 579 号 0592-5776818 13959222768 

16 贝贝星幼儿园 二级 是 湖里区围里社 48号 0592-5711086 15306925558 

17 创新幼儿园 二级 是 湖里区墩岭路 2号 17750661158 18965147153 

18 华府锦绣幼儿园 二级 否 枋湖东路 701 号 C栋一楼 13696968379 13395035799 

19 康晨幼儿园 二级 是 湖里区林后社 8号 18805987760 15859263940 

20 梅璟林幼儿园 二级 否 五缘湾文化展览苑 B区 12号 13850000409 18559298088 

21 松果宝宝幼儿园 二级 否 湖里区岭下路 21号、21-1号 18030151199 18030151199 

22 博爱幼儿园 二级 是 枋湖村林后社 568 号 0592-5695666 15359359812 

23 博艺幼儿园 二级 是 围里社 448 号 19906015252 19906015252 

24 瑞吉欧幼儿园 二级 是 金山国际小区 13号 15359220685 15280253792 

25 六加六幼儿园 三级 是 湖里区围里社 50号 0592-5786881 15960385975 

26 穆厝幼儿园 三级 是 穆厝社 288 号（120） 18050056660 15259627039 

27 县后幼儿园 三级 是 岭下农贸市场 B幢三楼 18950167492 13696926787 

28 小森林幼儿园 三级 是 坂上社区县后 196 号 0592-5784995 18950039153 

29 合嘉民办幼儿园 三级 是 坂上社区坂上 116 号 0592-5782110 18046253110 

30 福娃幼儿园 三级 是 枋湖村安兜社 467 号 13950171891 13599538677 

31 翰林幼儿园 三级 是 枋湖林后社 88号 13338466827 17706018109 

32 芬南幼儿园 三级 是 禾山街道穆厝社 494 号 18106089825 13159133802 

33 凤翔幼儿园 三级 是 湖里区坂上社 335-336号 13606900286 13606900286 

34 快乐成才幼儿园 三级 是 湖里区穆厝社 242-243号 0592-5588066 18106080935 

35 辰星幼儿园 三级 是 安兜社 1214 号 18030257860 13395023269 

36 贝米幼儿园 三级 是 安兜社 789 号 18950041356 18950041356 



37 红太阳幼儿园 三级 是 林后社 102 号 15359354979 13860136278 

38 好孩子幼儿园 合格 是 安兜水厂旁边 18206059915 18206059915 

39 瑞斯雅幼儿园 合格 是 尚忠社 13号 18649685626 18965168492 

40 安兜幼儿园 合格 是 安兜社 73号 13709312063 13709312063 

41 米拉爱幼儿园 不合格 否 湖里区五缘西五里 7号 0592-5716600 17705925431 

42 小灵童幼儿园 不合格 否 枋湖村穆厝社 59、60、426 号 0592-5564713 18030190161 

43 精英幼儿园 不合格 否 坂上社 185 号 18965149279 18965149279 

 

金山街道 

序 

号 
幼儿园名称 

年检 

结果 

是否

普惠 
地 址 招生电话 手 机 

1 五缘湾大地幼儿园 区示范 是 五缘湾东二里 6号 13459001134 13806087196 

2 康桥国际山庄幼儿园 区示范 否 金山西二里 263号 0592-5239098 13599921096 

3 金山幼儿园 一级 是 金山西里 79 号 0592-5229621 13850004463 

4 大地琴岛双语幼儿园 一级 否 枋湖东路 1号 13696986268 15159210824 

5 慧德幼儿园 一级 是 后坑前社 292 号 18559781949 18559781949 

6 伊格瑞特幼儿园 二级 否 观日西二里 9号 113-118号 17759229649 17759229649 

7 金苹果幼儿园 二级 是 后坑前社 146 号 15359272907 13015917767 

8 米奇幼儿园 二级 是 前社 179号 13375920718 13375920718 

9 博雅幼儿园 三级 否 金泰路 787之一及 103之八二楼 0592-5218782 18950190387 

10 阳光灿烂幼儿园 三级 否 观日西二里 24号 104-110、112 18559312260 18559312260 

11 贝乐迪幼儿园 三级 是 后坑后社 187 号 0592-8541858 18059831908 

12 贝乐幼儿园 合格 是 金昌里 113 号 0592-5288758 133769888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