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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达 ⒛19年春季学期

学前一年免费教育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幼儿园、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 :

按照宝鸡市金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金台区学前一

年免费教育实施方案的通知》(宝 金政办发 (⒛H)阢 号 )、 宝鸡

市财政局、教育局 《关于下达 ⒛19年学前教育公用经费省市补

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宝 市财办教 (⒛ 19)⒛ 号)文件要求,经

各校园上报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幼儿资料,教体局审核通过后,现

将 ⒛19年春季学期学前一年免费教育补助资金 1G5⊥ 250.00元 下

达给你们,请严格按照规定使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 实施范围及补助标准

|斫燕丨T》吓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及村民自治组织利用国
1。

i·

t·
_j. ' lj

家财

和经

儿园含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 )

资格的民办幼儿园。



对适龄儿童 (2013年 8月 31日 前出生,年满 5周 岁),在

公办幼儿园大班和农村小学附设学前班及民、企办幼儿园大班就

读的学前一年幼儿按照对应类别减免保教费。

减免保教费标准:省级示范园每生每月减免 130元 、一类园

每生每月减免 90元 、二类园每生每月减免 70元 、三类园每生每

月减免 50元 、未入类园每生每月减免 35元 。

本次下拨的为春季学期 (5个月)保教费补助资金,公 、企、

民办幼儿园要按照文件核准的类别标准减免保教费补助资金,确

保党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二、管好用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资金

(一 )各校 (园 )要对学前一年教育助学金补助资金设立专

账,单独核算,对补助资金收支要明细核算,严格按照财务管理

制度完善发放管理办法,加强资金管理,严肃财经纪律,确保国

家补助资金管理使用规范、合理,最大限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 )各校 (园 )要规范收费管理,坚持收费公示,切实加

强学前一年教育助学金的宣传和资金安全管理工作。区财政局、

教体局将不定期的对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如发

现虚报、冒领、未及时减免的校 (园 ),将缓拨、停拨、收回补

助资金。

附件:金 台区⒛19年春季学期学前一年 费教育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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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幼 儿 园 名 称
免保教费

(人 )

免保教费

类 别

允保教费
金额 (元 )

01 宝鸡市金台区西街幼儿园 144 省级示范 93600.00

ο
乙

n
u 宝鸡市民族幼儿园 63 省级示范 茌0950.00

03 宝鸡市金台区马营幼儿园 80 省级示范 52000.00

04 宝鸡市金台区车站幼儿园 167 省级示范 L08550.00

05 宝鸡市金台区东城幼儿园 1茌7 一 类 66150.00

06 宝鸡市金台区东仁堡幼儿园 0 一 类 0.00

07 宝鸡市金台区陈仓园幼儿园 7吐 一 类 33300.00

o8 宝鸡市金台区金利苑幼儿园 66 一 类 29700.00

09 宝鸡市金台区卧龙寺幼儿园 83 一 类 37350.00

10 宝鸡市金台区金河尚居幼儿园 127 一 类 57150.00

金台区金河中心幼儿园 25 一  类 11250.00

,
臼 宝鸡市金台区陵原中心幼儿园

■
⊥

1
⊥ 一  类 茌950.00

13 宝鸡市金台区硖石中心幼儿园 19 一 类 8550.00

14 宝鸡市金台区蟠龙镇钟楼寺幼儿园 26 一 类 11700.00

15 宝鸡市金台区陵原西原幼儿园 7 二 类 2450.00

16 宝鸡市金台区陈仓路小学 152 附设学前班 53200.00

L7 宝鸡市金台区蟠龙镇南皋小学 茌0 附设学前班 L4000.00

18 宝鸡市金台区蟠龙镇韩村小学 42 附设学前班 1在700.00

19 宝鸡市金台区蟠龙镇小村小学 21 附设学前班 7350.00

20 宝鸡市金台区金河乡岳家坡小学 32 附设学前班 11200.00

21 宝鸡市金台区硖石乡七家沟小学 3 附设学前班 1050.00

小  计 1329 659150.00

金台区⒛”年春季学期公办幼儿园
学前一年免保教费补助资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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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台区⒛”年春季学期企、民办幼儿园
学前一年免保教费补助资金表

序 号 幼 儿 园 名 称
允保教费

(人 )

允保教费
类 别

允保教费
金额 (元 )

01 中国人民解放军321茌 7部 队幼儿园 32 一类 14400.00

02 宝鸡市金台区实验幼儿园 1I7 一类 52650.00

03 宝鸡市金台区宝石幼儿园 72 一类 32茌00.00

0茌 宝鸡市金台区育才幼儿园 137 一类 61650.00

05 宝鸡市金台区惠西幼儿园 15茌 一类 69300.00

06 宝鸡市金台区万祥凯迪幼儿园 48 一类 21600.00

07 宝鸡市金台区昂卓索伊幼儿园 1茌4 一类 6茌800.00

08 宝鸡市金台区代家湾丽君幼儿园 93 一类 41850.00

09 宝鸡市金台区中山幼儿园 7茌 二类 25900.00

⊥O 宝鸡市金台区幸福幼儿园 110 二类 38500.00

宝鸡市金台区慧佳智能园 196 二类 68600.00
9
臼 宝鸡市金台区曙光幼儿园 57 二类 19950.00

L3 宝鸡市金台区新星幼儿园 88 二 类 30800.00

L4 宝鸡市金台区小天使幼儿园 53 二类 18550.00

L5 宝鸡市金台区童心幼稚园 30 二类 10500.00

16 陕酉省第十二棉纺织厂幼儿园 141 二类 茌9350.00

L7 中铁宝工社区管理中心幼儿园 70 二类 2茌500.00

18 宝鸡市金台区三迪景瑞幼儿园 1茌8 二类 51800.00

19 宝鸡市金台区安琪儿民族幼儿园 85 二类 29750.00

20 宝鸡市金台区蟠龙镇小神童幼儿园 20 二类 7000.00

21 宝鸡市金台区朝阳华城吉的堡幼儿园 6茌 二类 22400.00
9
臼

9
臼 宝鸡市金台区西建康城三宝双喜幼儿园 L23 二类 43050.00

●
●

ο
乙 宝鸡市金台区新蕾幼儿园 L00 三类 25000.00

2在 宝鸡市金台区星河幼儿园 GO 三类 15000.00

25 宝鸡市金台区绿贝儿幼稚园 73 三类 18250.00

26 宝鸡市金台区红叶博苑幼儿园 102 三类 25500.00

27 宝鸡市金台区阳光才艺幼儿园 8茌 三类 21000.00

28 宝鸡市金台区阳光阶梯幼儿园 37 三类 9250.00

29 宝鸡市金台区店子街小天使幼儿园 73 三类 L8250.OO

30 列电幼儿园 7茌 未入类 L2950.00

31 昌荣艺术幼儿园 48 未入类 8茌00.00

32 宝鸡水泵厂幼儿园 101 未入类 17675.00

33 合力叉车厂幼儿园 54 未入类 9茌50.00

34 宝鸡市金台区人民幼稚园 69 未入类 L2075.00

小  计 2931 992100.00

合   计 茌260 1651250.00

类,ll:省 级示范园每生每月130元、一类园每生每月⑾元、二类园每生每月70元 、

三类园每生每月50元 、未入类园每生每月35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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