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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教基〔2017〕94 号 

 

 

海口市教育局 
关于2017年海口市民办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年检结果的通报 
 

各区教育局，市直属民办中小学校： 

按照《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17年海南省民办中小学校和幼

儿园年检工作的通知》（琼教基〔2017〕19号）和《海口市教育局

关于做好2017年海口市民办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年检工作的通知》

（海教基〔2017〕26号）文件要求，我局组织开展了2017年海口市

民办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年检工作，现将年检结果通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全市民办学校情况 

海口市教育局文件 



 — 2 — 

我市现有民办中小学校 59所。年检优秀学校 18所，年检合

格的学校 36所，年检暂缓通过学校 1所，新批办学校 4所,暂停

办学学校 1所，停止办学学校 1所。 

（二）全市民办幼儿园情况 

我市现有民办幼儿园 657 所。年检优秀幼儿园 94 所，年检

合格幼儿园 501 所，年检暂缓通过幼儿园 8所，新批办幼儿园 54

所，暂停办学幼儿园 6所，停止办学幼儿园 17所，撤销幼儿园 1

所。 

二、年检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别民办学校（幼儿园）对年检工作不够重视，材料

准备不齐全，材料归档不规范。 

（二）部分民办学校（幼儿园）办学条件差、办学设施简陋、

师资配备不足及学历不达标、管理不善、安保配备不齐全、消防

设施欠缺等。 

（三）部分幼儿园存在“小学化”现象。 

三、工作建议 

（一）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民办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办学行

为，请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文件的有关要求，做好民办中小学

和幼儿园年检的后续工作，对年检定为暂缓通过的民办中小学校

和幼儿园，限期 3-6 个月整改，整改后仍未达到要求的，下一年

度不得招生。对年检不合格的幼儿园，取消其办学资格，收回办

学许可证，并向幼儿园的登记机关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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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于年检中发现的突出问题，如办学条件差、师资配

备不足且学历不达标、管理不善、“小学化”现象等，各区教育

局要高度重视，认真研究，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逐步规范民办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管理。 

 

附件：1.2017 年海口市民办中小学校年检名单 

2.2017 年海口市民办幼儿园年检名单 

                          
 
 

海口市教育局 

2017 年 11 月 20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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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7 年海口市民办中小学校年检名单 
 

年检优秀学校（18所） 

市直属（5所）：海口中学、海南枫叶国际学校、海口景山学

校、海口寰岛实验小学、海南昌茂花园学校。 

秀英区（2所）：南海实验学校、美华学校。 

龙华区（3所）：海口山高学校、海口秀英学校、海口市龙华

区华南实验学校 

琼山区（3所）：海南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海口琼府实验学校、

海南海政学校。 

美兰区（5所）：海口美舍学校、海口市美文学校、海口山高

实验中学、海口景山海甸分校、海口少林文武学校。 

 

年检合格学校（36所） 

市直属（6所）：华中师范大学海南附属中学、海口华兴学校、

海口山高高级实验中学、海口大成高级实验中学、海口海天学校、

海口市罗牛山学校。 

秀英区（6所）：西城实验学校、南方公学、长流实验学校、  

 伏羲学校、锦绣学校、东山孔子小学。 

龙华区（8所）：海口大成实验学校、海口市龙华区博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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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海台金华学校、网络科技时代海口实验学校、海口市坡博

实验学校、海口慧园流动人口简易小学、海口博才流动人口子弟

小学、海口洪波流动人口子弟小学。    

琼山区（11 所）：海口安泽实验学校、海口府城东昇学校、

海口琼山区府城新朝阳小学、海口华英小学、海口振兴小学、海

口海之南外国语实验学校、三门坡实验学校、三门坡北岸小学、

知行学校、海南工商学院附属小学、楚天学校。 

美兰区（5所）：海口福安学校、海口海岛流动人口简易小学、

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易小学、海口中亚学校、海口新阳希望学校。 

 

年检暂缓通过学校（1所） 

秀英区（1所）：海口兰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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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7 年海口市民办幼儿园年检名单 
 

年检优秀幼儿园（94所） 

秀英区（18所）：海南东智庄园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小博

士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启航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海南艺飞扬

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滨景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合一方幼儿园、

海口市秀英区金地展新幼儿园、海口威特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

书场金鑫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慧智兰心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

长流童乐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小叮当幼儿园、海口市秀

英区航天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阳光幼儿园、海口市秀英

区智多星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小豆丁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小

森林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起点幼儿园。 

龙华区（27 所）：海口市布朗幼儿园、海口市昌茂澳洲园蒙

氏幼儿园、海口市山高幼儿园、海南昌茂花园幼儿园、海口佳宝

幼儿园、海口中学幼儿部、海口协和金盘幼儿园、海口市现代之

星幼儿园、海口外滩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龙之涯主题幼儿园、

海口市常春藤幼儿园、海口市金色阳光幼儿园、海口市苍峄幼儿

园、海口市龙华区培尔小镇幼儿园、海口美华城堡幼儿园、海口

王牌幼儿园、海口市海虹幼儿园 、海口市龙华幼儿园、海口市龙

华区文华幼儿园、海口市艺雅思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金色阳光



 — 7 — 

世贸幼儿园、海口市金鹰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金盘壹号幼儿园、

海口市龙华区理想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小哈佛幼儿园、海口市

海台金华幼儿园、海口市城西镇中心幼儿园 （公立托管）。 

琼山区（21 所）：海口海之南外国语实验幼儿园、海口新乐

乐幼儿园、海口市金鹿幼儿园、海南师范大学凤翔幼儿园、海口

市琼山区府城镇园林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格林斯顿幼儿园、海

口市琼山区七色花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乐晨幼儿园、

海南工商职业学院附属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阳光启迪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滨江帝景蒙台梭利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国凤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爱尔贝蒙台梭利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天龙湾

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三林怡和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银

湘幼儿园、海口市琼山海艺智星幼儿园、海口椰燕幼儿园、海口

市琼山区莉德宝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博仕幼儿园、海口市琼山

区宝宝幼儿园。 

美兰区（28 所）：海口景山海甸分校幼儿园、海南博立幼儿

园、海南省海汽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锦程幼儿园、海口市中海

幼儿园、海口市博爱幼儿园、海口市贝贝佳幼儿园、海口美舍小

区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万家乐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旺仔幼儿

园、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艺苗幼儿园、海口幸福幼儿园、海口福

娃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新市幼儿园、海口市新科幼儿园、海口

市新概念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爱乐堡幼儿园、海口市小精灵幼

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科健幼儿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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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名门幼儿园、海口市缔造未来实验幼儿园、海口市博爱幼儿园

邮电分园、海口市美兰区兴华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海鹰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海燕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滨江海岸蒙特梭利幼儿

园、海口市美兰区橡树园幼儿园。 

 

年检合格幼儿园（501 所） 

秀英区（76所）：海口市秀英区福宝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

居委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长流七巧板幼儿园、海口福安幼儿园、

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朝阳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艺华幼儿

园、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金硕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金天伦幼儿

园、海口市秀英区宝源花园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美天乐幼儿园、

海口市秀英区爱丁堡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金福幼儿园、海口市

秀英区佳宝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贝尔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育

才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通华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东山春苗幼

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东山乖乖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东山苗苗幼

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东山快乐宝贝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

春光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康苗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永

兴镇明兴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童谣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石山

镇海娃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小明星幼儿园、海口市秀英

区旭旭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佳家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星光幼

儿园、海口市秀英区康乐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小天才幼儿园、

海口市秀英区小太阳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星星幼儿园、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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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英区华泰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日昇幼儿园、海口市鸿智幼儿

园、海口市秀英区侨一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童欣幼儿园、海口

市秀英区湘苑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金海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

欣欣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好朋友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炮楼向

阳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海秀文博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童年幼

儿园、海口市秀英区英桥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龙凤幼儿园、海

口市秀英区南国神童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苗桃幼儿园、海口市

秀英区德尔雅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爱恩堡幼儿园、海口市秀英

区爱心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丰赢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金星幼

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亮晶晶海景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西秀镇毓

秀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金太阳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小状元幼

儿园、海口市秀英区燕京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海襄艺术幼儿园、

海口市秀英区郑华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新华幼儿园、海

口市秀英区荣山天宝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海萍精英幼儿园、海

口市秀英区永兴新光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雅星幼儿园、海口市

秀英区琼华金贝贝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晨煕幼儿园、海口市秀

英区童话林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希望幼儿园、海口市秀

英区永兴镇开心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双壁幼儿园、海口市秀英

区玲珑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长流奥林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永

秀贝尔幼儿园、海口市南方公学幼儿园。 

龙华区（129 所）：海口市龙华区头铺幼儿园、海口市新天宝

幼儿园、海口大风车幼儿园、海口市童憬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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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海幼儿园、海口启慧幼儿园、海口市置地花园英文幼稚园海口

市海岛星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侨星幼儿园、海口军安花苑幼儿

园、海口市滨海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嘉禾幼儿园、海口龙都幼

儿园、海口市龙华区百草园幼儿园、海口城西幼儿园、海口市龙

昆下村幼儿园、海口市精英幼儿园、海口军嫂第一幼儿园、海口

市宝岛明星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树林童话幼儿园、海口滨海向

阳花幼儿园、海口市金环幼儿园、海口市义兴幼儿园、海口昂立

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正大幼儿园、海口市希望幼儿园、海口市

龙华区金垦幼儿园、海口市金太阳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高坡幼

儿园、海口市龙华区仁爱幼儿园、海口市龙泉镇海娃幼儿园、海

口市金华幼儿园、海口市紫荆花幼儿园、海口市金沙幼儿园、海

口市春晖幼儿园、海口市劳拉幼儿园、海口市华欣幼儿园、海口

立德幼儿园、海口市金盘实验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小森林幼儿

园、海口市海垦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莱茵幼儿园、海口市精诚

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薛村幼儿园、海口市新坡镇树人幼儿园、

海口市龙华区居仁坊幼儿园、海口天使幼儿园、海口华海幼儿园、

海口市龙华区七色光幼儿园、海口市快乐宝宝幼儿园、海口市龙

华区头铺幼儿园、海口市龙昆幼儿园、海口市科睿幼儿园、海口

铭生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友谊幼儿园、海口市海瑞幼儿园、海

口市小红帽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小红星幼儿园、海口华侨公寓

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启稚幼儿园、海口航天幼儿园、海口金山

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星星亚洲豪苑幼儿园、海口市新育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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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龙华区爱萌幼儿园、海口京江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光谱

幼儿园、海口海景湾花园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椰海阳光幼儿园、

海口市苍西幼儿园、海口市向日葵幼儿园、海口市龙泉镇春光幼

儿园、海口市龙泉镇十字路幼儿园、海口市遵谭幼儿园、海口市

椰风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七色花幼儿园、海口市富南幼儿园、

海口市龙华区爱心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慧心幼儿园、海口市童

昇文化幼儿园、海口市希望之星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大拇指幼

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机械幼儿园、海口市爱贝幼儿园、海口市蓝

天幼儿园、海口市龙桥旭日幼儿园、海口市启蒙幼儿园、海口市

椰城幼儿园、海口世贸雅苑幼儿园、海口市海之星幼儿园、海口

市龙华区遵谭镇兴文幼儿园、海口快乐星幼儿园、海口市遵谭镇

阳光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兴宝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明日之星

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蓓蕾幼儿园、海口市博恩立梦幼儿园、海

口市龙华区晨语幼儿园、海口市新坡镇青青幼儿园、海口市兴华

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小剑桥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嘉博幼儿园、

海口市龙华区滨涯花园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智慧岛幼儿园、海

口市龙华区怡心幼儿园、海口清华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拾贝幼

儿园、海口市好孩子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沁源幼儿园、海口市

小黑牛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博仁幼儿园、海口市春笋幼儿园、

海口市龙华区大宇幼儿园、海口市遵谭镇祥云幼儿园、海口市大

同幼儿园、海口市小博士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丁城幼儿园、海

口市龙华区丁村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迪尼布朗幼儿园、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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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欢幼儿园、海口龙华小金鹿幼儿园、海口市明珠幼儿园、海口

市龙华区艺飞翔幼儿园、海口新起点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楚天

幼儿园、海口市乐优优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胜利宝贝幼儿园、

海口市龙华区童博士幼儿园、海口市龙华区金龙新村幼儿园。 

琼山区（159 所）：海口市琼山区府城云雀第二幼儿园、海口

市琼山区海岛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合阳实验幼儿园、海口市琼

山区联合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爱宝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文华

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东门第一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家家乐幼

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开心宝贝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德优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天爱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小金鹿幼儿园、海口市

琼山区凤翔山庄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福蒙瑞幼儿园、海口市琼

山区仁爱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知行实验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

大众幼儿园、海口市琼山海艺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府城兴华幼

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新兴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府城镇大园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群星幼儿园、海口琼山府城星星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实验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龙骅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谭文揶苗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博雅实验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童星格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大园希

望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谭文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绣衣

纺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红苗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新

旭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金色童年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

中丹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龙塘佳佳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财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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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龙塘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新星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天天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希望之星幼儿园、

海口琼山区旧州镇生生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新苗幼儿园、海口

市琼山旧州军民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启智幼儿园、海口市琼山

区旧州镇爱幼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红城湖幼儿园、海口市琼山

区旧州镇岭南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琼州希望城东幼儿园、海口

市琼山区旧州镇国兴园幼儿园、琼山区府城镇浪花芯幼儿园、海

口市琼山区红旗童星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童馨幼儿园、海口市

琼山区蓝精灵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佳佳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

红旗百灵鸟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云雀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红

旗镇中山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宝童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大坡

镇苗苗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民佳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东昌小

神童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天鹅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

集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云露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小白

兔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金苗实验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云龙中

山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城东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云龙希望之

星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椰童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向阳

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新上丹花苑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长昌实

验幼儿园、海口琼山区欢欢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童伊韵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金童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贝贝乐幼儿园、海口市

琼山区府城东门路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新蕾幼儿园、海口市琼

山区府城高登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红旗镇幸福幼儿园、海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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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区童星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新民佳贝幼儿园、海口

市琼山区育苗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旧州镇幸福天使幼儿园、海

口市琼山区小芳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东方幼儿园、海口市琼山

区皇家花园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阳光宝贝幼儿园、海口市琼山

区海之韵实验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鹏程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

欣欣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英利幼儿园、海口市琼山职工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金宝贝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宝集幼儿园、海口市

琼山区优朵优果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金龙幼儿园、海口市琼山

区智慧树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金竹园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金

花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亲亲宝贝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未来星

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欣欣第二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爱贝乐幼

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椰岛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果果树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福乐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六合幼儿园、海口市琼

山区弘心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红苹果幼儿园、海口市琼

山区宝丽第二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宝宝幼儿园朱云分园、海口

市琼山区英姿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和雅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

明光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椰蕾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福兴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秀秀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宝贝之家幼

儿园、海口市琼山区谭文旺旺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红旗幸福第

二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红旗小博仕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凤翔

金环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文化宫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新芙蓉

国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佳童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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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启辰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水云天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童心童语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国凤石塔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 3Q红黄蓝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七彩阳光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泉水山庄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博雅路丫丫幼

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牛津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红星育德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跨世纪·芙蓉国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新育苗幼儿

园、海口市琼山区龙塘镇童心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宾果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新民昭阳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振发幼儿园、

海口市琼山区耶鲁星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米奇幼儿园、海口市

琼山区海岛都市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育星幼儿园、海口市琼山

区昌乐园壹加壹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嘉禾幼儿园、海口市琼山

区大苹果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吉的堡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小

苹果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大风车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童乐幼

儿园、海口市琼山区东昌实验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向阳幼儿园、

海口市东方瑞吉欧幼儿园。 

美兰区（137 所）：海口市美兰区龙舌坡爱心幼儿园、海口市

美兰区华达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新爱弥尔幼儿园、海口市美兰

区麒麟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英宝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童心幼

儿园、海口市美兰区万福新村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小乖乖幼儿

园、海口市美兰区妮可的家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椰城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小花朵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海德堡幼儿园、海口

市美兰区金甸幼儿园、海口和平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华语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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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海口市美兰区幸运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群艺幼儿园、海口

市美兰区爱童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喜洋洋幼儿园、海口市美兰

区彩虹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快乐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家家乐

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佳育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甸花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金色宝贝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福安幼儿园、海口

市美兰区天骄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小贝儿幼儿园、海口市美兰

区新埠中心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宝鸿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宝

多乐幼儿园、海口华明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蓝星幼儿园、海口

市美兰区宝玉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红星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

美蓝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小百合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天使之翼

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家佳如意幼儿园、海口青青草幼儿园、海

口市美兰区白坡里佳家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蓝海银座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千家乐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智慧星幼儿园、海口

市美兰区鸿图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雅美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

君尧幼儿园、海口市娃哈哈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冰果果幼儿园、

海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实验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新一代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铭扬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才华幼儿园、海口市美

兰区金星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德普施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灵

山艺星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洋珍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

星星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昌洋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琼

灵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春草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江东

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东头育苗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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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雅馨幼儿园、海口市灵山实验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海甸阳光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蓝美幼儿园、海口

市美兰区格林宝贝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伊之宝幼儿园、海口市

美兰区星光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琼苑广场幼儿园、海口市美兰

区小宝宝幼儿园、海口市新振育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金娃娃幼

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白龙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红缨幼儿园、海

口市美兰区百花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银河幼儿园、海南英特幼

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小红花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美祥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国兴蓝翔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群星幼儿园、海口

市美兰区小天使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望龙幼儿园、海口市美兰

区爱多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欣欣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岭下幼

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新晶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椰苗幼儿园、海

口市星星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新风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育英

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红帆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海达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椰园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七彩虹幼儿园、海口市

美兰区福田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灵山新时代幼儿园、海口市美

兰区海虹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明星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灵山

镇金宝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艺丰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桂林洋

中兴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红孩儿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三江镇

小太阳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三江旭旭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大

致坡大福星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益宝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弘

运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暖阳阳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新新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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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民乐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大致坡希望

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安信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彤乐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育德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美育幼儿园、海口市美

兰区睿智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福至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心怡

幼儿园、 海口市美兰区春蕾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未来之星幼儿

园、海口市美兰区爱群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东阳幼儿园、海口

市美兰区秋棠幼儿园、海口市童星梦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新韵

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英才幼儿园、海口市文明东幼儿园、海口

市美兰区优才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海天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

大树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富安幼儿园、海口市美兰区艺馨幼儿

园、海口市美兰区慧志幼儿园。   

 

年检暂缓通过幼儿园（8所） 

秀英区（3所）：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明日之星幼儿园、海口

市秀英区永兴镇乐乐幼儿园、海口市秀英区中天如果幼儿园。 

琼山区（4所）：海口市琼山区龙塘童星幼儿园、 海口市琼

山区龙塘镇起点幼儿园、海口市琼山区金苗幼儿园 、海口市琼

山区长昌启迪幼儿园。 

美兰区（1所）：海口市美兰区宝宝乐幼儿园。 

 

年检不合格（1所） 

美兰区（1所）：海口市美兰区新蓝天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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