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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市主城区学前教育布点专项规划（2019-2035）》专家意见答复

项目组在收到规划的专家评审意见后，结合在编的《宁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及片区控规等相关内容，修改完善，专家意见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1.进一步加强对宁德市总体规划以及各个组团控舰的解读。深入分析近年来城

市规划实施过程中部分用地功能的调整导致各组团用地布局发生的变化。

答复：针对最近国家围填海政策的实施，宁德市总体规划涉海部分的规划实施

存在难度，专项规划从新梳理了总体规划陆域部分的学校布局，并对接了总规 10年

来实施过程中的局部用地调整相关内容。

2.结合区域人口密度与人口分布。针对全面放开二孩政致，对宁德主城区的学

前教育设施的发展规模和用地需求做出科学合理预洲。

答复：根据宁德市统计局发布的宁德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宁德市第六

次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在编的《宁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相关数据，重新调整了

各片区的人口数据。

3.综合考虑现状用地条件及已编控规情况，优化各类幼儿目的规划布局，尽量

保证布点可落地。

答复：规划对接了在编的连城路周片片区控规、半山片区控规、塔南片区控规、

金蛇头片区控规等相关控规，结合用地现状情况，优化了相关幼儿园布局。

4.补充规划幼儿园服务半径分析(图)。

答复：已补充服务半径图

5.深化近期规划的内容，优化学校建设的实施方案.合理安排年度建设计划，提

出项目建设库。

答复：近期建设规划主要安排在连城路片区和七八都片区，具体的项目建设库

还将进一步与相关部门衔接。

6.进一步规范文本、说明书表达，补充完善规划依据。

答复：文本、说明书等相关内容进行了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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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编制目的

为满足宁德市主城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对城市土地的要求，促进教育事业

的均衡发展，保障学前教育各项用地的供给，保障学前教育设施布点与城市总

体规划确定的居住用地与人口分布相协调，特编制《宁德市主城区学前教育设

施布点专项规划（2019-2035）》（以下简称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学前教育规律，牢牢把握

学前教育正确发展方向，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机制，健全学前教育政策保障体系，

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

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基础。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科教兴市战略，

推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率先发展、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进一步落实、深化

和完善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对幼儿园布点的规划，做到定性、定

位、定量，使学前教育布点规划成为今后学校建设决策的依据与保障。通过规

划的实施，逐步实现学校布局合理化、规模适度化、条件均衡化和教育优质化，

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使教育事业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宁德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提供教育保障。

中共宁德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指出：未来五年，宁德着力构建“一核两廊五

轴”的发展格局和打造“增长极”、建设“四个区”的发展目标。宁德市主城

区将快速发展，城市集聚效应进一步加强，同时对教育设施的要求进一步加强。

第三条 规划原则

1.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对学前教育工作的领导，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在学

前教育领域深入贯彻，确保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到位，确保学前教育始终沿

着正确方向发展。

2.坚持政府主导。落实各级政府在学前教育规划、投入、教师队伍建设、

监管等方面的责任，完善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牢牢把

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坚持公办民办并举，加大公共财政投入，着力扩大普惠

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

3.坚持改革创新。突出问题导向，统筹兼顾、综合施策，破解制约学前教

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补齐制度短板，激发办园活力，鼓励引导规范社会力

量办园，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4.坚持规范管理。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实施科学保教，健全治理体系，

堵住监管漏洞，完善学前教育法律法规，实现依法依规办园治园，促进幼儿健

康快乐成长。

5.坚持统筹规划。严格遵循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统筹安排、合理布局、

配套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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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坚持规模适度。以教育发展总体目标为依据，立足城市整体发展，从客

观实际出发，对教育设施发展规模和用地需求进行科学预测，使规划既合理又

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学校建设应适当留有余地，防止二次建设造成浪费。

第四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21修订）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4、《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2018）

5、《国家教育委员会、建设部城市幼儿园建筑面积定额（试行）》（1988）

6、《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2016）

7、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2018.11）

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2019.1）

9、《福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2012.9

10、《福建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试行）

11、《宁德市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2019）

12、《福建省国土资源厅、教育厅和建设厅联合发文的《关于印发<福建省教

育用地控制指标>（试行）的通知》(闽国土资综［2007］316 号)

13、《宁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及相关片区控规划

14、国家及地方相关规范、标准

第五条 规划用地范围

规划范围与《宁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定的主城区范围相对应， 涵盖

六个乡镇、两个街道（即金涵畲族乡、蕉南街道办事处、蕉北街道办事处、城

南镇、飞鸾镇、漳湾镇、七都镇、八都镇）及东侨开发区，约 666 平方公里，

以下简称“主城区”。其界线为：东起城澳，西至城南镇、蕉北街道办事处一

线，北至八都镇，南至飞鸾镇。

第六条 规划期限

至 2035 年

第七条 教育片区的划分

为便于总体规模预测和控制，本规划根据总规的划分片区将主城区划分为

11个教育片区，分别为：蕉城组团、金涵组团、东兰组团、金塔组团、连城路

周边片区、半山片区、铁基湾南组团、滨海新城东组团、飞鸾组团、城澳组团、

七都及八都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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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本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上的学前教育设施布点专项规划，以学

校布点和校园控制为重点，为宁德主城区未来教育发展留有空间，以适

应不同时期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规划图纸中所表示的现状保留或

扩建的幼儿园位置及规划的幼儿园位置，是根据人口分布预测、校均施

教服务人口和学校合理服务半径等提出需配置的具体区位。规划图纸中

新建幼儿园可以在后期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进行区域平衡。对规划范

围内幼儿园的用地规模、校舍建筑规模以及班级数、班额人数等相关指

标进行指导性控制。

第九条 规划范围内各幼儿园的新建、改建、扩建等均依据本规划执行，并

经有关主管部门审定后方可建设。

第十条 本规划成果包括文本、说明书、图纸三部分，三者是不可分割的整

体。规划文本与规划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主城区幼儿园教育设施布点专项规划的调整，由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按法定程序进行。

第二章 规划标准与规模

第十二条 规划每千人口按如下标准配置相应规模幼儿园。

幼儿园：供适龄儿童、学前幼儿接受学前教育的学校。共有 3 个年级，

年龄阶段 3-6 周岁。

根据《福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幼儿园按每千规

划人口 40 学位计算，每班容纳 30 座；

根据《宁德市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新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每千规划

人口不低于 45 个学位的标准规划配建独立幼儿园，每班容纳 30 座；

本次规划现状建成区采用《福建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试行）

的 40座/千人，新建区采用《宁德市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45 座/千人。

第十三条 学校服务半径

学校校址宜选择设在周边学生易于入学的地段。学校服务半径宜为

300-500m。

第十四条 施教区服务人口规模

规划设置幼儿园，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1）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所在地规划设置不少于一所独立公

办幼儿园；

（2）每五千规划人口区域规划设置不少于一所九个班规模的独立幼儿园。

新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每千规划人口不低于四十五个学位的标准规划

配建独立幼儿园。

三个班以下规模的配建幼儿园，原则上与周边居民住宅区整合规划六个班

以上规模的独立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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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规划学校用地指标

规划学校用地面积应当执行国家规范。其生均用地面积定额标准应符合表 2-1。

表：2-1

项目 配置
生均用地

建议设置
建成区 新建区

幼

儿

园

6 班

按每千人

40 座-45

11 m
2
/座 16 m

2
/座 独立占地，有独立院落和出入口。

幼儿园应按其服务范围均衡分

布，服务半径一般为 300～500

米。

9 班 10 m
2
/座 15 m

2
/座

12 班 10 m
2
/座 14 m

2
/座

15 班 9 m
2
/座 14 m

2
/座

第十六条 建筑容积率标准

根据《福建省教育用地控制指标（试行）》规定，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学校

通过改建、扩建后教育用地项目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化率应符合表 2-2

规定，有条件的学校要结合活动场地铺设草坪，尽量扩大绿化面积。

表：2-2

类别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化率

幼儿园 ≥0.6 ≥20 %≤35% ≥30%

第三章 主城区学校布局规划

第十七条 规划技术路线

规划以主城区幼儿园用地布局规划为主要内容，通过幼儿园布局的调整和

优化带动城市教育资源的整合，构建规模适中、布点均衡、以人为本的基础教

育体系，促进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的实施，统筹协调城市各区幼儿园用地的供给

和分配，以教育机会均等为手段促进社会公平。 教育设施用地布局应根据相

关规划和规范的要求，结合人口密度与人口分布，尤其是学龄人口数量及其增

减的发展趋势，以及城市交通、环境等因素综合考虑，合理确定幼儿园建设的

总量、设定标准及每所学校的具体布点、范围和用地规模。

第十八条 规划设计主要内容

1、以幼儿园为重点，对宁德主城区幼儿园教育设施的占地、建设以及生

均用地等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归纳总结现状问题及问题产生的原因，为布局优

化提供依据。

2、 在比较研究相似城市相关规范的基础上，结合宁德市的建设实际，以

总体规划中居住用地的布局为依据，分级分类确定幼儿园建设标准。

3、 以城市总体规划中划分的居住组团为基本单元，结合现状落实各幼儿

园建设用地及建设指标。

4、 幼儿园布局调整后的富余教育资源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应当优先改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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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主城区各组团人口分布规划

表 3-1 主城区规划人口空间分布一览表 单位：万人

序号 组团 人口 备注

1 七都八都组团 20

2 金涵组团 7

3 蕉城组团 15.8

4 东兰组团 8

5 金塔组团（含金蛇头） 10

6 半山组团 5

7 连城片区及周边 20

8 滨海新城东组团 1.5

9 铁基湾南组团 1.2

10 飞鸾组团 4.8

11 城澳组团 1.7

合计 95

第二十条 主城区各组团人口分布规划

主城区学生数的预测主要采用千人指标数与规划人口。规划远期学生数量

为 4.137 万人，1381班。

表 3-2： 主城区各组团学生总量一览表

序号 组团
远期人口

（万人）
千人指标（座位/千人）

远期学生

数（个）

远期班

级数

1 七八都组团 20 45 9000 300
2 蕉城组团 15.8 40 6320 211
3 东兰组团 8 45 3600 120
4 金涵组团 7 40 2800 94

5 金塔组团周边(含金蛇头） 10 45 4500 150

6 半山组团 5 45 2250 75
7 连城片区及周边 20 45 9000 300

8 滨海新城东组团 1.5 45 675 23
9 铁基湾南组团 1.2 45 540 18
10 飞鸾组团 4.8 40 1920 64
11 城澳组团 1.7 45 765 26

合计 95 旧城改造区 40，新区 45 41370 1381

第二十一条主城区学校布局规划（见附表）

主城区学校布至 2035年，宁德市主城区共规划幼儿园 152 所，主要分布

在 11个城市组团，规划学校班级为 6-15班，规划班级数 1601班，总占地面积

约 65.0 公顷。其中东兰组团保留部分 3 班的房地产配套。

学校布局原则按照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居住组团，划定规划区内部的教育

片区， 针对建成区、新建区以及片区人口密度的分布科学合理的布局幼儿园。

主城区远期规划的幼儿园如下：

序

号
组团

远期人口

（万人）

千人指标（座

位/千人）

远期学生

数（个）

远期需

班级数

规划班

级数

规划幼儿

园个数

1 七八都组团 20 45 9000 300 330 29
2 蕉城组团 15.8 40 6320 211 318 30
3 东兰组团 8 45 3600 120 140 18
4 金涵组团 7 40 2800 94 111 9

5
金塔组团周边(含

金蛇头）
10 45 4500 150 168 19

6 半山组团 5 45 2250 75 84 8
7 连城片区及周边 20 45 9000 300 315 26
8 滨海新城东组团 1.5 45 675 23 18 2
9 铁基湾南组团 1.2 45 540 18 18 2
10 飞鸾组团 4.8 40 1920 64 69 7
11 城澳组团 1.7 45 765 26 30 2

合计 95
旧城改造区

40，新区 45
41370 1381 1601班 152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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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各学校地块建设的用地规模、容积率、建筑密度必须符合本规划

的规定。城市土地进行成片开发时，自然资源部门有权根据实际情况会

同教育部门对用地位置进行适当调整，但宜保持用地规模不变。

第二十三条 本规划的学校建设规模是依据规划确定的人口规模所确定的，如

果学校所处地块的用地性质改变或人口规模变化超出一定限度时，学校

建设规模应经自然资源部门重新确定并上报宁德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用地布局

第二十四条规划用地控制原则

1、规划保留学校

对现已达到建设规模的学校按原规模保留；

对现未达到建设规模的学校，而周边有发展用地的学校，应在可调控用地

范围内建设，且不得低于最低控制指标；

对现未达到建设规模的学校，而周边无发展用地或发展用地不足的学校，

合理降低办学规模。

2、规划新建学校

对老城区新建学校按控制指标控制，允许在可调控用地范围内力求按控制

指标建设；

对规划控制新建的学校，原则上遵循控制各学校规划用地区位及用地范

围，允许在可调控用地范围内进行调整，并按以下情况控制：

（1）对于规划控制新建的学校，力求按新建指标的最高值控制，以满足

远期教学需要，允许在实施时调整建设但须满足新建指标的低限值。

第二十五条规划用地控制要求

1、强化各学校出入口和校前集散广场要求并示意，实施中应按相关规范

建设出入口和集散广场,学校出入口设置在城市次干道和支路上,禁止设置在城

市主干道及快速道。

2、对规划在原址保留或扩建的学校，提出规划用地界线和建筑控制线并

严格控制；

3、对规划的新建学校，实施时用地须满足学校布局要求，按规划用地界

线和建筑控制线控制；

4、配建公建学校，学校与共有建筑的出入口应分开布设。

第五章 学校建设规划控制

第二十六条学校选址要求

1、应建设在日照充足、交通方便、场地平整、干燥、排水通畅、环境优

美、基础设施完善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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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应置于易发生自然地质灾害的地段；

3、与易发生危险的建筑物、仓库、储罐、可燃物品和材料堆场等之间的

距离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不应与大型公共娱乐场所、商场、批发市场等人流密集的场所相毗邻；

5、应远离各种污染源，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卫生、防护标准的要求；

6、园内不应有高压输电线、燃气、输油管道主干道等穿过道路系统。

第二十七条校园外部环境要求

1、 幼儿园及幼儿园周围不得兴建妨碍学校正常教学秩序、危害师生身心

健康的各种设施；在其周围建房屋时，要保证校舍的通风、采光要求；幼儿园

教学楼均应满足冬至日不小于 2 小时的日照标准；不得将噪音源、污染源布

置在校园附近。

2、保证校园内有安静的环境，周边噪声到达学校围墙处应低于 70 分贝，

到达教学用房窗外一米处的噪声应低于 55 分贝。

3、 城市快速通道两侧边沿与校园间距不应小于 80 米；学校应尽可能远

离铁路线，铁路沿线靠近学校一侧的外侧轨道中心与校园间距不应小于 300

米。

4、 露天市场边沿与幼儿园校园间距不宜小于 200 米；商业闹市与新建

校园间距不应小于 150 米；露天体育场边沿与新建校园间距不宜小于 100

米；火车站、长途客运站边缘与新建校园间距不应小于 300 米。

第二十八条幼儿园校园设计要点

1、总平面布置应包括建筑物、室外活动场地、绿化、道路布置等内容， 设

计应功能分区合理、方便管理、朝向适宜、日照充足，创造符合幼儿生理、心

理特点的环境空间。

2、四个班及以上的托儿所、幼儿园建筑应独立设置。三个班及以下时， 可

与居住、养老、教育、办公建筑合建，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合建的既有建筑应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符合抗震、防火等安全方面

的规定；

（2）应设独立的疏散楼梯和安全出口；

（3）出入口处应设置人员安全集散和车辆停靠的空间；

（4）应设独立的室外活动场地，场地周围应采取隔离措施；

（5）建筑出入口及室外活动场地范围内应采取防止物体坠落措施。

3、幼儿园应设室外活动场地，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幼儿园每班应设专用室外活动场地，人均面积不应小于 2m2，各班活动场

地之间宜采取分隔措施；

（1）幼儿园应设全园共用活动场地，人均面积不应小于 2 m2；

（2）地面应平整、防滑、无障碍、无尖锐突出物，并宜采用软质地坪；

（3）共用活动场地应设置游戏器具、沙坑、30m 跑道等，宜设戏水池， 储

水深度不应超过 0.30m。游戏器具下地面及周围应设软质铺装。宜设洗手池、

洗脚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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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室外活动场地应有 1／2 以上的面积在标准建筑日照阴影线之外。

4、幼儿园建筑窗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活动室、多功能活动室的窗台面距地面高度不宜大于 0.60m；

（2）当窗台面距楼地面高度低于 0.90m 时，应采取防护措施，防护高度

应从可踏部位顶面起算，不应低于 0.90m；

（3）窗距离楼地面的高度小于或等于 1.80m 的部分，不应设内悬窗和内

平开窗扇；

（4）外窗开启扇均应设纱窗。

5、幼儿出入的门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使用玻璃材料时，应采用安全玻璃；

（2）距离地面 0.60m 处宜加设幼儿专用拉手；

（3）门的双面均应平滑、无棱角；

（4）门下不应设门槛；平开门距离楼地面 1.20m 以下部分应设防止夹手

设施；

（5）不应设置旋转门、弹簧门、推拉门，不宜设金属门；

（6）生活用房开向疏散走道的门均应向人员疏散方向开启，开启的门扇不

应妨碍走道疏散通行；

（7）门上应设观察窗，观察窗应安装安全玻璃。

6、楼梯、扶手和踏步等应符合下列规定：

（1）楼梯间应有直接的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

（2）楼梯除设成人扶手外，应在梯段两侧设幼儿扶手，其高度宜为

0.60m；

（3）供幼儿使用的楼梯踏步高度宜为 0.13m，宽度宜为 0.26m；

（4）严寒地区不应设置室外楼梯；

（5）幼儿使用的楼梯不应采用扇形、螺旋形踏步；

（6）楼梯踏步面应采用防滑材料，踏步踢面不应漏空，踏步面应做明显警

示标识；

（7）楼梯间在首层应直通室外。

第二十九条 校内建筑层数、层高控制要求

幼儿园的教学、办公用房宜设计成低层建筑，其他教学，办公用房根据使

用要求设计。

第三十条 学校出入口的设置原则

1、学校出入口应面向其所服务的居住区，或大量人流来校的位置，尽量

设于交通方便、上学安全、车流量小的街道上，不宜紧靠城市干道。

2、确定学校出入口应考虑学校内部的总平面布局，其位置应有利于教学

用房和体育活动场地，有利于学校的功能分区及道路组织。

3、学生入校后应能直接到达教学楼，不应横跨体育活动场地及绿化区；学

生进入校门口应能直接、顺畅地到达体育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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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校主要出入口须设校前广场，应充分考虑上学、放学时大量的人流

迅速疏散，校门外侧应有安全缓冲地带和警示标志，小学和幼儿园主要出入口

宜设置方便家长接送学生的接待区或等候设施。

第三十一条校园车辆停放要求

1、 规模较大的学校和集镇学校，应在学校入口附近设车辆停车场地，尤

其要考虑教职工机动车停放要求。

2、 校区内车辆停放场所应设于校门两侧或临近校门建筑的半地下室，避

免人车交叉，以保障学生步行的通畅和安全，自行车的存放面积应按 1m
2
/辆计。

第六章 规划实施步骤、建议和要求

第三十二条 规划实施步骤

1、第一阶段﹙2019 年—2025 年﹚调整实施阶段

结合主城区近期人口变化及城市近期重点建设项目，相应调整总的学校容

量，实施规划方案，坚持学校规模适度化，社会效益最大化办学原则，对现有

的幼儿园位置和规模不适应的情况进行调整、撤并、置换或补建，解决建成区

( 特别城市新区)中的幼儿园的历史欠缺问题； 新发展区域，按照规划配置的

幼儿园布点，分批、分期实施。主要实施区域为连城新区、七八都产业片区

2、第二阶段﹙2025 年—2035 年﹚巩固发展阶段

依据远期主城区人口规模和城市发展的情况，实施远期的幼儿园规划方案,

使教育事业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同时根据宁德市主城区教育事业状况，一

方面巩固本次规划的成果，另一方面为新一轮的幼儿园布局规划作必要的准

备，实现幼儿园教育可持续发展。

第三十三条 规划实施建议

1、加强规划宣传，提高人们对幼儿园布局规划重要性的认识，做到全民

关注本规划，为本规划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2、拟定年度实施计划，落实幼儿园校建设。

3、建立联席审查制度，加强建设和管理的透明度。

4、尽快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确保按照规划实施到位。对于老城区

用地紧张的地区，学校用地规模的扩大可近远期结合，逐步 实施。新建、迁

建的学校用地规模应一步到位。

5、教育资源整合与市区协调，优化配置；宏观平衡，微观合理；规划学

校撤并后用地优先考虑周边其它学校或幼儿园等教育设施使用。

6、施教区的划分要突破行政区划的制约，按照城市道路、河道、铁路等

自然界线合理划分。

7、城市居住增长空间教育设施建设可适度超前，引导城市发展；城市居

住区开发时教育设施应同步建设，幼儿园运营应与人口入驻同步配套到位。

8、切实理顺办学体制，加大投入，落实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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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 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依法接受学前教育，

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环境的明显改善。

10、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人口的变化情

况对学校的布局与规模进行滚动调整。

第三十四条 强化规划的严肃性，切实把教育作为先导性、全局性、战略性的

知识产业和公共设施进行建设，对各学校采取定点“红线规划”，严格

审批，确保配套教育资源的落实。

第三十五条 严格新建住宅小区或旧城改造项目的配套学校建设的审批，完善

幼儿园配套建设。

第三十六条 探索名校带新校，名校帮扶一般校的建设新思路，推进教育资

源均衡发展：一方面通过优质校在办学理念、学校管理、教育教学、老

师培养、教学设施设备等方面带动、帮扶新区校；另一方面在推广教师

轮岗互派政策，推动优质校与新区校、薄弱校开展挂钩帮扶，互派教师

轮岗，推动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扩大。

第三十七条 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鼓励社会力量办

学， 扶持和管理好农民工子弟学校。

第三十八条 通过资产重组，盘活教育资源，提高规模效益。

第三十九条 加大监督管理力度，防止教育资源流失。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条 本规划文本与规划图则同时使用，二者不可分割。

第四十一条 本规划经宁德市人民政府批准后，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在

主城区范围内进行学校建设，必须按照本规划由宁德市教育局和宁德市

自然资源局实施统一规划建设管理。

第四十二条 规划执行过程中，如需调整规划中所规定的内容， 必须符合

国家、福建省及宁德市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检查、督促教育设施专项规划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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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都组团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

1

碧桂园

规划幼儿园 碧桂园 12 5040 - 新建

2 规划幼儿园 碧桂园 12 5040 - 新建

3 规划幼儿园 碧桂园 12 5040 - 新建

4 规划幼儿园 碧桂园 12 5040 - 新建

5 规划幼儿园 碧桂园 12 5040 - 新建

6 规划幼儿园 碧桂园 12 5040 - 新建

7 八都镇区 八都中心幼儿园 八都镇八都村育才路 1 号 6 2880 - 改建

8 三屿 三屿幼儿园 三屿安置地内配建 12 5040 - 已建

9

七都镇区

七都中心园 七都镇官厅街 28-1 号 6 2880 - 改建

10 规划幼儿园 七都镇区北部 15 6300 - 新建

11 规划幼儿园 七都镇区南部 104 国道北侧 15 6300 - 新建

12 七都尚博幼儿园 七都派出所对面 15 6333 - 新建

13

棉桃山区域

洪口瀛洲幼儿园 洪口安置地北侧 104 国道西侧 15 7560 - 新建

14 规划幼儿园 工业路东侧棉山路南侧兴工路西侧小区内配建 6 4000 - 新建

15 规划幼儿园 工业路东侧河墘路南侧兴工路西侧小区内配建 6 4000 - 新建

16 规划幼儿园 兴工路东侧河墘路南侧钟山路西侧 15 6300 - 新建

17 规划幼儿园 洪口安置地东侧 104 国道东侧 12 5637 - 新建

18

西陂塘周边区域

商业水街 商业水街配建幼儿园 9 4050 - 已建

19 钱隆樽品 钱隆樽品小区内配建 6 2880 - 已建

20 六都幼儿园 六都村东侧建设 15 7400 - 改建

21 冠云轩 冠云轩小区内配建 6 - 2557 已建

22 规划幼儿园 油行溪南侧建工路西侧同心路北侧 15 6300 - 新建

23 东侨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东侨经济开发区团员路 15 号 18 8874 - 已建

24 规划幼儿园 湖东片区新能源北侧沈海高速西侧 6 3555 - 新建

25 西林片区 规划幼儿园 西林片区西部鉴湖路南侧 15 6300 - 新建

26
井上濂坑周边区域

规划幼儿园 郑歧村南侧福宁路东侧 6 2468 - 新建

27 规划幼儿园 郑歧村南侧福宁路东侧 15 6300 - 新建

28 云淡岛 规划幼儿园 云淡岛东部 12 5040 - 新建

29 西林片区 博雅培文幼儿园 西林片区西部鉴湖路北侧 12 5040 - 已建

合计 29 所 330 145677 -

七八都组团共规划29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330班，占地面积约14.5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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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城组团共规划30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318班，占地面积约13.76公顷。

蕉城组团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1

军分区周边

规划幼儿园 蕉城区鹤峰北路 4-2 号 15 6300 - 新建

2 军分区机关幼儿园 蕉城北路 32 号 15 6300 - 改建

3 市机关幼儿园 蕉城区署前路 14 号 12 4654 - 改建

4 汽车北站 规划幼儿园 现状汽车北站内（北站搬迁后改造） 12 5040 - 新建

5

闽东路以北环城路以西、以南区域

小哈佛幼儿园 蕉城区莲峰路 18 号 6 2095 - 改建

6 鹤峰实验幼儿园 蕉城区蕉南街道西岭路 21 号 9 3057 - 改建

7 区机关幼儿园 蕉城区西山路 8 号 9 3315 - 改建

8 蕉南长兴城幼儿园 蕉城区长兴城 C 区正对面 6 2490 - 改建

9 儿童学园 蕉城区宁川北路 3 号 12 3900 - 已建

10 规划幼儿园 蕉城区南际路北侧棚户区（改造后设置） 12 5040 - 新建

11 规划幼儿园 蕉城区实验小学东侧下宅园（改造后设置） 9 4050 - 新建

12

塔山路以东沈海高速以西

市机关幼儿园 东侨经济开发区曲尺塘路 18 8093 - 已建

13 金域兰湾 金域兰湾配建幼儿园 9 4073 - 已建

14 三盛幼儿园 三盛海德公园配建幼儿园 6 2228 - 已建

15 东侨实验幼儿园 东侨经济开发区光华路 1 号 18 16090 - 已建

16

闽东路以南富春路以北区域

侨兴幼儿园 闽东西路南侧南漈山角 18 10850 - 新建

17 规划幼儿园 下宅园村委会(交警中队西侧) 6 2000 - 新建

18 规划幼儿园 原市委干校 15 7560 - 新建

19 规划幼儿园 下宅园区域（改造后设置） 12 5040 - 新建

20 郦景阳光 郦景阳光配建幼儿园 9 - 4455 已建

21 万达.吉的堡 万达.吉的堡配建幼儿园 9 - 2984 已建

22

富春路以南区域

规划幼儿园 鹤峰南路东侧古溪路北侧 9 4688 - 新建

23 规划幼儿园 古溪村东侧，沈海高速西侧 9 4313 - 新建

24 蕉城区富洋幼儿园 城南镇福洋村宝洋北路 13 号 9 4148 - 改建

25 规划幼儿园 福洋村南部 12 5040 - 新建

26 规划幼儿园 报恩寺南侧，新建小区内配建幼儿园 6 2880 - 新建

27 伯爵郦城 伯爵郦城建幼儿园 6 2008 - 已建

28 规划幼儿园 蕉城区法院北侧，自建住宅内（城南启明星鑫弘幼儿园） 6 2315 - 改建

29 技师学院 规划幼儿园 原技师学院搬迁后改造预留 12 5040 - 新建

30 闽东路以北环城路以西、以南区域 规划幼儿园 八一五路北侧继光路东侧区域改造预留 12 5040 - 新建

合计 30 所 318 137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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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兰组团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

（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平方米）1
蓝田村周边区域

蕉城区第一实验幼儿园 蓝田学校边上 9 3333 - 已建

2 水岸阳光 水岸阳光配建幼儿园 8 - 2100 已建

3 碧城云庭 碧城云庭配建幼儿园 9 - 2026 已建

4

北岸公园周边区域

海滨壹号 海滨壹号配建幼儿园 3 - 1700 已建

5 东城国际 东城国际配建幼儿园 3 - 1300 已建

6 华府豪庭 华府豪庭配建幼儿园 3 - 1300 已建

7 曙光城 曙光城东侧（配建幼儿园） 12 5670 - 已建

8

火车站周边区域

规划幼儿园 金禾雅居北侧 15 6300 - 新建

9 小塘花苑 小塘花苑配建幼儿园 6 - 1606 已建

10 钱隆大第 钱隆大第配建幼儿园 6 - 1800 已建

11 东晟广场 东晟广场配建幼儿园 6 - 1800 已建

12 阳光城 阳光城配建幼儿园 6 - 1800 已建

13 亿利城 亿利城配建幼儿园 12 - 3576 已建

14 世林外滩 世林外滩配建幼儿园 6 - 2195 已建

15 金马小区 金马小区配建幼儿园 9 - 2788 已建

16 博士园 博士园配建幼儿园 6 - 1800 已建

17 大东海.翡翠湖 大东海.翡翠湖配建幼儿园 12 5124 5300 新建

18 市医院北侧 大东海.珺悦府 大东海.珺悦府配建幼儿园 9 4100 - 新建

合计 18 所 140 24527 -

东兰组团共规划18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140班，占地面积约2.45公顷。金涵组团共规划9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111班，占地面积约4.8公顷。

金涵组团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1
大金溪北侧宁古路

西南侧区域

蕉城区民族实验幼儿园 金涵乡 15 6300 - 改建

2 规划幼儿园 金涵乡西部 15 6839 - 新建

3 规划幼儿园 金涵水库东南侧 12 5040 - 新建

4
大金溪北侧宁古路

东北侧金漳路南侧

区域

规划幼儿园 104 国道北侧纵二路西侧 18 7600 - 新建

5 规划幼儿园 金涵小区三期北侧 104 国道南侧贝溪路东侧 15 6300 - 新建

6 蕉城区金溪幼儿园 蕉城区金溪路 10 号 9 4479 - 已建

7 蕉城区实验幼儿园三园 保障性住房三期配建幼儿园 6 2880 - 已建

8
上下兰村周边

工艺博览城 工艺博览城配建幼儿园 9 3570 - 已建

9 规划幼儿园 上下兰村城市更新预留 12 5040 - 新建

合计 9 所 111 48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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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塔组团周边（含金蛇头）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

（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平方米）1
大门山周边

碧海云天 碧海云天小区配建幼儿园 3 1020 - 已建

2 盛辉幼儿园 君裕东湖西侧 6 2710 - 已建

3

万安路以北区域

规划幼儿园 富春东路南侧嵛山路西侧地块 12 5040 - 新建

4 蕉城区实验幼儿园 东侨经济开发区嵛山路 2 号 15 6666 - 已建

5 德润广场 德润广场配建幼儿园 6 - 2700 已建

6 泰怡园 泰怡园配建幼儿园 3 - 1510 已建

7 上东曼哈顿 上东曼哈顿配建幼儿园 6 2500 - 已建

8 唐城御品 唐城御品配建幼儿园 3 - 1600 已建

9 恒大.御景 恒大.御景配建幼儿园 6 - 3000 已建

10

万安路以南区域

规划幼儿园 万安路南侧广福路北侧林聪路西侧地块内配建 12 5040 - 新建

11 规划幼儿园 国宝路东侧支提路北侧 12 6600 - 新建

12 金港名都 D 区 金港名都 D 区配建幼儿园 6 - - 新建

13 金港名都 C 区 金港名都 C 区配建幼儿园 12 - - 已建

14 金港名都 A 区 金港名都 A 区配建幼儿园 6 - 2385 已建

15 塞纳湖畔幼儿园 三盛中央公园北侧 12 5632 - 已建

16 规划幼儿园 福宁路西侧金马路北侧地块内 12 5040 - 新建

17
金蛇头片区

规划幼儿园 金马路东侧金蛇头山公园西北侧地块内配建 12 5040 - 新建

18 规划幼儿园 金蛇头山公园东南侧贵岐大道东侧地块内配建 12 5040 - 新建

19 规划幼儿园 金蛇头山公园东北侧地块内配建 12 5040 - 新建

合计 19 所 168 55368

金塔组团共规划19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168班，占地面积约5.54公顷。

半山组团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

（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平方米）1
福宁路西侧区域

金城华府幼儿园 福宁路西侧金城华府配建幼儿园 6 3519 - 新建

2 溪口幼儿园 溪口村 12 4844 - 新建

3 兰田村北侧 蓝田幼儿园 蓝田幼儿园迁址新建 6 3515 - 新建

4
东侨路林特路两侧

规划幼儿园 东侨路东侧林特路南侧地块配建 12 5040 - 新建

5 规划幼儿园 东侨路东侧大垄口水库东侧地块配建 12 5040 - 新建

6
福宁路东侧金漳路北侧

规划幼儿园 半山组团北部地块 12 5040 - 新建

7 规划幼儿园 半山组团北部地块 12 5040 - 新建

8 规划幼儿园 福宁路东侧金漳路北侧地块配建 12 5040 - 新建

合计 8 所 84 37078 -

半山组团共规划8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84班，占地面积约3.7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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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片区及周边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1 雷东片区 规划幼儿园 雷东村 15 6300 - 新建

2 增坂村 增坂幼儿园 增坂村 12 5040 - 新建

3

漳湾镇

规划幼儿园 漳湾镇北部连城路西侧海鹰路南侧地块内 12 5851 - 新建

4 漳湾中心幼儿园 蕉城区漳湾上街 11 号 6 2791 - 改建

5 规划幼儿园 漳湾镇南部连城路西侧天德路北侧地块内 12 5647 - 新建

6 规划幼儿园 连城路东侧天德路北侧大成南侧地块内 12 6106 - 新建

7

天德路以南金漳路以北区域

规划幼儿园 天德路南侧招贤路东侧地块内 12 5040 - 新建

8 规划幼儿园 天德路南侧慕仁路西侧地块内 12 5040 - 新建

9 南埕学校幼儿园 南埕村 12 5196 - 改建

10 规划幼儿园 连城路西侧天冠路南侧地块内 12 5551 - 新建

11 规划幼儿园 温福铁路东侧沈海高速西侧金漳路北侧地块内 12 5522 - 新建

12 规划幼儿园 金漳路北侧招贤路东侧地块内 12 5028 - 新建

13

金漳路以南天山路以北区域

规划幼儿园 温福铁路东侧金漳路南侧地块内 12 5211 - 新建

14 规划幼儿园 世茂.璀璨悦辰 12 6476 - 新建

15 规划幼儿园 建发.天行玺院 15 7198 - 新建

16 规划幼儿园 连城路东侧王坑路北侧地块内 15 6596 - 新建

17 规划幼儿园 沈海复线东侧连城路西侧天山路北侧地块内 12 5029 - 新建

18 规划幼儿园 天山路北侧招贤路西侧地块内 12 5240 - 新建

19 规划幼儿园 金漳路南侧慕仁路东侧地块内 12 5076 - 新建

20

天山路以南区域

规划幼儿园 沈海高速宁德东互通西侧天山路南侧地块内 9 4050 - 新建

21 规划幼儿园 沈海高速宁德东互通东侧官井村南侧连城路西侧地块内 12 5787 - 新建

22 规划幼儿园 沈海高速宁德东收费站北侧地块内 12 5300 - 新建

23 规划幼儿园 连城路西侧进海路北侧地块内 12 5040 - 新建

24 规划幼儿园 连城路西侧进海路南侧地块内 12 5320 - 新建

25 规划幼儿园 进海路南侧学院路北侧沈海高速复线东侧地块内 15 7190 - 新建

26 规划幼儿园 连城路东侧学院路南侧地块内 12 5040 - 新建

合计 26 所 315 141665 -

连城片区及周边共规划26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315班，占地面积约14.17公顷。该区域主要包括雷东、漳湾至鳌江。

滨海新城东组团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1
宁德新一中周边

规划幼儿园 武夷天悦儒郡项目（配建）独立占地幼儿园 9 4050 - 新建

2 规划幼儿园 天行漫云项目（配建）独立占地幼儿园 9 4050 - 新建

合计 2 所 18 8100

滨海新城东组团共规划2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18班，占地面积约0.81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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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基湾南组团共规划2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18班，占地面积约0.79公顷。该区域主要包括车里湾时代基地及上下村区域。

飞鸾组团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1

飞鸾老镇区

蕉城区飞鸾中心园 飞鸾镇飞鸾街东区 71 号 6 2963 - 改建

2 规划幼儿园 飞鸾镇中部飞鸾溪东北侧 6 2917 - 新建

3 规划幼儿园 飞鸾北路西侧飞鸾溪西侧 6 2454 - 新建

4 规划幼儿园 飞鸾镇南部 12 5040 - 新建

5
大黄鱼产业园

规划幼儿园 大黄鱼产业园区内南侧 15 6300 - 新建

6 规划幼儿园 大黄鱼产业园东侧 15 6300 - 新建

7 碗窑村 规划幼儿园 碗窑村 9 4050 - 新建

合计 7 所 69 30024

飞鸾组团共规划7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69班，占地面积约3.0公顷。该区域主要包括飞鸾镇区及大黄鱼产业园。

城澳组团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

米）

建筑面积（平方米）

1 城澳 规划幼儿园 城澳 18 8008 - 新建

2 城澳 规划幼儿园 228 国道安置地西侧 12 6031 - 新建

合计 2 所 30 14039

城澳组团共规划2所幼儿园，规划班级数30班，占地面积约1.4公顷。

铁基湾南组团幼儿园分布一览表 备注

序号 区域 名称 位置 规划班级数 用地面积（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

1
铁基湾南组团

规划幼儿园 车里湾 6 2880 - 新建

2 规划幼儿园 飞鸾上上村下下村周边配建 12 5040 - 新建

合计 2 所 18 7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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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园一览表

辖区 序号 幼儿园名称 园所面积（平方米） 小区配套园/商业/自建住宅等性质 学生数

蕉城

1 蕉城区蕉南南际路幼儿园 3351 租用 382 11

2 宁德市蕉城区皇家新佳坡幼儿园 1671 商业 376 11

3 蕉城区蕉南爱迪幼儿园 1700 改建 378 11

4 宁德市蕉城区小博士幼儿园 3200 商业 423 14

5 宁德市蕉城区童话城幼儿园 1044 商业 184 7

6 宁德市蕉城区盛世美域幼儿园 739 小区配套园 300 8

7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英才幼儿园 930 商业 208 6

8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灵秀幼儿园 1023 小区配套园 38 3

9 宁德市蕉城区城南金鸿幼儿园 3100 自建住宅 62 5

10 宁德市蕉城区飞鸾育才幼儿园 260 民房 151 6

11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先锋幼儿园 1080 商品房 146 7

12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世纪阳光幼儿园 900 商品房 247 8

13 宁德市蕉城区六都红星幼儿园 800 民房 212 6

14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蓝天幼儿园 727 商品房 232 7

15 宁德市蕉城区阳光中英文幼儿园 1150 一中教学综合楼 524 15

16 宁德市蕉城区漳湾金博幼儿园 360 民房 221 6

17 宁德市蕉城区城南星辉幼儿园 1580 民房 299 9

18 宁德市蕉城区金涵畲族乡曙光幼儿园 1200 村委楼 161 5

19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金甸幼儿园 1600 商品房 271 7

20 宁德市蕉城区精英现代艺术幼儿园 743 民房 170 6

21 宁德市蕉城区金涵茶厂幼儿园 734 民房 122 4

22 宁德市蕉城区诺贝尔幼儿园 1890 商品房 314 11

23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红黄蓝幼儿园 1250 商品房 295 10

24 宁德市蕉城区阅享金太阳艺术幼儿园 1790 商品房 310 11

25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艺术摇蓝幼儿园 425 厂房 203 7

26 宁德市蕉城区蕉南金色童园幼儿园 700 综合楼 130 5

27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继光幼儿园 1000 办公楼 321 9

28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玲珑幼儿园 689 商品房 100 4

29 宁德市蕉城区蕉北鹤峰实验幼儿园 2100 办公室 358 10
合计 37736 7138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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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侨

1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一幼儿园 1000 配套园 437 12

2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品臻幼儿园 700 配套园 425 12

3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冠宏星幼儿园 1164 配套园 63 3

4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文笔幼儿园 1015 配套园 392 10

5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城花苑幼儿园 420 配套园 390 11

6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翰林幼儿园 700 配套园 385 10

7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至德国学幼儿园 1250 配套园 62 8

8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玉良城幼儿园 860 配套园 421 12

9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天一幼儿园 1020 配套园 415 12

10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联信财富广场世博幼儿园 1650 配套园 433 13

11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建发绿庄小福龙幼儿园 800 配套园 402 12

12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豆豆幼儿园 1049 配套园 396 12

13 东侨经济技术开发区东侨花苑幼儿园 880 民房政策 404 12

14 东湖御景幼儿园 1024 配套园 320 11

15 东湖御景儿童之家 2400 配套园 30 1

16 科技馆幼儿园 1097 200 7

合计 17029 5175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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