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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文件  
泉鲤政文〔2019〕29 号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关于 
确定鲤城区区级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的通知 

 

高新区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区直有关单位，各治安保卫重点

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对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安全保卫工作的指导、监

督，有效防止单位内部各类案件和事故的发生，根据《企业事业

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国务院第 421 号令）、《福建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公安厅关于福建省企业事业单位治安保卫重

点单位确定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闽政办〔2013〕106 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经研究，确定泉州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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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商用置业有限公司等 24 家企事业单位为新增区级治安保卫重

点单位,同时撤销泉州市第三幼儿园等 20 家区级治安保卫重点单

位。请各级各相关单位协作配合、主动作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切实做好我区重点单位的治安保卫工作。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

如下： 

一、要高度重视，强化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的基础工作。治安

保卫重点单位是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对我区经

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事业单位。

各单位要依照《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的要求，加强

对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安保工作的检查、指导，尽快地协助重点单

位确定要害部位，建立、健全治安保卫机构，配备专职治安保卫

人员，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切实做好重点单位的治安保

卫工作。 

二、要建立机制，规范治安保卫重点单位的安保工作。各行

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属地办事处要加强对重点单位治安保卫

工作的督促检查。一是要落实主体责任，明确重点单位的主要负

责人为治安保卫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二是要完善治安保卫工作档

案，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突发事件处置预案，适时地组

织开展实战演练，提高反恐防突的应急处置能力；三是要建立培

训考核机制，加强单位内部治安保卫人员的法律知识和治安保卫

业务培训、考核，对认真落实治安防范措施，严格执行治安保卫

工作制度，在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保

卫人员，应根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规定给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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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或报功。 

三、要强化管理，及时消除治安保卫工作中的安全隐患。各

重点单位要对单位内部开展定期不定期的安全检查，建立治安保

卫工作安全检查记录，及时发现整改内部的治安隐患，化解不安

定因素。各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属地办事处要加强日常的

检查、指导、督促，切实形成有人抓、有人管、责任到人的良好

工作格局。 

四、要加强联系，做好情报信息的搜集、反馈和报送工作。

情报信息是重点单位治安保卫的一项基础工作，是单位内部违法

犯罪和事故预防的先导，只有建立案件的报告制度，健全情报信

息工作制，做好情报信息的搜集和研究，才能有效预防单位内部

案件和事故的发生。各行业主管部门、公安机关要会同重点单位

尽快建立完善情报信息的沟通联系机制，及时掌握影响社会安

定、稳定的各种信息苗头，掌握单位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及时研

究对策，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安全防范。重点单位及保卫干部要

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提供预警性信息，切实有效地维

护单位内部日常生产、经营和工作秩序，维护社会安定、稳定。 

 

附件：1．确定鲤城区区级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名单 

2．撤销鲤城区区级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名单 

 

 

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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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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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确定鲤城区区级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法人代表
责任人 

单位地址 重点等级 确定时间 所属辖区 备注 

1 泉州凯德商用置业有限公司 
大型商贸

中心 
卢志昇 鲤城区江滨北路 2244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海滨街道 凯德广场 

2 
福建省华门零零玖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大型商贸
中心 

郭明池 鲤城区新华南路 207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海滨街道 T 淘园 

3 鲤城区甲第门大地幼儿园 幼儿园 陈煜 
鲤城区新华北路 65 号甲
第门 3 幢 

县（市区）级 新增 鲤中街道  

4 
泉州外国语学校鲤城附属幼
儿园 

幼儿园 李雄虎 鲤城区学府街 136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开元街道  

5 泉州外国语学校鲤城附属小学 小学 李雄虎 鲤城区少林路 327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开元街道  

6 
泉州开元盛世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大型商贸
中心 

刘雪敏 鲤城区新华北路 366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开元街道 
开元盛世

广场 

7 泉州鲤城区锦朵朵幼儿园 幼儿园 刘锦庄 鲤城区江滨南路 1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江南街道  

8 泉州市鲤城区培艺幼儿园 幼儿园 吴华蓉 鲤城区兴贤路 387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江南街道  

9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大地幼儿园 幼儿园 宋红梅 鲤城区明光街 77-1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江南街道  

10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育才幼儿园 幼儿园 王碧娟 鲤城区常兴路 359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江南街道  

11 
泉州鲤城江南花园城红杉幼
儿园 

幼儿园 于红 
鲤城区南环路 489 号江
南花园城 B 区 18 幢 

县（市区）级 新增 江南街道  

12 泉州市鲤城区第二实验小学 小学 王炳雄 鲤城区江滨南路 9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江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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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法人代表
责任人 

单位地址 重点等级 确定时间 所属辖区 备注 

13 泉州市新天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大型商贸

中心 
杨江鸿 鲤城区笋江路 55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江南街道 

新天城市
广场 

14 东边启德幼儿园 幼儿园 吴淑玲 鲤城区繁荣路 574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浮桥街道  

15 鲤城第六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黄晓芸 鲤城区坂头路 155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浮桥街道 
原鲤城浮
桥街道中
心幼儿园 

16 泉州市鲤城区金色外滩幼儿园 幼儿园 林美凤 鲤城区江滨南路 2207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浮桥街道  

17 
泉州市实验中学鲤城区附属
学校 

小学、初
中 

陈亚军 鲤城区江滨南路 2253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浮桥街道  

18 泉州市鲤城区蓝海洋幼儿园 幼儿园 李清燕 鲤城区紫侨西街 13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金龙街道  

19 泉州市鲤城区钧天幼儿园 幼儿园 谢莉莉 鲤城区南环路 734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金龙街道  

20 泉州市鲤城区金峰幼儿园 幼儿园 黄清宜 
鲤城区笋江路 11 号侨联
大厦 1-3 层 

县（市区）级 新增 金龙街道  

21 鲤城区第三实验小学 小学 曾凤蓉 鲤城区高峰路 55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金龙街道  

22 UPS 泉州分公司 邮政企业 

Douglas 
Anthony 
Mcgregor 

Taylor 

鲤城区常丰街 886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常泰街道  

23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军工企业 蔡明通 
鲤城区江南高新科技园
紫华路 4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常泰街道  

24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
限公司泉州分公司 

邮政企业 张浩 
鲤城区江南高新科技园
紫安路 8 号 

县（市区）级 新增 常泰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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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法人代表
责任人 

单位地址 重点等级 确定时间 所属辖区 备注 

25 
汉唐（福建泉州）艺术外语
幼稚园 

幼儿园 黄芳 鲤城区天后路 77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临江街道  

26 泉州市鲤城区临江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王荔洪 鲤城区聚宝街 17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临江街道  

27 泉州市鲤城区传春幼儿园 幼儿园 蔡丽娟 鲤城区斗门头 71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临江街道  

28 泉州市鲤城区实验小学 小学 蔡晓芹 鲤城区兴才路 2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临江街道  

29 第七中学 普通中学 陈龙斌 鲤城区天后路 40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临江街道  

30 鲤城区市区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朱瑜燕 鲤城区楼仔下 1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海滨街道  

31 泉州市鲤城区笋浯佳禾幼儿园 幼儿园 黄珊娜 鲤城区新华南路 8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海滨街道  

32 泉州市鲤城区海滨幼儿园 幼儿园 涂婉梅 鲤城区兰桥巷 3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海滨街道  

33 泉州市鲤城区滨江幼儿园 幼儿园 俞红 鲤城区明溪巷 4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海滨街道  

34 泉州市鲤城区新育幼儿园 幼儿园 苏秀阳 鲤城区羊公巷 1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海滨街道  

35 泉州市鲤城区金巧巧幼儿园 幼儿园 庄惠婷 鲤城区新华南路 129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海滨街道  

36 泉州市第二中心小学 小学 李菁 鲤城区东观西台 2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海滨街道  

37 泉州市立成小学 小学 洪礼胜 鲤城区宣武巷 55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海滨街道  

38 泉州中闽百汇购物有限公司 
大型商贸

中心 
苏财业 鲤城区涂门街 82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海滨街道 

府文庙中
闽百汇商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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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法人代表
责任人 

单位地址 重点等级 确定时间 所属辖区 备注 

39 泉州市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佘雯 鲤城区承天巷 67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鲤中街道  

40 泉州市鲤城区机关幼儿园 幼儿园 章小慧 鲤城区龙宫 13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鲤中街道  

41 泉州市鲤城区鲤中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谢萍娜 
鲤城区三朝巷 7 号鲤中
宿舍 C 幢 

县（市区）级 2006.6.16 鲤中街道  

42 泉州市鲤城区新星双语幼儿园 幼儿园 张淑丽 鲤城区美食街 120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鲤中街道  

43 泉州市鲤城区东红幼儿园 幼儿园 高静瑜 鲤城区菜巷 6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鲤中街道  

44 泉州市昇文小学 小学 王岩英 鲤城区西街 423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鲤中街道  

45 鲤城区东门实验小学 小学 蔡晓芹 鲤城区菜巷 35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鲤中街道  

46 泉州市通政中心小学 小学 曾凤蓉 鲤城区通政巷 19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鲤中街道  

47 泉州市新隅小学 小学 李才群 鲤城区新门街 61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鲤中街道  

48 泉州元妙观 
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林舟 鲤城区新府口 56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鲤中街道  

49 承天寺 
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释向愿 鲤城区南俊路 36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鲤中街道  

50 泉州市第一幼儿园 幼儿园 黄晓军 鲤城区新华北路 237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开元街道  

51 泉州市鲤城区第二幼儿园 幼儿园 郭冰清 鲤城区县后街 78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开元街道  

52 泉州市鲤城区红梅幼儿园 幼儿园 杨雪锋 鲤城区崇福路 61-7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开元街道  

53 泉州市鲤城区剑影西湖幼儿园 幼儿园 江丽丽 鲤城区七星街 61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开元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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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法人代表
责任人 

单位地址 重点等级 确定时间 所属辖区 备注 

54 泉州市鲤城区西隅幼儿园 幼儿园 王玫 
鲤城区城北路 217 号 2
幢 103 室 

县（市区）级 2010.8.26 开元街道  

55 泉州市鲤城区翰文幼儿园 幼儿园 蔡秀霞 鲤城区盛贤路 87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开元街道  

56 
泉州市鲤城区盛世领墅小金
星幼儿园 

幼儿园 谢燕清 鲤城区崇福路 303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开元街道  

57 
泉州市鲤城区东方幼儿学前
教育实验园 

幼儿园 施瑞玲 鲤城区南俊北路 76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开元街道  

58 泉州市西隅中心小学 小学 郭丽萍 鲤城区星湖路 10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开元街道  

59 泉州市新村小学 小学 许晓玲 鲤城区大城隍口 8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开元街道  

60 泉州科技中学 普通中学 车思超 鲤城区学府街 13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开元街道  

61 第六中学 普通中学 吴鹏飞 鲤城区小城隍 2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开元街道  

62 鲤城区档案局 档案馆 李晓端 鲤城区七星街 22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开元街道  

63 鲤城区江南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柯碧霞 鲤城区锦美美兴路 56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64 鲤城区江南王宫幼儿园 幼儿园 陈妍妍 鲤城区西宅路 29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原浮桥王
宫幼儿园 

65 鲤城区江南江滨幼儿园 幼儿园 蔡景蔚 鲤城区霞堤路 31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66 鲤城区江南乌石幼儿园 幼儿园 吴玲玲 鲤城区乌石路 67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67 鲤城区江南东浦幼儿园 幼儿园 陈奕云 鲤城区浦口街 7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原浮桥镇
东浦村幼

儿园 



 

 — 10 — 

序号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法人代表
责任人 

单位地址 重点等级 确定时间 所属辖区 备注 

68 鲤城区江南前店幼儿园 幼儿园 沈亚英 鲤城区雨亭路 6-5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69 鲤城区江南镇火炬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高道宽 鲤城区炬兴路 105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70 泉州市亭店幼儿园 幼儿园 苏雅蓉 鲤城区后树路 113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71 泉州市鲤城区龙凤宝贝幼儿园 幼儿园 高道宽 鲤城区炬兴路 40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72 泉州鲤城区新蕾幼儿园 幼儿园 张腊腊 鲤城区大房街 66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73 泉州鲤城区天乐幼儿园 幼儿园 李锦标 鲤城区炬兴路 73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74 泉州市鲤城区贝贝佳幼儿园 幼儿园 杨小凤 鲤城区亭店南渠路 75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75 泉州市鲤城区王宫培幼幼儿园 幼儿园 吴秋玲 鲤城区西宅路 28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76 泉州市鲤城区欣欣幼儿园 幼儿园 郑罹詈 鲤城区后墩路 30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江南街道  

77 泉州市鲤城区金太阳幼儿园 幼儿园 周小萱 鲤城区后新巷 2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江南街道  

78 泉州市鲤城明光幼儿园 幼儿园 史懿德 鲤城区侨兴路 40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江南街道  

79 鲤城区第五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王静瑜 鲤城区后树路 122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江南街道 
原江南街
道中心幼

儿园 

80 泉州市前店南山小学 小学 黄世雨 鲤城区前店西街 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81 泉州市亭店小学 小学 吴文沛 鲤城区后树路 113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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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法人代表
责任人 

单位地址 重点等级 确定时间 所属辖区 备注 

82 泉州市中山陶英小学 小学 吴智敏 鲤城区王宫街 21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83 泉州市育群小学 小学 陈景红 鲤城区玉泉中街 15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84 鲤城区第五实验小学 小学 杨香明 鲤城区大房街 70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原泉州市
侨星小学 

85 凌霄中学 普通中学 纪建强 鲤城区凌霄路 321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86 泉州成功医院 医疗 陈清平 鲤城区兴贤路 188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江南街道  

87 仙景社区蓓蕾艺术幼儿园 幼儿园 李阿玲 鲤城区仙景兴学巷 6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88 浮桥街道黄石幼儿园 幼儿园 吴瑞霞 鲤城区阿姑巷 6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89 鲤城区浮桥街道延陵幼儿园 幼儿园 吴红玉 鲤城区荔春路 2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浮桥街道  

90 鲤城区浮桥岐山幼儿园 幼儿园 吴美月 鲤城区球埔巷 1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91 浮桥金浦幼儿园 幼儿园 吴淑端 鲤城区三世祠 128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92 鲤城区浮桥街道新步幼儿园 幼儿园 吴玉真 鲤城区新步路 146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浮桥街道  

93 鲤城区浮桥镇坂头村幼儿园 幼儿园 邱雅婷 鲤城区坂头路 67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94 泉州市鲤城区南艺幼儿园 幼儿园 吴小娟 鲤城区繁荣路 119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浮桥街道  

95 泉州市鲤城裕元幼儿园 幼儿园 傅秋生 鲤城区浮桥街 456-1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浮桥街道  

96 鲤城区第六实验小学 小学 蒋清艺 
鲤城区延陵顶堡路 111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原泉州市
延陵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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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行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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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人 

单位地址 重点等级 确定时间 所属辖区 备注 

97 泉州市新步小学 小学 郑声奎 鲤城区新步路 146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98 泉州市黄石小学 小学 吴进辉 鲤城区阿姑巷 6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99 泉州市金浦小学 小学 吴七玲 鲤城区三层路 80-1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100 福建师范大学泉州附属中学 普通中学 陈溪林 鲤城区繁荣路 421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原第十五

中学 

101 鲤城区金龙街道后坑幼儿园 幼儿园 陈丹萍 鲤城区廷玉路 104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02 泉州市鲤城区童心双语幼儿园 幼儿园 童启明 鲤城区高山宫后巷 6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03 泉州鲤城欣荣幼儿园 幼儿园 柯碧霞 鲤城区新港路 31 号 县（市区）级 2006.6.16 金龙街道  

104 鲤城区浮桥镇高峰幼儿园 幼儿园 康敏 鲤城区高山宫后巷 1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05 泉州市鲤城区江南新艺幼儿园 幼儿园 朱瑜燕 鲤城区后尾池路 68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06 泉州市鲤城星光幼儿园 幼儿园 杨琼论 鲤城区古龙路 710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金龙街道  

107 江南金柄梅兰幼儿园 幼儿园 江宜勇 鲤城区苍榕巷 10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08 泉州市金龙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陈莎兰 鲤城区后街路 16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09 
鲤城区金龙办事处玉霞社区
亲亲幼儿园 

幼儿园 郑淑慧 鲤城区玉霞街 21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10 泉州市鲤城区玉霞幼儿园 幼儿园 许紫尉 鲤城区玉霞街 6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11 鲤城区金龙街道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童启明 鲤城区龙古路 626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金龙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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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泉州市鲤城区福娃娃幼儿园 幼儿园 黄丽芬 鲤城区浮桥街 588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金龙街道  

113 鲤城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李月霞 鲤城区池峰路西侧 县（市区）级 2014.10.11 金龙街道  

114 泉州市玉霞小学 小学 杨金龙 鲤城区洋仕宫口街 1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15 泉州市新华中心小学 小学 张玉君 鲤城区后街路 137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16 泉州市惠群小学 小学 杨长青 鲤城区成礼东路 19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17 泉州市鲤城区第三中心小学 小学 张振芳 鲤城区元安南路 8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18 鲤城区培新中心小学 小学 吴春妹 鲤城区后坑路 31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金龙街道  

119 鲤城区江南仙塘幼儿园 幼儿园 吴文娣 鲤城区仙塘南路 109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120 鲤城区明新中心幼儿园 幼儿园 林白玲 鲤城区奇树路 38 号 2 幢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121 泉州鲤城区华塑幼儿园 幼儿园 苏冬云 鲤城区洪山路 35-17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常泰街道  

122 鲤城区江南下店幼儿园 幼儿园 周婷婷 鲤城区下部路 27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123 泉州市鲤城天祥幼儿园 幼儿园 王丽娜 鲤城区南环路 958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常泰街道  

124 泉州市新塘幼儿园 幼儿园 吴水龙 鲤城区新塘路 38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125 泉州市鲤城区锦丰自强幼儿园 幼儿园 邱燕芳 鲤城区华锦路 184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126 泉州市鲤城区高科雅园幼儿园 幼儿园 梁成建 鲤城区紫盛路 28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常泰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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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泉州市鲤城区蓓蕾幼儿园 幼儿园 李阿玲 鲤城区上村兴学路 35 号 县（市区）级 2012.6.6 常泰街道  

128 鲤城区第七实验幼儿园 幼儿园 吴金珠 鲤城区树兜北路 19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原常泰街
道中心幼

儿园 

129 泉州市上村小学 小学 林子凡 鲤城区都坪路 109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130 鲤城区华岩中心小学 小学 蔡小青 鲤城区华岩路 2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131 泉州市新塘小学 小学 史稼艺 鲤城区新塘路 63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132 泉州市明新中心小学 小学 吴锦俊 鲤城区树兜北路 14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133 泉州市仙塘小学 小学 陈新钏 鲤城区仙塘向学巷 42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134 
福建省泉州泉中职业中专学
校（泉州市明新华侨中学） 

中职 张上建 鲤城区江南大街 686 号 县（市区）级 2014.10.11 常泰街道  

135 泉州市鲤城区开智学校 特殊教育 梁建生 鲤城区下宅路 3 号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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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撤销鲤城区区级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撤销原因 原重点等级 原确定时间 所属辖区 备注 

1 泉州市第三幼儿园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06.6.16 临江街道   

2 泉州市鲤城物资公司 已未经营危险物品 县（市区）级 2006.6.16 临江街道   

3 泉州市鲤城爱心儿童培训学校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4.10.11 海滨街道   

4 泉州艺术科技学校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海滨街道   

5 泉州市艺术小学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海滨街道   

6 泉州市蔬菜公司 已不具备大型物资储备单位 县（市区）级 2006.6.16 鲤中街道   

7 龙头山九一粮库 单位已拆迁 县（市区）级 2006.6.16 鲤中街道   

8 泉州市鲤城区西郊幼儿园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06.6.16 鲤中街道   

9 泉州市鲤城区东升幼儿园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开元街道   

10 泉州市鲤城区比华利幼儿园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4.10.11 开元街道   

11 泉州市朝晖小学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开元街道   

12 泉州精英学校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开元街道  

13 泉州市东浦小学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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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撤销原因 原重点等级 原确定时间 所属辖区 备注 

14 泉州鲤城育培幼儿园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江南街道  

15 
泉州市鲤城区浮桥街道东边小星星幼

儿园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16 泉州市鲤城区慈幼幼儿园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17 泉州市鲤城区浮桥镇第二中心幼儿园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18 泉州市坂头小学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浮桥街道  

19 泉州市鲤城区艺宾幼儿园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2.6.6 金龙街道  

20 鲤城区江南锦田幼儿园 单位已停办 县（市区）级 2010.8.26 常泰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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