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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基〔2019〕23号

佛山市教育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普惠性

幼儿园星级分类认定工作指引

（试行）》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市属幼儿园:

为贯彻落实《佛山市发展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佛山

市星级普惠性幼儿园认定、扶持和管理办法》精神，推进普惠性

幼儿园星级分类发展，提升普惠性幼儿园办园质量和水平，现将

《佛山市普惠性幼儿园星级分类认定工作指引（试行）》印发给

主动公开 FSBG2019026号

佛 山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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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佛山市教育局

2019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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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普惠性幼儿园星级分类认定工作指引

（试行）

为贯彻落实《佛山市发展学前教育第三期行动计划》《佛山

市星级普惠性幼儿园认定、扶持和管理办法》精神，推进普惠性

幼儿园分类发展，落实普惠性幼儿园分类扶持和分类管理，提升

普惠性幼儿园办园质量和水平，特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等级优先、兼顾属性、质量为本原则。根据普惠

性幼儿园等级、办园属性和保教质量三项指标，合理划分各指标

分值占比，构建三位一体的星级普惠性幼儿园分类认定综合指

标，为普惠性幼儿园分类扶持和分类管理提供依据。

（二）坚持市级统筹，区级落实原则。市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普惠性幼儿园星级分类认定工作指引，指导各区实施星级分类认

定。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工作指引组织实施普惠性幼儿园星级

分类认定，落实星级分类扶持和管理。

（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规范普惠性幼儿园星级

分类认定流程，严格对照工作指引开展工作，确保各个环节做到

公平、公正、公开。

二、认定对象

普惠性幼儿园星级认定对象为经过教育部门认定的普惠性

幼儿园，包括公办幼儿园、集体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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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形式

普惠性幼儿园星级分类认定工作根据属地管理原则，由各区

教育行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区属幼儿园由区教育行政部门组织

认定，市属幼儿园委托禅城区教育局组织认定。

四、认定标准及原则

（一）星级分类标准。普惠性幼儿园星级分类综合指标由幼

儿园等级、幼儿园属性和幼儿园保教质量三个指标构成，总分为

100分（详见附件 1）。其中：

幼儿园等级权重占总分 50%，评分依据为广东省幼儿园督导

评估结果，以督导部门公布文件为准。评分标准：省一级幼儿园

100分、市一级幼儿园 90分、区一级幼儿园 80分、未评级幼儿

园 70分。

幼儿园属性权重占总分20%，评分依据为幼儿园的办园性质，

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以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

为准，集体办幼儿园由举办者村（居）委员会或股份社提供自主

举办或出租承包的材料。评分标准：公办幼儿园 100分、集体办

幼儿园（公办性质）100分、集体办幼儿园（出租承包）90分、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90分。

幼儿园保教质量权重占总分 30%，评分依据为佛山市幼儿园

保教质量评估结果，以教育行政部门公布文件为准。评分标准：

优秀等级 100分、良好等级 80分、合格等级 60分。

根据三个指标的得分及占比权重合计总分，普惠性幼儿园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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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类标准为：91分及以上可认定为四星级普惠性幼儿园，85

分-90分可认定为三星级普惠性幼儿园，80分-84分可认定为二

星级普惠性幼儿园，71—79分可认定为一星级普惠性幼儿园。

（二）收费限定标准。根据《佛山市星级普惠性幼儿园认定、

扶持和管理办法》，星级普惠性幼儿园实行分类限价管理，认定

星级普惠性民办幼儿园须同时满足以下收费限定标准：四星级普

惠性幼儿园每人每月不超过 1500元，三星级普惠性幼儿园每人

每月不超过 1300元，二星级普惠性幼儿园每人每月不超过 1150

元，一星级普惠性幼儿园每人每月不超过 950元。

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由价格主管部门核

定，新办法出台前维持现行收费标准。集体办幼儿园参照执行。

（三）认定原则。根据星级分类标准及收费限定标准认定普

惠性幼儿园星级，不能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普惠性幼儿园，暂定

为未评星级。

当年保教质量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普惠性幼儿园，暂定为未

评星级。

五、时间安排

原则上星级普惠性幼儿园认定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各区可结

合当年普惠性幼儿园申报工作一并开展，确保每年 4月底前完

成。

六、认定程序

（一）幼儿园申请。新认定的普惠性幼儿园，或因等级、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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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保教质量发生变化需重新认定的普惠性幼儿园，每年 3月底

前向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填报《佛山市普惠性幼儿园星级

分类认定表》（附件 2），提供相关材料。

（二）区级认定。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核实普惠性幼儿园等级、

办园属性和保教质量三个指标的得分情况，核对幼儿园收费标

准，对普惠性幼儿园进行星级分类认定。

（三）公示公告。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对普惠性幼儿园星级认

定结果进行社会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幼儿园

若对认定结果有异议，可向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各

区应在接到申诉的 5个工作日内作出回应。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

成立的，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发文公布当年认定的星级普惠性幼儿

园名单。

（四）上报备案。每年 5月底前各区教育行政部门将认定公

布的星级普惠性幼儿园名单报同级人民政府及市教育行政部门备

案。

七、相关要求

（一）星级普惠性幼儿园认定结果有效期为三年。星级普惠

性幼儿园在有效期内因等级、办园属性或保教质量发生变化的，

区教育行政部门须重新对其进行星级认定。

（二）首次认定的星级普惠性幼儿园生均财政经费从认定结

果公布的当年开始拨付。因等级、办园属性或保教质量发生变化，

重新认定的星级普惠性幼儿园，调整后的生均财政经费标准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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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结果公布的下一个财政年度开始执行。

（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星级分类认定后，保教费收费标准

应保持一段时期的相对稳定。

（四）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自愿降低保教费收费标准并认定星

级，新的收费标准须与生均财政经费拨付时间一并执行，并对所

有新旧在园幼儿同时执行。

八、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区要加强对普惠性幼儿园星级认定

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指导。要根据本工作指引，结合本地实际，

成立普惠性幼儿园星级分类认定工作领导小组，完善工作方案，

细化分解任务，明确时间节点，确保普惠性幼儿园星级认定工作

顺利完成。

（二）强化动态监管。各区既要积极引导和支持普惠性幼儿

园提升星级，又要坚持标准，严格程序，确保质量。要结合日常

工作安排，加大对星级普惠性幼儿园分类认定指导力度，切实做

到以评促建。要不断完善普惠性幼儿园星级认定工作制度、信息

公开及社会监督制度。要不定期组织检查，切实加强对星级普惠

性幼儿园的过程性管理。

（三）重视宣传引导。各区要广泛宣传发展星级普惠性幼儿

园的政策措施，积极鼓励引导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不断

提升星级水平，提高办园质量。同时要让家长和社会充分了解和

认识普惠性幼儿园星级分类的内涵和意义，营造全社会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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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级普惠性幼儿园发展的良好氛围。

九、附则

（一）本工作指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为三年。

（二）本工作指引由市教育局具体负责解释。

附表：1.佛山市普惠性幼儿园星级分类综合指标

2.佛山市星级普惠性幼儿园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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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佛山市普惠性幼儿园星级分类综合指标

指标 分值 占比 评分标准 得分

幼儿园等级 100 50%

省一级 100分

市一级 90分

区一级 80分

未评级 70分

幼儿园属性 100 20%

公办幼儿园 100分

集体办幼儿园（公办性质）100分

集体办幼儿园（出租承包）90分

民办幼儿园 90分

幼儿园保教质量 100 30%

优秀 100分

良好 80分

合格 60分

合计总分

星级分类标准

四星级普惠性幼儿园：91分及以上，

三星级普惠性幼儿园：85分-90分 ，

二星级普惠性幼儿园：80分-84分，

一星级普惠性幼儿园：71分-7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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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佛山市星级普惠性幼儿园认定表

幼儿园名称：

指标 分值
占比
⑴

评分标准
⑵

得分
⑴*⑵

幼儿园等级 100 50%

省一级 100分

市一级 90分

区一级 80分

未评级 70分

幼儿园属性 100 20%

公办幼儿园 100分

集体办幼儿园（公办性质）100分

集体办幼儿园（出租承包）90分

民办幼儿园 90分

幼儿园保教质量 100 30%

优秀 100分

良好 80分

合格 60分

合计总分

现行收费标准

申请认定星级：

四星级普惠性幼儿园：91分及以上，

收费标准不超过每人每月 1500元；

三星级普惠性幼儿园：85分-90分，

收费标准不超过每人每月 1300元；

二星级普惠性幼儿园：80分-84分，

收费标准不超过每人每月 1150元；

一星级普惠性幼儿园：71分-79分，

收费标准不超过每人每月 9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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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教育

行政

部门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佛山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9年 5月 10日印发

抄送：市司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