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当前! 郑州市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规
定#公办幼儿园的收费分四个等级$

民办幼儿园中 # 月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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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郑东新区一所收费不算太高的民办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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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算下来#日托#每个孩子每月上幼儿园
的费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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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 入园难&入园贵(#郑州将有一系列新举措

公办园更多#民办园更便宜
-年内#新建小区配套幼儿园公办比例要达六成#政府补贴民办园减轻家长负担

公办园少# 民办园贵# 市民
' 入园难&入园贵(的呼声很高$

目前#郑州市政府正打算出
钱买服务#对民办幼儿园进行补
贴#适当降低收费标准 #以减轻
家长负担$

现在#郑州市公办幼儿园不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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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市区新建小区公
办幼儿园所占比例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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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部分民办园收费标准将参照
同级公办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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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部分幼儿园很不规范$

有些在小区里租个场地#找几
个老师#就办起了幼儿园$ 还有些
扎根在城中村# 没有任何手续#也
就是所谓的' 黑(幼儿园$

但这些不规范&不合法的幼儿
园#因为满足了部分人的需求而得
以存在$

今后#郑州市将规范幼儿园的
行政许可和执法制度 #县) 市* &区
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各类幼儿园的
行政许可#颁发办园许可证并每年
组织一次复核审验$

没有取得办园许可证&未办理
登记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办
幼儿园+对擅自办园&擅自招生&擅
自制定收费标准# 不符合安全&卫
生标准的非法幼儿园 #由县) 市* &

区政府牵头教育& 民政& 卫生&物
价&工商&公安等部门组成联合执
法组#依法取缔$

一年内# 郑州市教育行政部门
将制定 ! 郑州市民办幼儿园基本设
置标准" #由县) 市* &区教育行政部
门对民办幼儿园进行重新审核$

另外#郑州市政府教育督导部
门还将修订完善郑州市幼儿园等
级评定办法和等级评定标准#对全
市幼儿园实行统一的等级评定制
度和升等奖励措施#鼓励民办幼儿
园上等级&创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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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 市政府将对通过
市一级&市示范 &省示范幼儿园评
估验收的民办幼儿园分别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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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学前教育还存在数量不足&难以
全覆盖的问题$

在扶持民办园的同时#政府也将通过一
些措施逐步提高公办园比例$

比如#将幼儿园建设纳入城区整体布局
规划#在出让商品房土地和安排经济适用房
土地时#根据学前教育设施布点规划#以教
育用地划拨或作为土地竞拍的前置条件#安
排好幼儿园用地$

按要求#住宅小区配套幼儿园要同步规
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 政府将利用这
个机会#通过接收小区配套幼儿园#逐步扩

大公办幼儿园资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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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郑州市财政
将对市区公办幼儿园每增加一个教学班给
予
%&

万元补助$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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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郑州市区新建住宅区配套建
设幼儿园的公办比例要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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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富余教育资
源和其他富余公共资源将会优先改建幼儿
园# 鼓励优质公办幼儿园办分园或合作办
园$

同时# 支持高校& 大型企事业单位&街
道&农村集体办幼儿园#并给予相应的优惠
政策$

目前# 郑州公办幼儿园所占比例很小#

*-.

以上是民办园$

郑州市委书记连维良说#要想让公办幼
儿园全覆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做到$

这个问题要理性看待#注重充分发挥民
办学前教育的作用# 扶持民办幼儿园的发
展$

' 即使将来# 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
畴#也不一定全都是公办幼儿园#不过政府
可购买服务$ (连维良说#郑州将启动学前教

育政府购买服务专项计划#大力支持达标的
民办幼儿园$

从明年起#凡依法设立&质量保证&执行
同等级公办园收费标准&招收本行政区户籍
)#+

岁适龄儿童的民办幼儿园# 将会享受到
补贴$

补贴以招生人数及上年度属地公办园
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为参考#由县) 市* &区财
政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实行一定比例的公用
经费补贴$

针对幼儿园的收费#郑州市出台了幼儿
园收费管理办法$ 不过#该办法只对公办幼
儿园#没涉及民办幼儿园收费$

今后# 郑州市将规范幼儿园收费管理#

幼儿园将按评定的等级进行收费#收费标准
由物价 &财政 &教育部门核定 #并向社会公
示$

凡享受政府购买服务的民办幼儿园#要
按照成本核算#适当降低收费标准#以减轻

家长的负担$

对于产权属于开发商且享受政府购买
服务的新建小区配套幼儿园#要执行同等级
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对于移交教育行政部
门使用管理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将会办成公
办幼儿园#按公办园标准收费$

为规范幼儿园收费#各级各类幼儿园不
能以办实验班&特色班和兴趣班等为由另收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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