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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密市 2020 年幼儿园年审合格名单 

    一、合格幼儿园名单（共 152 所） 

单    位 地     址 法人代表 等级 

市直（4所）    

新密市实验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青屏大街 70号 申晓宇 河南省示范园 

新密市市直第二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东大街 71号 马素梅 河南省示范园 

新密市市直第三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青屏大街与金

凤路交叉口 
王伟红 河南省示范园 

新密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幼儿

园 
河南省新密市开阳路 17号 张东山 郑州市示范园 

超化镇（10 所）    

新密市超化镇第一幼儿园 新密市超化镇黄古寺新区 许富仓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超化镇福娃娃幼儿园 新密市超化镇东店村 5组 冯亚强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超化镇美好幼儿园 新密市超化镇圣帝庙村 郭慧娟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超化镇智力宝贝幼儿园 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 冯爱兰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超化镇申沟村幼儿园 新密市超化镇申沟村 6组 宋红超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幼儿园 新密市超化镇超化村 麻国现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超化镇新庄幼儿园 新密市超化镇新庄村 崔江丽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超化镇超化矿区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超化镇申沟村 冯文青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超化镇崔庄幼儿园 新密市超化镇崔庄村三组 崔福顺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超化镇超越幼儿园 新密市超化镇周岗村 冯铁涛 郑州市二级园 

岳村镇（7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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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地     址 法人代表 等级 

新密市岳村镇实验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岳村镇驼腰村 李华卷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岳村镇中心幼儿园 新密市岳村镇芦沟村 赵梅珍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岳村镇小智星幼儿园 新密市岳村镇岳村村 刘喜云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岳村镇五星社区幼儿园 新密市岳村镇赵寨村 刘文玉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岳村镇正兴社区幼儿园 新密市岳村镇正兴社区内 陈丽娟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岳村镇司家门幼儿园 新密市岳村镇司家门村 王素玲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岳村镇芦沟矿区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岳村镇芦沟村 范志娟 准办园 

白寨镇（13 所）    

新密市白寨镇童星幼儿园 新密市白寨镇韦沟村 马现军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白寨镇第一幼儿园 新密市白寨镇白寨村  李秋玲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白寨镇史沟幼儿园 新密市白寨镇史沟村 韦书营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白寨镇小洋人艺术幼儿

园 
新密市白寨镇黑峪沟村 李秋红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白寨镇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白寨镇中心大道 郭书玲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白寨镇杨树岗起点幼儿

园 
新密市白寨镇杨树岗村 孟  云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白寨镇柳沟幼儿园 新密市白寨镇柳沟村 张 帅 准办园 

新密市白寨镇弟子源幼儿园 新密市白寨镇高庙村 申  笑 准办园 

新密市白寨镇乾坤圆实验幼儿

园 
新密市白寨镇山白村 刘怀恩 准办园 

新密市白寨镇爱乐贝贝幼儿园 新密市白寨镇杨树岗村 张振兴 准办园 

新密市白寨镇良攸优幼儿园 新密市白寨镇良水寨村 张晓东 准办园 

新密市白寨镇东岗幼儿园 新密市白寨镇东岗村 郭建涛 准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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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地     址 法人代表 等级 

新密市白寨镇郑培幼儿园 新密市白寨镇 邱贺丹 准办园 

大隗镇（6 所）    

新密市大隗镇中心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大隗镇大隗村 杨秀菊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大隗镇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大隗镇镇区西环路 孙战强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大隗镇和合希望幼儿园 新密市大隗镇和合村 申向素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大隗镇华龙幼儿园 新密市大隗镇观寨村 刘振中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大隗镇陈庄幼儿园 新密市大隗镇陈庄村 钱  平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大隗镇窑沟幼儿园 新密市大隗镇窑沟村 郑俊荣 准办园 

青屏街办事处（22所）    

新密市粮食局幼儿园 新密市西大街 11号院 陈春霞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苗圃幼儿园 新密市长乐路北段 司银栓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环保幼儿园 新密市长宁街南段 陈明芳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于家岗小天鹅幼儿园 新密市长乐路南口 徐慧朋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金宝贝幼儿园 新密市青峰路 5号院 韩慧慧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气象街宝宝乐幼儿园 新密市气象街中段 陈冠宇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艾乐宝幼儿园 新密市溱水路京密学校院内 段新红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电力幼儿园 新密市嵩山大道 41号 周海花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青屏中心幼儿园 新密市育才街中段北 50米 刘彩霞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蓝天幼儿园 新密市文峰路口发改委院内 刘爱玲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鑫苑爱贝幼儿园 新密市西大街鑫苑花园内 郑海彬 郑州市一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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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地     址 法人代表 等级 

新密市溙水路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北环路西段北测 阴彦章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中强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西大街中强国际“桂名

园”小区内 
陈  铭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宝宝乐幼儿园 
新密市青屏市场南 150 米梁

沟社区 
陈冠宇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新世纪民政幼儿园 新密市文峰北路 郭  浩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世纪宝宝幼儿园 
新密市青屏大街世纪新村院

内 
陈俊州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德美幼儿园 
新密市溱水路与周楼街交叉

向北 100米路西 
连  笑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巴莱多幼儿园 新密市青屏苑南院 樊书敏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青华金成幼儿园 新密市金博大金成时代广场 吴丽娟 准办园 

新密市圣学正德源幼儿园 
新密市溱水路 52号新世纪学

校院内 
马观厅 准办园 

新密市朗澈幼儿园 新密市溱水路 9号 王利明 准办园 

新密市早航幼儿园 新密市西大街 110号 岳慧丽 准办园 

西大街办事处（6所）    

新密市红缨幼儿园 新密市平安路祥和新街坊 段新红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西大街办事处中心幼儿

园 
新密市西大街青石河村一组 刘东方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西大街办事处瑞祥幼儿

园 
新密市溱水路西段 赵红晓 郑州市合格园 

新密市西大街办事处东方娃幼

儿园 

新密市西大街办事处金凤路

社区居委会 
韦书巧 郑州市合格园 

新密市小哈佛御金湾幼儿园 
新密市溱水路中强御金湾小

区 3期 
聂章艳 准办园 

新密市西大街瞻鹤幼儿园 
新密市西大街西段南侧浮戏

路西 
刘彩霞 准办园 

袁庄乡（6 所）    

新密市袁庄乡中心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袁庄乡姜沟村 刘梦珂 郑州市一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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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地     址 法人代表 等级 

新密市袁庄乡鑫语幼儿园 新密市袁庄乡靳沟村 王炜星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袁庄乡金色摇篮幼儿园 新密市袁庄乡靳沟村 李春芳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袁庄乡东方宝贝幼儿园 新密市袁庄乡靳沟村 位昊阳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袁庄乡新蕾幼儿园 新密市袁庄乡长椿苑社区 阴秀芳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袁庄乡小台沟幼儿园 新密市袁庄乡小台沟村 岳金萍 郑州市二级园 

新华路街道办事处（16所）    

新密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中心

幼儿园 
新密市东大街 36号 杨伟霞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外国语学校附属幼儿园 新密市北密新路 39号 许会玲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小神童幼儿园 新密市东大街 48号 刘彩霞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商业局幼儿园 新密市民康路中段 张炎峰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新世纪幼儿园 新密市公安局南 王红霞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新世纪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新华路办事处杨寨村 王丽霞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新华路经典幼儿园 新密市嵩山大道东段 10号院 张怀宪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艾米卡幼儿园 新密市嵩山大道 5号院 王卢浩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青屏幼儿园 新密市南密新路 66号 张鹤立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金成东区幼儿园 新密市五四广场卫校院内 王  静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东城半岛幼儿园 新密市东城半岛小区 张  鹏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爱弥尔矿区幼儿园 新密市郑州矿区新华北街 樊晓会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新华路艺苗艺术幼儿园 新密市矿区南街 李晓红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新华路爱馨幼儿园 新密市嵩山大道东段61号  马向阳 准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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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地     址 法人代表 等级 

新密市惠安家园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密州大道惠安家园小

区院内 
孙冬霞 准办园 

新密市豫小米尔顿幼儿园 新密市东郡一品尚园小区内 高亚伟 准办园 

苟堂镇（8 所）    

新密市苟堂镇栗树岗村幼儿园 新密市苟堂镇栗树岗村十组 司海玲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苟堂镇养老湾幼儿园 新密市苟堂镇养老湾村 李银棉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苟堂镇石庙村幼儿园 新密市苟堂镇石庙王科庵 吕花芳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苟堂镇中心幼儿园 新密市苟堂镇苟堂村 楚志娜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苟堂镇关口中心幼儿园 
新密市苟堂镇关口村段沟

120号 
苏伟红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苟堂镇小龙人幼儿园 
新密市苟堂镇小刘寨银河湾

社区 
赵春娟 郑州市合格园 

新密市苟堂镇劝门村幼儿园 新密市苟堂镇劝门村王庄组 刘凤琴 准办园 

新密市苟堂镇九龙村小龙人幼

儿园 
新密市苟堂镇九龙村 赵  存 准办园 

城关镇（4 所）    

新密市城关镇中心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城关镇西街村 冯福玲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城关镇小博士幼儿园 新密市城关镇楚沟村 高亚鑫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城关镇金河湾社区幼儿

园 
新密市城关镇金河湾社区                                                                                                                                                                                                                                                                                                                                                                                                                                                                                                                                                                                                                                                                                                                                                                                                                                                                                                                                                                                                                                                                                                                                                                                                                                                                                                                                                                                                                                                                                                                                                                                                                                                                                                                                                                                                                                                                                                                                                                                                                                                                                                                                                                                                                                                                                                                                                                                                                                                                                                                                                                                                                                                                                            魏明立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大拇指幼儿园 新密市老城后街  孙书峰 郑州市二级园 

米村镇（5 所）    

新密市米村镇中心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米村镇下王村

5组 
陈志江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米村镇第一幼儿园 新密市米村镇下王村 8组 李海松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米村镇贾寨村幼儿园 新密市米村镇贾寨村 6组 李淑玲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米村镇和盛嘉园社区幼

儿园 
新密市米村镇和盛嘉园社区 母玲枝 郑州市一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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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地     址 法人代表 等级 

新密市米村镇米村矿区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米村镇 杨慧松 郑州市一级园 

牛店镇（7 所）    

新密市牛店镇金果树幼儿园 
新密市牛店镇张湾村东宏小

区 
闫建设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梦得利尔幼儿园 新密市牛店镇金泽苑社区 司国臣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牛店镇第一幼儿园 新密市牛店镇高村村 位春芳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牛店镇月台幼儿园 
新密市牛店镇月台村村委 50

米处 
冉炎丽 准办园 

新密市牛店镇启航幼儿园 新密市牛店镇助泉寺村 刘淑贞 准办园 

新密市牛店镇宝宝乐幼儿园 新密市牛店镇花家店村 柴占亮 准办园 

新密市牛店镇李湾村幼儿园 
新密市牛店镇李湾村汇祥社

区院内 
张鹏飞 准办园 

刘寨镇（9 所）    

新密市刘寨镇中心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宋寨街 王玉全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刘寨镇老寨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 王留杰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永华双语实验学校附属

幼儿园 
新密市刘寨镇张庄村 张景超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刘寨镇第一幼儿园 新密市刘寨镇镇政府西 50米 刘笑梅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刘寨镇西马庄同心寨幼儿

园 
新密市刘寨镇西马庄村 马蓓蓓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刘寨镇郁金香幼儿园 
新密市刘寨镇李岗村村委院

内 
司向丽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刘寨镇永华启蒙幼儿园 新密市刘寨镇王沟村 朱晓敏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刘寨镇金苹果幼儿园 新密市刘寨镇新寨村 郑玉章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中果木子幼儿园 
新密市刘寨镇银基度假区湖

语墅小区 
朱伟丽 准办园 

曲梁镇（13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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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位 地     址 法人代表 等级 

新密市曲梁镇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庙朱村路口 马战超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曲梁镇全庄村新华幼儿

园 
新密市曲梁镇全庄村 马新花 郑州市示范园 

新密市曲梁镇中心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下牛村 刘松霞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曲梁镇第壹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尚庄村 李贵峰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曲梁镇小神童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尚庄村 王炜星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曲梁镇金阳光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五虎庙村 王炜星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曲梁镇小博士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下牛村 陈万顺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曲梁镇小太阳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牛集村 郑菊香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曲梁镇康乐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产业集聚区浙

大路 B区 3栋 
王炜星 郑州市二级园 

新密市曲梁镇岗牛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岗牛村 牛春霞 郑州市合格园 

新密市曲梁镇毓秀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五虎庙村 耿永升 郑州市合格园 

新密市曲梁镇格林童话幼儿园 
新密市曲梁镇服装工业园平

安街东段 
崔  慧 准办园 

新密市曲梁镇尖斌幼儿园 
曲梁镇工业园区锦荣衣天下

H20栋 
田俊峰 准办园 

来集镇（9 所）      

新密市来集镇中心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来集镇集贸市

场向东 300米 
王振威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来集镇小博士幼儿园 新密市来集镇来集村 吴文波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来集镇育苗幼儿园 新密市来集镇李堂村 韩慧慧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来集镇苏寨幼儿园 新密市来集镇苏寨村 吕浩龙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来集镇艺童幼儿园 新密市来集镇王家沃小学院 方团结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来集镇浮山雅居幼儿园 
新密市来集镇浮山雅居社区

内 
刘银圈 郑州市一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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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来集镇云蒙山城香桂幼

儿园 
新密市来集镇翟坡社区 陈晓鹏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来集镇裴沟矿区幼儿园  河南省新密市来集镇裴沟村 卞晴雪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来集镇赵沟宝宝乐幼儿

园 
新密市来集镇赵沟村 屈喜转 郑州市二级园 

平陌镇（6 所）    

新密市平陌镇兴平幼儿园 新密市平陌镇界河村 韩向阳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平陌镇启蒙幼儿园 新密市平陌镇簸箕掌村 杨玉娥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平陌镇新星幼儿园 新密市平陌镇虎岭村 宫银霞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平陌镇实验幼儿园 
新密市平陌镇平陌村政通小

区  
韩聚良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平陌镇阳光幼儿园 新密市平陌镇崔沟村二组 武秋红 郑州市一级园  

新密市平陌镇鑫慧幼儿园 新密市平陌镇杨台村 冯彩霞 郑州市合格园 

尖山风景区管委会（1所）    

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中心幼儿园 

新密市尖山风景区管理委员

会沙孤堆村 
王彦松 准办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