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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天河区

穗乐花园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

横路员村西街40号

规范化 85555760 合格 2

广州市天河区

悦教智慧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西街

四号大院25号101房

区一级 85632651 合格 3

广州市天河区

尚进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四横

路五号大院43号101房

规范化

85559512

合格 2

广州市天河区

家家乐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

路员村新村113号

规范化 85525709 合格 1

广州市天河区

员村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石东

村北社大街

规范化 85534280 合格 1

广州市天河区

程界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程界西村

石源大街8号之一

规范化 85672126 基本合格 2

广州市天河区

都市兰亭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

路兰亭街25号

规范化 85525162 合格 4

广州市天河区

美林海岸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美

林海岸花园棕林街46号

区一级 85616516 合格 3

广州市天河区

新蕾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员村二横

路122-12号

规范化 85671237 合格 2

广州市天河区

天一庄中英文

艺术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

恒隆街21号

规范化 85648313 合格 2

规范化 87553793 合格 1

广州市天河区

天云幼儿园

广州市天河区

员村山顶街1号

昌乐幼儿园成员村“最热门”公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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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舒曼）

5

月 12 日下午 3 点，天河区教育部

门办幼儿园开始进行电脑派位。

下午 5 点左右， 电脑派位陆续结

束，不少幼儿园都取得“爆满”的

成绩。

今年天河区共有 70 所教育

部门办的幼儿园

（区）

面向社会电

脑派位， 比去年增加 6 所公办园

（区）

。 全区参与电脑派位学位数

为 1575 个，报名总人数 6315 人，

整体中签率 24.94%。 电脑派位学

位数、报名总人数、整体中签率都

比去年有所降低。 据悉， 这是因

为 2019 年及 2020 年适逢首批

“二孩”入园高峰，到了 2021 年，

适龄幼儿入园人数回落，所以部

分公办园也削减了招生计划数。

5所公办园削减招生计划

“你抽中了吗？”这是这两天，

宝妈宝爸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今

年，记者发现，员村街辖内 5 所公

办幼儿园的招生计划数削减，并

没有减弱家长们的热情，中签率

再创新低。

其中， 昌乐幼儿园是员村街

辖内“最热门”幼儿园，中签率仅

32.86%， 去年中签率是 42.74%。

清荷幼儿园中签率 36.36%，约为

去年的一半， 这跟该园今年仅开

一个班有关。 童睿幼儿园总园、

童睿幼儿园童欣园区、旭日雅苑

幼儿园总园三所幼儿园中签率

与去年基本持平，旭日雅苑幼儿

园总园中签率甚至还有上升，是

37.8%。

值得一提的是， 员村街辖内

幼儿园中签率都超过了 32%，比

今年天河区整体中签率 24.94%

高得多。 员村居民唐女士虽然还

没有宝宝， 也认为：“员村公办幼

儿园的中签率还是挺高的。 ”

根据安排，5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凡经电脑随机派位录取的

幼儿父(

母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持

相关证明材料，到幼儿园进行资

格审核。 电脑派位最终录取名单

将在“广州市天河区教育部门办

幼儿园电脑派位招生服务平台”

进行公示。 6 月 4 日，教育部门办

幼儿园将发出《新生录取通知

书》。

天河仅有一所幼儿园没录满

今年天河区最热门的三所幼

儿园是天河区瑜翠园幼儿园翠海

园区、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附属

幼儿园

（总园）

、枫叶幼儿园

（俊华

园 区 ）

， 中签率分别为 1.2% 、

3.45%、6.92%。

另外， 天河区珠江新城猎德

幼儿园、天河区美好居幼儿园

（和

美园区）

、天河区天府幼儿园

（总

园）

、广州市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

儿园

（东一园 ）

和东二园等 10 所

幼儿园

（区 ）

，由于小区业主子女

数量众多， 无剩余学位面向社会

电脑随机派位。

对比去年有 5 所幼儿园没有

录满， 今年天河区仅有一所公办

幼儿园没有录满， 是位于沐陂西

路的天河区雅贝幼儿园， 派位数

77 人，报名数 48 人。 记者咨询了

天河区教育局小学和幼儿教育

科，工作人员称不会补录，具体招

生安排咨询幼儿园，“可能削减人

数开班， 也可能根据家长需求续

招，请联系幼儿园登记。 ”

民办园学位也很抢手

公办园如果没抽中， 家长们

马上“转战”民办园。 5 月 12 日以

来， 家长发现不少民办幼儿园也

已满员，想入民办园也不太容易。

记者了解到，5 月 12 日下午

公办园抽签结果公布后， 众多家

长到民办园咨询学位情况。 晚上

9 点左右， 有居民反映位于员村

山顶街的天云幼儿园即将招满。

13 日早上， 有员村家长表示，天

云幼儿园报名人数将近 280 个，

但今年只招 1 个班，“没想到比公

立还紧张。 ”

按照天河区教育局安排，5

月 29 日至 30 日是各其他部门办

公办性质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招

生报名时间， 请家长提前找好心

仪幼儿园。

天河区公办幼儿园电脑派位结果公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舒曼）

4 月 30

日，天河区发布了《2021 年天河区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细则》， 严格按

照市教育局“学校划片招生、生源就近

入学”要求，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免

试就近入学全覆盖。

2021 年， 天河区有 5 间公办初中

将采用“自主报名+电脑派位” 方式招

生， 分别是清华附中湾区学校 （筹）、

广州市执信中学天河校区、 广州市天

河外国语学校、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初中部、 广州市华颖外国语学校等 5

所学校。 总计划由去年的 436 人增至

1156 人， 增加 720 人， 学位供给总量

大幅增加， 将进一步满足小升初入学

需求。

其中，员村街辖内的广州市华颖外

国语学校（中学部）今年招生计划班数 4

个，除了招收小学部对口直升和对口地

段学生外，还计划电脑派位招生 60 人，

面向学校周边 5 公里范围内的天河区

公办、企事业办小学的穗籍毕业生（含

符合条件的广州市政策性照顾学生）招

生。

招生范围学校具体名单如下：汇景

实验学校（小学部）、 南国学校（小学

部）、天河中学猎德实验学校（小学部）、

一一三中学陶育实验学校（小学部）、棠

东小学、体育东路小学、体育东路小学

海明学校、 体育东路小学兴国学校、体

育西路小学、石牌小学、华阳小学、五山

小学、员村小学、昌乐小学、棠下小学、

石东小学、华康小学、龙口西小学、东圃

小学、车陂小学、棠德南小学、天河区第

一实验小学、泰安小学、骏景小学、冼村

小学、新元小学、华融小学、中海康城小

学、旭景小学、天府路小学、五一小学、

天河第一小学、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

学、华南农业大学附属小学、长征小学、

红英小学。

员村街辖内民办幼儿园信息

天河区发布2021年公办中小学招生方式

广州市华颖外国语学校参与电脑派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