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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婴幼儿托育机构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婴幼儿托育机构的空间与设施、人员要求、日常照料、活动与游戏、沟

通与互动、文件和记录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婴幼儿托育机构的管理和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T 31725-2015  早期教育服务规范 

GB/T 29325-2012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要求 

GB/T 24620-2009  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 

GB/T_20002.1-2008  标准中特定内容的起草：儿童安全 

JGJ39-2016  托儿所 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全日制托育机构 Nursery institution 

由社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人举办，面向 3岁以下幼儿，尤其是 2-3岁幼儿实施

保育为主、教养融合的幼儿照护的全日制机构。 

[参照《关于促进和加强本市 3岁以下幼儿托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3.2 

    保教人员 Education personnel 

日托机构中专门从事 3岁以下婴幼儿保育和教育的工作人员，包括教师和保育员。 

4 总则 

坚持婴幼儿第一，遵循婴幼儿各阶段身心发展特点和保教活动规律，贯彻以保育为

主、保育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提供安全、卫生、充满关爱的保教环境，满足婴幼儿身

心发展需求，促使婴幼儿身心健康发展。 

平等对待不同民族、种族、性别、身体状况及家庭状况的婴幼儿；尊重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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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婴幼儿快乐健康成长。 

注重把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传递给家长，在教育过程中充分挖掘多种教育资源、

形成教育合力，共同促进婴幼儿的全面发展。 

5 空间与设施 

5.1 基本要求 

5.1.1 托育机构选址应以保障安全为先，远离污染源。托育机构建筑面积不低于360m
2
（只

招收本单位、本社区适龄幼儿且人数不超过25人的，建筑面积不低于200m
2
），幼儿人均建筑

面积不低于8m
2
。户外场地符合《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的机构，幼儿人

均建筑面积不低于6m
2
，楼层位于地上，且满足二层及二层以下，区域相对独立。托育机构

应尽可能为婴幼儿提供户外活动场地。 

5.1.2 托育机构的幼儿活动用房包括班级活动单元（含生活区与游戏活动区）、综合活动室

等。托育机构的服务用房包括保健观察室、晨检处、洗涤消毒用房等。全日制托育机构的附

属用房包括厨房、储藏室等。自行加工膳食的全日制托育机构应设不低于30m2的厨房，其加

工场所和备餐间分别不低于23m
2
和7m

2
。 

5.1.3 创设安全熟悉的家庭式教养环境，营造宽松、平和、温馨的心理氛围。 

5.2 室内空间 

5.2.1 室内空间应根据婴幼儿的生活、游戏与活动需要进行布置，应将安静、固定的区域与

活动、动态的区域加以隔开。应为婴幼儿提供适当的软性铺垫，满足婴幼儿坐、爬、游戏或

休息等需要。室内的规划应让保教人员可以照看到所有的婴幼儿。 

5.2.2 有适当的户外游戏场地，室内地面游戏场地人均面积不应低于4㎡。 

5.2.3 室内常见区域有：生活区（餐桌等）、建构区、娃娃家、绘本阅读区、美工区、音乐

区、科学区等；室外常见区角有：沙土区、种植区、养殖区、体能区、小操场等。 

5.3 设施要求 

5.3.1 托育机构内的设备设施应满足相关产品要求，且需要重点满足婴幼儿尺寸要求。满足

但不局限《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对部分设备设施没有相关产品要求的，需要自行对设

备设施的安全性相关指标进行分析，确保对婴幼儿不会造成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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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应根据婴幼儿的年龄特点配备符合安全和卫生要求的婴幼儿床、桌子、椅子、婴儿护

理台、坐便器、盥洗用具、餐饮用具、玩具柜和玩具等。 

5.3.3 地面应经过软化处理，平整、防滑、无尖锐突出物，墙面要有安全防护。婴幼儿盥洗

室应设有流水洗手设备和防滑设备。服务设施应定期维护、及时更新。 

5.4 安全和消防要求 

5.4.1 机构应建立安全责任制和应急预案，确定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工作，落实预防婴幼儿伤

害的各项措施。 

5.4.2 机构实施安全封闭管理，门卫室、安防控制中心、负责人办公室安装紧急报警装置，

且与区域报警中心联网。 

5.4.3 机构根据实际场地，设置电子巡查系统，巡查点布控合理，安装须牢固隐蔽，物防建

设应符合国家和本市公安部门关于校园安全的规定。 

5.4.4 机构应当建立健全门卫、房屋、设备、消防、交通、食品、药物、婴幼儿接送交接、

活动组织等安全防护和检查制度，建立安全责任制，确定专人负责，定期开展安全检查。 

5.4.5 应建立重大自然灾害、食物中毒、踩踏、火灾等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加强对工作人

员的安全教育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的培训，并定期进行安全演练。 

5.5 卫生要求 

5.5.1 贯彻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严格执行有关卫生保健的法规、规章和制度，预防控制传

染病，降低常见病的发病率，为婴幼儿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满足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需要，

切实做好婴幼儿的卫生保健工作。 

5.5.2 应建立健康检查、卫生与消毒、传染病管理、常见病预防与管理等制度，加强健康教

育宣传，配合卫生保健部门做好疾病防控和预防接种工作。 

5.5.3 婴幼儿入托时每日进行晨检或午检以及全日健康观察，发现身体、精神、行为等异常

时及时处理。 

5.5.4 配备必要的卫生消毒设备，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环境卫生、卫生洁具、床上用品、餐

饮具、玩具、图书等进行清洁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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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督促家长按免疫程序和要求完成儿童预防接种。当托育机构内发现传染病疫情或疑似

病例后，应立即对患儿进行有效隔离和实施必要的消毒，并立即向属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

告。 

5.6 电气要求 

带电设施设备需要满足相关的电气安全防护、用电安全等需求。 

5.7 室内空气要求 

室内环境各项指标应满足GB/T 18883-2002《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室内通风良好，设备

设施、装修装饰材料、用品用具和玩教具材料等，应当符合国家相关的安全质量标准和环保

要求。 

5.8 视频监控 

托育机构主出入口、幼儿生活及活动区域等，应安装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确保监控全覆

盖，录像资料保存30天以上，且出入口设置微卡口，符合“智慧公安”相关要求。 

5.9 室内亮度/温度 

室内采光充足，通风良好，照明设备完好。夏季暑热和冬季寒冷的地区应配备防暑和取

暖设备。 

5.10玩教具要求 

5.10.1 提供数量充足、多样、安全，适应婴幼儿身心发展需求的玩具和材料，且放置取用

方便、整洁，有序。 

5.10.2 关注每个婴幼儿对玩具材料的不同需求，充分利用生活中的真实物品，挖掘其内含

的多种教育价值，让其在摆弄、操作物品中，获得各种感官活动的经验。玩教具要安全无毒

且便于清洁，没有易脱落的小零件。 

5.11 户外环境 

5.11.1 机构应当为婴幼儿提供与其规模相适应的户外活动场地。场地的朝向应适宜、

日照充足。场地的周围应设置围栏等设施，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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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应提供必要的婴幼儿游戏（如玩沙）和运动设施（如小滑梯）。运动场地应

开阔、平整。在运动设施的下方及周围应铺设软质铺装。 

5.11.3 应根据婴幼儿活动的需要，对户外活动环境进行绿化和美化。 

5.11.4 户外活动场所中使用的所有设备、材料以及用于绿化的植物都应当符合国家

相关的安全标准。 

5.12 班级规模 

托育机构按照幼儿年龄编班，2-3岁幼儿生活的班级，每班不超过20人；2岁以下幼

儿生活的班级，每班不超过15人。全日制托育机构不宜超出6个班。 

6人员要求 

6.1 基本要求 

机构应当根据婴幼儿的年龄和人数进行编班，并配足配齐机构负责人、教师、保育

员、卫生保健人员、炊事员、保安、财会人员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应满足但不限于以

下要求： 

a) 所有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爱护和尊重婴幼儿，具有一定的早期教

育专业知识和技能，忠于职责，身心健康， 

b) 所有工作人员每年应当进行经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指定医疗卫生机构的

健康检查，取得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上岗。 

c) 所有工作人员都具备与其所提供服务相关的资质。 

d) 所有工作人员应文明、礼貌、卫生、穿着得体，工作服饰要便于实施服务。爱

护幼儿，尊重家长，积极热情与幼儿和家长交流互动。 

6.2 保教人员 

6.2.1 保教人员指机构中负责各班婴幼儿保育和教育工作的人员。保教人员工作的

班级要尽量固定。保教人员应掌握以下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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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岁保教相关资格证书，或者具有0-3岁早期教育专业学历。 

——0-3岁婴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及需求。 

——0-3岁婴幼儿生存、发展和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 

——0-3岁婴幼儿饮食、饮水、睡眠、如厕等一日生活照料。 

——预防意外伤害，意外事故和危险情况下安全防护与救助的基本方法。 

——认知、情感、社会性、人格培养等教育方面的培养及评价。 

6.2.2 其中教学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持有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 

——具有幼儿师范学校学历，或学前教育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 

——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通过国家统一组织的，用于申请幼儿园教师资格的教育

学和教育心理学补修考试； 

——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并完成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课程学习或接受过从事早起教

育服务活动的系统培训。 

6.2.3 不同年龄段，保教人员与婴幼儿的师生比应大于： 

婴幼儿年龄段 保教人员与婴幼儿的师生比 

≤6月 ≥1:3 

6月＜x≤18月 ≥1:4 

18月＜x≤36月 ≥1:5 

36月＜x≤48月 ≥1:7 

6.3 负责人 

托育机构负责人应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品行良好，身心健康，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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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热爱保育工作，且须具有6年以上学前教育管理经历。 

6.4 其他服务人员 

6.4.1 餐饮、卫生保健人员 

a) 托育机构应配备育婴员、保健员、保育员、营养员、财会人员、保安员等从业

人员。托育机构收托幼儿数应与从业人员之间保持合理比例，每班应配备育婴员和保育

员（统称“保育人员”），且育婴员不得少于1名。2-3岁幼儿与保育人员的比例应不高于

7∶1，18-24个月幼儿与保育人员的比例应不高于5∶1，18个月以下幼儿与保育人员的

比例应不高于3∶1。 

b) 收托50人以下的托育机构，应至少配备1名兼职卫生保健人员；收托50-100人的，

应至少配备1名专职卫生保健人员；收托101-140人的，应至少配备1名专职和1名兼职卫

生保健人员。 

c) 托育机构应至少有1名保安员在岗，保安员应由获得公安机关颁发的《保安服务

许可证》的保安公司派驻。 

d) 加强托育服务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关爱并尊重幼儿、具有科学育儿观、

高度责任心和良好服务态度的高素质、专业化托育服务队伍。把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职

业道德教育作为岗前入职、在岗及转岗培训中的必修课，主要内容应包括职业规范、职

业责任、心理健康和安全意识等职业素养。职业道德教育原则上每年不少于40课时。加

强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优秀事迹宣传，营造尊重托育服务从业人员的良好氛围。 

e) 机构餐饮卫生人员、厨房工作人员应严格实施卫生管理制度。使用符合GB 27952 

2011 《普通物体表面消毒剂的卫生要求》等相关标准要求的卫生消毒用品。 

6.4.2 会计、门卫、志愿者和实习生等工作人员 

a) 其他服务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工作能力，以便在日托中心的管理、运作和维护

方面发挥各自的职能，确保日托中心的正常运转。 

b) 志愿者和实习生要热爱婴幼儿，身心健康，情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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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常照料 

7.1 基本要求 

7.1.1 机构应当遵循婴幼儿不同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发展需要，为婴幼儿提供

安全卫生、充满关爱、舒适愉悦的生活环境，尊重婴幼儿，与婴幼儿建立良好的关系，

合理安排婴幼儿一日生活，科学照护婴幼儿入托、喂奶、饮水、进餐、换尿布、如厕、

盥洗、穿脱衣服、睡眠、游戏以及室外活动等每一个生活环节，关注个体差异，及时回

应和满足每个婴幼儿的不同需要，使婴幼儿在生活过程中获得愉悦感、自主感、满足感

和安全感，并在保育过程中进行引导、渗透教育，促使其身心获得良好的发育和发展。 

7.1.2 1岁以下婴幼儿的生活作息安排应当根据每个婴幼儿的进食、睡眠和排泄等生

理特点和规律，进行个性化安排。随着婴幼儿年龄的逐渐增长，2岁以上的婴幼儿可以

安排集体统一的作息时间，但也应当根据个体差异和需要灵活把握。 

7.1.3 以亲为先，以情为主，赋予亲情和关爱，充分尊重婴幼儿的意愿，敏感关注

其需求并及时给予回应。尊重、顺应婴幼儿自然的生理节律，加强生活护理，当婴幼儿

发展水平成熟时鼓励其发展自理技能。 

7.1.4 基本常规工作的时间安排兼顾个性化，能满足每个婴幼儿的需要。一日生活

中室内和户外活动安排均衡，动态及静态游戏活动交替，各环节的衔接顺畅，无需久候。 

7.1.5 与婴幼儿经常进行正向、积极、轻松、愉悦的互动，没有严厉的言语或粗鲁

的肢体接触。敏感回应每个婴幼儿的情绪和需求。 

7.2 入托与离托 

7.2.1 婴幼儿首次入托前要进行入托前体检及评估。每半年开展一次体检和评估，

做好记录。 

7.2.2 婴幼儿入托时应由家长（或其委托的成年人）送其入托。卫生保健人员每日

应做好婴幼儿入托时的晨检或午检，若发现婴幼儿身体、精神、行为等异常应及时告知

家长带回，限制婴幼儿入托。机构不负责婴幼儿用药的相关事宜。 

7.2.3保教人员应热情迎接每个婴幼儿及其家长，与家长进行友好交流，安抚婴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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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绪，给其一个充满关爱地搂抱，并引导其进入到区角活动中。如果婴幼儿需要家长

陪伴，保教人员应给予支持。 

7.3 进食/进餐与饮水 

7.3.1 机构应当根据婴幼儿的年龄特点和生长发育的需要，为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

制订膳食计划，编制营养合理、平衡的食谱，提供易于消化、清淡可口、安全卫生、健

康的膳食。 

7.3.2 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的法律法规，为婴幼儿提供安

全的饮食和饮用水。 

7.3.3 机构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好食品的采购、储存、制作、烹饪、留样等工作。 

7.3.4 机构应当做好食物过敏婴幼儿的登记工作，提供餐点时应避免婴幼儿食物过

敏。有条件的机构可为食物过敏的婴幼儿提供特殊膳食。不提供正餐的机构，每日至少

提供1次点心。 

7.3.5 机构应当为母乳喂养提供方便，支持母乳喂养。 

7.3.6 机构至少每季度进行1次婴幼儿的膳食调查和营养评估，以保证婴幼儿生长发

育所需。 

7.4 睡眠 

7.4.1 机构应为婴幼儿提供安静、舒适的睡眠室。应为每个婴幼儿提供安全、舒适、

干净的婴儿床，婴幼儿床应有围栏，以防摔伤。提供的被褥应干净、干爽，并经常清洗

和晾晒。 

7.4.2 保教人员应保证婴幼儿日间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年龄越小，睡眠时间越长，

睡眠次数越多，并应根据婴幼儿的年龄和个体需要灵活安排。 

7.4.3 保教人员在安排婴幼儿睡眠前，应引导每个婴幼儿如厕或帮其换尿布。 

7.4.4 保教人员应根据天气及室内温度，帮助婴幼儿脱去外衣进行睡眠。引导和鼓

励年龄较大的婴幼儿自己尝试脱衣、脱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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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保教人员应当引导婴幼儿自然入睡。对于较难入睡的婴幼儿，应给予适当的

安抚，或轻轻拍拍他们，或做短时间的陪伴。 

7.4.6 有些婴幼儿在睡眠时需要某些安慰物（如安抚奶嘴、小毛巾等），应给予满足。 

7.4.7 保教人员在婴幼儿睡眠后，应定时进行巡视和观察，照顾其安全，避免其受

凉。 

7.4.8 当婴幼儿睡醒后，保教人员应帮助或引导其穿上衣服，给其一个温柔的拥抱，

并悄悄带领其离开。 

7.5 如厕/换尿片 

7.5.1 保教人员应始终保持婴幼儿护理台和厕所的清洁卫生。 

7.5.2 保教人员应根据婴幼儿的年龄特点和生理需要，定时给婴幼儿换尿布，应将

每一次给婴幼儿换尿布或帮助如厕作为与婴幼儿进行愉快互动的过程。保教人员应耐心、

动作轻柔地给婴幼儿更换尿布。对尿布上出现排便印迹的婴幼儿，应对其臀部进行必要

的清洁和擦洗。保教人员在给婴幼儿换尿布或帮助其如厕后，应洗手。 

7.5.3 保教人员应根据婴幼儿的生活和活动状况，以及注意观察婴幼儿发出的排尿、

排便信号或需要，引导其在宝宝便盆上排尿或排便。婴幼儿如厕时，保教人员应陪伴在

其身边进行关照。 

7.5.4 应耐心地帮助婴幼儿穿脱裤子、整理衣物。给婴幼儿擦大便或小便时，动作

要轻柔、正确。 

7.5.5 应鼓励较大的婴幼儿主动如厕，适时培养其自理能力。 

7.6 盥洗 

7.6.1 保教人员应根据婴幼儿的生活和活动情况，引导和帮助婴幼儿使用儿童肥皂

正确洗手，并用干净的小毛巾擦干。以下是需要洗手的主要时间段：婴幼儿进食前、如

厕后、美工活动后、玩沙后、外出活动回来时。 

7.6.2 应根据婴幼儿的生活和活动情况，及时用干净的湿毛巾给其擦手，以保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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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部清洁。 

7.7 卫生措施 

a) 保教人员应积极采取措施降低细菌的传播，如玩具、毛巾、使用过的纸巾等；

服务人员及婴幼儿保持经常洗手以保障健康。 

b) 保教人员应做好卫生习惯的榜样，给婴幼儿准备额外的衣服，以便其有需要时

随时替换。 

c）保教人员应注重培养0-3岁幼儿的个人卫生习惯，包括就餐前洗手、每天刷牙、

睡觉前换上睡衣等。 

7.8 安全措施 

a) 尽量排除室内和户外可能导致严重损伤的危险因素，具备处理紧急事故的基本

必要设施。 

b) 工作人员应预估可能会出现的安全问题，并有能力采取预防措施和安全事故。 

8游戏与活动 

8.1 基本要求 

a) 机构应为不同年龄段的婴幼儿提供丰富、适宜的游戏环境，提供适宜的玩具、

游戏材料和运动器材，鼓励婴幼儿自由选择、自主活动，协助和支持婴幼儿同伴间的交

往与游戏，使婴幼儿在游戏和活动中充分感受、体验和探索。、 

b) 游戏与活动内容应科学合理，应包括音乐、美术、手工、语言交流等多样性内

容，大肌肉和小肌肉等不同的活动，促进婴幼儿认知、语言、情绪情感、运动能力、社

会性等全面发展。 

c) 在游戏活动中，通过一些亲切及温柔的动作表示关爱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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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自由活动 

8.2.1 基本要求 

鼓励幼儿在安全范围内按照自主意愿进行充分探索，进行自主学习。 

8.2.2 具体要求 

（1）环境准备 

在托育机构，环境准备是指为婴幼儿准备安全的、适龄的、丰富多样的室内外物理

区角供婴幼儿选择、交互。 

其中，安全性是指：在婴幼儿使用前，机构需要对环境进行专业风险评估。适龄性

是指：家具、器具等高度、重量适合婴幼儿把扶、使用、照料；提供的教玩具与婴幼儿

的年龄段相匹配，保护其安全、支持其发展。丰富性是指：托育机构有系统地规划和管

理婴幼儿的生活空间，使婴幼儿生活学习的空间全面支持婴幼儿发展。同时要做到平衡

和简朴，避免刺激过度。 

（2）玩具投放 

在有准备的各个区角里，投放合适的玩具供婴幼儿选择。需要保证的是： 

a) 材质、尺寸、结实程度，避免危险； 

b) 每个区角玩具数量足够，但不过多； 

c) 给与孩子玩具的质感------美观度、材质丰富健康的保证； 

d) 做好清洁消毒工作。 

（3）活动管理 

在婴幼儿进行自由玩耍时，保教人员需要做到： 

a) 监护安全------老师需要在距离孩子一臂距离陪伴；老师之间做好分工协作，照

顾整个空间里所有孩子的安全； 

b) 观察玩耍------记录婴幼儿玩耍情况、在孩子有需要的时候给与回应，但避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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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活动； 

c) 调整、改进------根据观察到的婴幼儿玩耍情况，增加教玩具、调整教玩具或收

回某些教玩具。 

8.3 组织/集体活动 

8.3.1 基本要求 

a) 组织/集体活动指单独婴幼儿、一小组婴幼儿、或者全部婴幼儿参与由保教人员

领导的活动，如唱歌、律动、讲故事、体能活动、戏剧表演、艺术创作、科学实验、游

戏教学等；从而达到作为专业照料者和引导者，保教人员需要根据婴幼儿发展规律，对

其进行活动的展开。 

b) 机构提供系统、科学的课程体系供婴幼儿体验，促进婴幼儿在各个阶段、各个

领域的成长发育。 

8.3.2 具体要求 

（1）活动准备 

机构需要审核保教人员对于圆圈活动、集体活动、小组活动等环节的活动方案，确

保活动目标明确、适龄性、以及物料准备到位、充分。 

（2）开展活动 

按活动方案开展活动，过程中需要回应婴幼儿，并有能力根据婴幼儿的反馈做对活

动节奏、内容进行调整。开展对婴幼儿行为的观察、记录。 

（3）活动展示 

对活动互动中孩子的作品、表达或者参与过程进行可视化输出，如将作品用于环境

创设、活动过程中的照片作为班级相册等，使得孩子可在现实生活中见证他们的创作、

表达，增强孩子的存在感、归属感、掌控感和幸福感，为孩子成为更积极的学习者、表

达者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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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机构与家长协作 

9.1 基本要求 

a) 活动过程中早教人员、婴幼儿和家长三方都是主体，应秉承 “尊重、平等、合

作、共同成长”的核心价值理念，把家长看作重要的课程资源、助教和合作伙伴，与家

庭形成良好的双向互动关系，形成合力实现婴幼儿的最好发展。 

b) 机构的氛围要平和、温馨、民主，不同人员之间都能充分沟通与友好互动。 

9.2 机构与家长协作 

9.2.1 机构应当与婴幼儿家庭建立良好的关系，密切相互间的沟通和交流，将家长

纳入到机构的保育与教育中，同时，积极支持和指导家长科学育儿，相互支持，密切配

合，共同促进婴幼儿健康成长。 

9.2.2 帮助家长了解机构的一日或半日流程安排、课程理念和实践方法、规章制度

等内容，鼓励和支持家长对事关婴幼儿切身利益的事项提出意见、建议和监督。 

9.2.3 利用好各类媒介，就婴幼儿的情况经常与家长进行正式与非正式的沟通与交

流，做好记录，与家长一起完成婴幼儿的成长评估。 

9.2.4 定期为家长或者其他家庭成员提供一些参与课程活动的机会。 

9.2.5 定期要求家长对课程进行反馈和评价。 

9.2.6 在尊重家庭不同教养方式的前提下，通过网络信息推送、集中讲座等多种形

式，对家长给予不同发展阶段婴幼儿保育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科学指导，提高家长

科学育儿的知识和技能。 

10  文件和记录 

机构各项规章制度齐全、完善，并严格执行。 

所有岗位人员都定期参加入职培训和在职培训。 

对婴幼儿在机构的情况有成长记录，有发展评估，有个性化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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