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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新增 50 个普惠性托育点”名单 

2020 年的上海市政府实事项目中，“新增 50 个普惠性托育点”列入其中。

上海市教委披露，2020 年实际新增了 53个普惠性托育点，超额完成了任务，包

括黄浦区的好小囡幼儿园、徐汇区的康乐托儿所等。 

2020 年新增的普惠性托育点 

区 名称 地址 是否托幼一体 公/民办 

黄浦 好小囡幼儿园 温州路 74号 是 公办 

黄浦 荷花池幼儿园 江阴街 188号 是 公办 

徐汇 康乐托儿所 大木桥路 237弄 7号 否 民办 

徐汇 乌鲁木齐南路幼儿园 淮海中路 1788号 是 公办 

徐汇 龙南托育园 龙水南路 320 号 否 民办 

徐汇 蓓蕾幼稚园 
天钥桥路 380弄 11号 

蒲汇塘路 50号云兰花苑 6号楼 
是 民办 

静安 中山北路幼儿园 芷江中路 345弄 11号 是 公办 

静安 科技幼儿园 阳曲路 391弄 17号 是 公办 

静安 七巧板幼儿园 阳曲路 190弄 29号 是 公办 

长宁 江一幼儿园附设宣化托儿部 宣化路 225弄 6-7号 是 民办 

长宁 新苗托儿所 新华路 413弄 4号 是 民办 

长宁 兰兰幼儿园附设托儿所 玉屏南路 110弄 41号 是 民办 

虹口 虹口区密云路幼儿园 密云路 250弄 17号 是 公办 

杨浦 隆昌托儿所 隆昌路 331号 否 民办 

杨浦 格林双阳幼稚园 控江路 1039弄 24号 是 民办 

普陀 绿地世纪城幼儿园 白兰路 55号 是 公办 

普陀 乐怡幼儿园 宜昌路 715弄 1号 是 公办 

普陀 四季艺术幼儿园 香樟路 429号 是 公办 

普陀 甘泉新村幼儿园 黄陵路 151弄 18号 是 公办 

普陀 大风车幼儿园 志丹路 501弄 31号 是 公办 

浦东 金童幼儿园（明月部） 明月路 1053号 是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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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 周浦幼儿园（康景部） 渡桥路 202号 是 公办 

浦东 周浦欧风幼儿园（瑞福部） 瑞建路 700号 是 公办 

浦东 昌里幼儿园（豆豆部） 南码头路 1621弄 36号 是 公办 

浦东 羽灵幼儿园（羽山部） 羽山路 392号 是 公办 

浦东 绿川幼儿园（锦绣部） 陈春路 611号 是 公办 

浦东 浦南幼儿园（锦和校区） 东绣路 1260号 是 公办 

浦东 
上南早期儿童教育服务中心

（德州四村教学点） 
成山路 24弄 114 号 否 民办 

闵行 梅陇镇梅锦幼儿园 普乐路 515号 是 公办 

闵行 马桥富国幼儿园 富国路 416号 是 公办 

闵行 莘庄第二幼儿园莘中分园 莘中新村 16号 是 公办 

闵行 中国福利会托儿所闵行分部 七莘路 350号 是 民办 

闵行 龙柏第一幼儿园分园 虹桥镇龙柏三村 90号 是 公办 

宝山 宝山区七色花艺术幼儿园 宝林二村 63号 是 公办 

宝山 宝山区泗东幼儿园 泗东新村 3号 是 公办 

宝山 宝山区太阳花幼稚园 四元路 20弄 76号 是 公办 

宝山 宝山区乾溪幼儿园 乾溪路 101弄 12号 是 公办 

宝山 宝山区长江路幼儿园 淞南新村 30号 是 公办 

松江 松江区茸树幼儿园 茸北路 212号 是 公办 

松江 松江区华亭第三幼儿园 云逸路 320号 是 公办 

松江 松江区泗泾第八幼儿园 泗泾镇泽悦路 131号 是 公办 

嘉定 嘉定区小蜜蜂幼儿园 新成路街道塔新路 1000号 是 公办 

嘉定 嘉定区新徐幼儿园 勤学路 85号 是 公办 

青浦 青浦区尚泰幼儿园 徐泾镇尚泰路 238弄 120号 是 公办 

青浦 青浦区阳阳幼儿园 香花桥街道惠康路 599号 是 公办 

奉贤 九棵树实验幼儿园 展园路 229号 是 公办 

奉贤 海贝幼儿园 柘林镇柘海路 28号 是 公办 

奉贤 东田托育园 环城东路 455弄 17号 否 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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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贤 迪迪鹿托育园 金汇镇金碧路 1920弄 13号 否 民办 

金山 前京幼儿园 蒙山北路 1333号 是 公办 

金山 桃源幼儿园 枫泾园田路 18号 是 公办 

崇明 崇明区江口幼儿园 庙镇江民路 45号 是 公办 

崇明 崇明区圆沙幼儿园 长兴镇圆瑞路 8号 是 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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