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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下合法注册

幼儿园共81所

自从得知历下区将减免辖区适龄
儿童保教费的消息后，历下区第一实
验幼儿园的幼儿家长赵女士一直很兴
奋，也很期待。

她告诉记者，孩子所在的幼儿园
是一所教育部门办园，属于财政全额
拨款的纯公办园。按照保教费减免政
策，孩子以后将不用再交一分钱的保
教费，而只需要交每天17元的餐费即
可。

而和平路附近一所民办幼儿园的
幼儿家长于女士则有一丝忧虑。她说，
因为公办园不好进，去年9月份，她将
孩子送到了离家最近的这所幼儿园。
因为幼儿园属于民办性质，她不知道
自己的孩子能不能享受保教费减免的
政策。

13日下午，历下区教育局托幼办
主任王艳芹告诉记者，目前历下区共
有81所幼儿园，包括16所公办幼儿园、
44所公办性质幼儿园(含单位办园、双
轨普惠民办园、普惠性民办园)和21所
纯民办园。无论是何种性质的幼儿园，
只要是在历下区注册，并审核合格，均
享受幼儿保教费减免的政策。

据了解，目前幼儿园的收费基本
分为保教费和餐费两种。有校车接送
的，幼儿园可代收幼儿乘坐校车的费
用。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历下区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幼儿保教费的
减免政策从2014年1月份开始实施。

不少幼儿园

已停收保教费

据记者了解，保教费减免政策面
向上述幼儿园的三类人群：具有历下
区户籍的适龄儿童、非历下区户籍但
在历下区实际居住两年以上的适龄儿
童，以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

13日，记者采访了历下区多所幼
儿园了解到，尽管保教费减免政策已
经公布，但由于具体的操作细则还未
正式出台，目前各幼儿园正在等待文
件，不少已经暂停收取1月份的保教
费。

“现在都1月中旬了，但我们1月份
的保教费并没有收取。”历下区第一实
验幼儿园园长王慧告诉记者，一旦操
作细则出台后，将会对符合条件的幼
儿进行相关材料的审核。

十亩园小学幼儿园园长毕伟表
示：“政策刚公布时，1月份的保教费正
在收取，现在已经让家长停止了交费，
已经交了的也先退还给家长。估计很
快就会出实施文件。”历下区第三实验
幼儿园的家长徐女士告诉记者，幼儿
园也停止了1月份的保教费收取。

历下区教育局托幼办主任王艳芹
告诉记者，尽管详细的操作细则还未出
台，但保教费减免政策肯定从1月份开始
执行，也就是说，一旦文件正式下发，政
府将从1月份开始给幼儿园拨款。

根据保教费减免的标准，省十佳
示范园每生每月的保教费为460元，市
十佳示范园每生每月的保教费为440
元，省级示范园每生每月的保教费为
400元，济南市级一、二、三类园，每生
每月的保教费分别为300元、260元、
200元。

想想上上免免费费幼幼儿儿园园，，瞅瞅准准这这8811家家
不管“公办”“民办”，历下区三类儿童均享保教费减免政策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近日，历下区减免辖区适龄
儿童保教费的消息成为市民街谈
巷议的话题。13日，记者获悉，历
下共81所幼儿园，不论公办还是
民办都在此政策范围内。保教费
减免政策面向三类人群：具有历
下区户籍的适龄儿童、非历下区
户籍但在历下区实际居住两年以
上的适龄儿童，以及符合条件的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序号 幼儿园名称 性质 类别 详细地址

1 历下区第一实验幼儿园 政府 省十佳示范园 菜市新村24号

2 历下区第一实验幼儿园数码港分园 政府 省十佳示范园 花园庄东路16号

3 甸柳新村街道办事处中心幼儿园 政府 省十佳示范园 甸柳新村五区十二号

4 山东大学第一幼儿园 事业 省十佳示范园 历城区洪家楼15号

5 山东大学第二幼儿园 事业 省十佳示范园 文化西路44号

6 山东大学第三幼儿园 事业 市十佳示范园 经十路17923号

7 大地名士幼儿园 民办 市十佳示范园 经十东路名士豪庭小区

8 省军区机关幼儿园 部队 市十佳示范园 青后小区三区三十号

9 山东省科学院幼儿园 事业 市十佳示范园 科院路19号

10 山东省供销社幼儿园 事业 市十佳示范园 燕山小区东路9号

11 山东省旅游局幼儿园 事业 市十佳示范园 千佛山东路1号

12 济南市卓雅﹒大风车幼儿园 民办 市十佳示范园 转山西路28号

13 历下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政府 市十佳示范园 盛福花园29号

14 山东省人民政府机关幼儿园 事业 市十佳示范园 铜元局前街7号

15 大明湖小学幼儿园 政府 省级示范园 历下区庠门里2号

16 解放路第一小学幼儿园 政府 省级示范园 历山东路15号

17 历下区丁家幼儿园 政府 省级示范园 历下区丁家村东首

18 佛山苑幼儿园 政府 省级示范园 佛山苑小区四区一号

19 东关街道办事处中心幼儿园 政府 省级示范园 东圩门外14—2号

20 山东师范大学幼儿园 事业 省级示范园 文化东路113号

21 大众报业集团幼儿园 企业 省级示范园 经十路16122号

22 山东省实验幼儿园 事业 省级示范园 泺文路51号

23 历下区姚家中心幼儿园 街道 省级示范园 姚家南路9号

24 济钢第二幼儿园 企业 省级示范园 工业南路66号

25 济南炼油厂幼儿园 企业 省级示范园 工业南路26号

26 省石化工业办公室幼儿园 事业 省级示范园 青后二区10号

27 济南市ABC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省级示范园 友谊苑小区南区

28 历下区红黄蓝幼儿园 普惠性民办 省级示范园 解放东路95-15

29 金太阳幼儿园 民办 省级示范园 花园路东首科苑小区内

30 大地明珠幼儿园 民办 省级示范园 二环东路明珠花园小区内

31 希望之星幼儿园 民办 省级示范园 化纤厂路六号

32 济南大地幼儿园 民办 省级示范园 和平路燕子山小区

33 历下区紫苑幼儿园 政府 省级示范园 洪山路紫缘山庄内

34 历下区锦屏幼儿园 政府 省级示范园 锦屏家园南门

35 历下区第三实验幼儿园 政府 省级示范园 解放东路34-1号

36 历下区龙奥新居幼儿园 政府 省级示范园 龙鼎大道锦屏家园北门

37 山东友谊集团友谊幼儿园 街道 省级示范园 窑头路7-7号友谊小学西邻

38 山东银座.英才银座花园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省级示范园 转山西路7号

39 历下区智慧树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省级示范园 窑头路3号友谊苑小区

40 历下区燕山新居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省级示范园 燕山新居小区内

41 历下区小哈佛都市阳光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省级示范园 工业南路94-2号

42 大地全运村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省级示范园 奥体东路海尔绿城小区内

43 历下区七彩路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省级示范园 文化东路29号（三箭吉祥苑内）

44 十亩园小学幼儿园 政府 市一类 十亩园街50号

45 山东财经大学（燕山校区）幼儿园 事业 市一类 二环东路7366号

46 山东建筑大学幼儿园 事业 市一类 历山路96号

47 山东省民政厅幼儿园 事业 市一类 燕子山小区东路4号

48 历下区安琪儿幼儿园 民办 市一类 环山路108号中创开元山庄院内

49 历下区英澳中心幼儿园 民办 市一类 黄台南路86号

50 历下区伊顿慧智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市一类 华能路38号大地锐城小区内

51 假日丽景小金星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市一类 花园路东首与农干院路交界口

52 历下区保利大名湖幼儿园 普惠性民办 市一类 明湖东路787号

53 历下区天爱使者幼儿园 街道 市二类 经十东路3766号林家庄

54 山东省监狱幼儿园 事业 市二类 工业南路90号

55 济南市花园小学幼儿园 政府 市二类 历下区报施街42号

56 解放军某部幼儿园 部队 市二类 经十路15702号

57 皇亭体育幼儿园 事业 市二类 泉城路15号

58 汇泉小学附设幼儿园 政府 市二类 长盛北区5号

59 省纺织工业办公室幼儿园 公办园 市二类 羊头峪西沟街6号

60 解放军某部机关幼儿园 部队 市二类 燕文东路11号

61 济南市育才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市二类 花园庄东路20号

62 历下区益智幼儿园 普惠性民办 市二类 凤凰路本北段

63 济南市智元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花园路1-1号

64 济南市HAPPY阳光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历下区香港街东首

65 济南市太阳雨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山大路166号

66 历下区小天地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长盛南区12号

67 历下区艺海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甸柳新村五区15号

68 济南市阳光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山大南路91—1号

69 历下区新奇宝贝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燕东山庄一区十七号

70 济南市爱心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解放东路32号

71 历下区童欣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解放东路27号三建平安苑内

72 济南市方圆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长盛南区三区19号楼

73 济南市正大花园幼儿园 民办 市二类 浆水泉路11-1号

74 历下区义和幼儿园 街道 市三类 历下区义和幼儿园

75 历下区刘智远幼儿园 街道 市三类 志远小学院内

76 历下区中井幼儿园 街道 市三类 历下区中井村

77 姚家办事处荆山幼儿园 街道 市三类 荆山东路荆山小学内

78 历下区超然幼儿园 民办 市三类 和平路燕山小区北区

79 历下区小天使幼儿园 民办 市三类 和平路羊头峪东沟4号

80 小海豚历山名郡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市一类 千佛山路6号历山名郡小区

81 中建文化城升辉幼儿园 双轨普惠民办 市一类 文化东路16号

历下区81所幼儿园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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