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闵行巅峰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金星幼儿园

上海江川健众护理站

上海闵行区海富虹桥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协和海富幼儿园

上海江净法律援助工作室

上海闵行区马桥助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星之韵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婉滢心理咨询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上海闵行区古美心灵坊工作室

上海闵行区民办新春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希望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同一屋檐下社区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民办文博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莘庄工业区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翔安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碧城联明幼儿园

上海君禾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博识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帮帮团社区服务社

上海国耀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古美好管家工作室

上海闵行区民办飞尔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叮咚音乐艺术中心

上海闵行区虹桥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古美四叶草社区文化服务社

上海市民办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

上海闵行区康城敬老院

上海东方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星河湾双语学校

上海黛梦妮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春苗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虹桥镇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喜洋洋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古美海皮家园社区青少年发展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华益社工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马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江川东风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金星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庄镇希言心理健康关爱中心

上海闵行区南希贝贝早教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艺佳舞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智达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庄青草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庄滕王轩音乐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春申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镇志愿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社区老年人综合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镇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新虹街道社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海宏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梅陇行南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三之三早期教育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皇嘉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虹桥叶儿家庭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浦江召楼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颛荟为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菁菁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一家人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吴泾镇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装饰装修行业人才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海派漆器艺术馆

上海闵行区华漕群利帮帮团社区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纸艺文化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世柏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爱绿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浦江镇康乐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恒研护理站

上海闵行区莘庄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利群社会工作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古美社区环保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古美路街道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维多利亚古美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虹桥创智空间社区科普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虹桥瑞心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好当家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社区舆情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拾星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新虹街道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颛桥星海社区青少年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莘庄工业区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华漕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虹桥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四叶草助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江川路街道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交通协管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虹桥白玉兰社区老年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金太阳专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莘庄镇友咪助残公益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社区互助服务社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文体团队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俞塘民众教育纪念馆

上海闵行区七宝显保家电便民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社区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漕心丝雨调和疏导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志愿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虹桥心芽青少年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虹桥睿尚儿童培育发展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虹桥康馨绿色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新虹飞尔社区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漕爱心妈妈帮扶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漕铺路石青少年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梅陇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漕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梅陇杏林为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梅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晨星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新虹桥益愿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简睿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先锋环保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庄臻心为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朴质公益儿童关爱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庄和普青少年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庄益心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梅陇彩虹天使社区事务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江川华宁路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罗阳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玉兰梅花研究所

上海闵行区江川扶梦助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八方社会工作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马桥老舅妈调解工作站

上海闵行区莘庄帮达家庭教育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江川和韵新语心理健康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老舅妈调解工作站

上海闵行区乐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润和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彩生活乐居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浦安社区安全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弈韵围棋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江川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领英女性身心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梅陇丑小鸭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浦江和谐家园法律服务工作站

上海闵行区橄榄枝社工师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航隆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民办浦江苏民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熠展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玉兰花文化艺术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安众青年志愿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镇晨露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广种福田书画院

上海闵行区虹桥青柠少儿读书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极是趣教育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吴泾华师公益文体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漕睦邻调解宣教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七一艺社

上海闵行区致柔太极拳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复瑞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金葵花青少年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铁安社区保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银桥社区万福年华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新鼎邦艺术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吴泾守望相助社区安全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阳光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艾加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古美同心缘社区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得丘教育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汉霖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楚芸身心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铭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君莲养老院

上海闵行区吴泾太阳花社区儿童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有的玩社区公益体育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红卫幼儿园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景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诺美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浦江真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心翼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瑞勤护理站

上海闵行区颛桥蔷薇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品艺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闵建幕墙管理评估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青年空间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百姓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怡和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镇吾亦红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阳光宝贝助残服务站

上海闵行区青悦环保信息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新虹新云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蓝丝带宠物志愿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浦江育心幼儿园

上海吕凉戏剧艺术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新清华博世凯外国语学校

上海闵行区良相文化艺术中心

上海闵行区诚美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韵琳教育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优体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浦江电商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易启学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摩根亨利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七宝恒骋文体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和之园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万青堂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蓓乐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古美仁品社区为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新虹民乐沪剧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思菲儿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新虹更绿社区环保服务中心

上海外国语大学民办闵行外国语初级中学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银露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莘庄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古美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新虹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七宝九星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申为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麒骝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江川路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浦江上工坊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浦江旭阳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新虹晶晨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虹桥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吴泾菠萝园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虹桥永年身心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乐活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五加二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梅陇世纪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莘庄工业区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华漕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闵行数字化教育研究与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梅陇彩虹妈妈家庭关爱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七彩阳光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沿浦羽毛球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莘庄大家好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三之三古北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七宝幸福力量青少年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社区科意文化生活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志闵业委管理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昱程助残帮扶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伽仪瑜伽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古美齐心社区助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莫眼看婚姻家庭服务指导中心

上海消安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梦哆啦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浦江智慧社区文体服务中心

上海紫华沪剧团

上海闵行区颛桥绿洲读书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晋源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精英赛鸽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安泰保安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触觉文化艺术馆

上海闵行区乐活聚家养老服务社

上海闵行区民办吴泾南塘幼儿园

上海市淳安商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诺德安达双语学校

上海闵行区浦锦街道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江川绿色光年环保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虹桥荷逸文化生活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马桥心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紫藤花艺术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宝龙美术馆

上海闵行区荣健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如雅传统文化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圣博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国拓文化艺术专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颛桥众和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万科双语学校

上海闵行区尊古武术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民办古美东兰路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爱登堡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民办新虹叮叮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民办莘庄初级中学

上海闵行区民办中河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长爱养老管理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锦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优优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嘉禾无障碍影视传播中心

上海闵行区小咪社区文化创新服务站

上海闵行区浦锦两三声文化传播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虹梅同心关爱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星院专修学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制定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
办法》的有关规定，闵行区民政局、闵行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对本区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了2016年年度检查，现将年检结论公告如下：

下列558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合格：

（下转7版）

（上接6版）

上海协和双语高级中学

上海市闵行区东华科技进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鹤庆业余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协和业余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黎安实验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今明莲浦幼稚园

上海市闵行区培英进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龙柏西郊幼儿园

上海市民办复旦万科实验学校

上海闵行区品慧培训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熠林进修学校

上海市金汇实验幼儿园

上海市闵行区龙柏雨林幼稚园

上海市协和实验幼儿园

上海市闵行区新华业余学校

上海燎原进修学院

上海市闵行红双喜服务中心

上海市民办燎原双语学校

上海市燎原双语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燎原业余艺术学校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尚音学校

上海闵行区上电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九星门诊部

上海闵行区爱德养老院

上海市闵行区私立艺轩业余学校

上海闵行区胜悦业余学校

上海闵行区浦江镇鲁汇敬老院

上海疾医门诊部

上海莲花口腔门诊部

上海闵行兰之羽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乐达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敬老院

上海吴中精神病康复医院

上海同宁精神病康复院

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

上海市闵行区建设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漕镇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虹桥镇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江川路街道碧江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江川路街道华坪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福禄寿敬老院

上海南张安老院

上海市闵行毓佳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启英幼儿园

上海大华福利院

上海闵行区虹桥镇龙柏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小红帽艺术幼儿园

上海恩光敬老院

上海市闵行优生优育优教研究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绿世界实验幼儿园

上海市闵行小星星幼儿园

上海西南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群益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市国际经济技术进修学院

上海旅专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军民护理院

上海市闵行新明星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市民办上宝中学

上海市闵行中昂进修学校

上海欧伦进修学院

上海市闵行汇能业余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古美敬老院

上海市闵行新梅幼儿园

上海市闵行区小龙鱼幼儿园

上海市闵行东方剑桥外国语培训中心

上海市电力育才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市闵行培黎职业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欧顿锦绣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残疾人服务社

上海闵行老年大学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

上海闵行区世纪苑樱桃子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万科依犁莎白幼稚园

上海闵行区何嘉仁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圣陶沙幼儿园

上海市闵行音元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贺绿汀幼儿园

上海市闵行儿童城悦庭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嘟嘟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望族苑幼稚园

上海市闵行北欧丽景幼儿园

上海市闵行好时光金拇指幼儿园

上海市熊猫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新世纪静安新城幼儿园

上海春光艺术实验幼儿园

上海市民办文绮中学

上海市文来中学

上海莘城海粟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乐学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教育评估事务所

上海市闵行区财会培训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翔申业余学校

上海闵行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

上海闵行区网信教育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江川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市闵行樱桃子文化艺术业余学校

上海闵行区颛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市闵行复旦万科进修学校

上海华宁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爱心慈善救助服务社

上海市七宝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闵行春致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上海派安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刘诗昆音乐艺术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学而思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博闻幼儿园

上海地铁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新时代幼儿园

上海华东电力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菲兰特进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科技幼儿园

上海莘闵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丹森现代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协和业余桥网学校

上海闵行朗恩进修学校

上海春光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虹梅敬老院

上海时代口腔门诊部

上海闵行区新世纪虹莘幼稚园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星小学

上海闵行区今明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炜讯教育中心

上海闵行区启英茂盛幼稚园

上海市中特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教科实验中学

上海现代教育鉴证评估事务所

上海闵行古美路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市欣梅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小天才业余学校

上海闵行樱桃子幼稚园

上海闵行区莘庄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五艺业余学校

上海闵行区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智定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市曼都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协和罗阳幼儿园

上海市七宝外国语小学

上海闵行晓苗幼儿园

上海新闵调解事务所

上海闵行区婴幼儿早期教养研究指导中心

上海闵行区蒙氏蔚蓝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星光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小新星业余艺术学校

上海春知鸟早期教育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民办塘湾小学

上海闵行区颛桥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小蝌蚪音乐幼儿园

上海爱好儿童康复培训中心

上海奥根航空乘务专修学院

上海闵行区阶梯吉美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佳佳新天地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虹桥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亲情安养院

上海闵行区金孔雀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依霖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哈哈幼稚园

上海闵行区鹤琴爱真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江南海粟幼稚园

上海闵行区浦江镇青少年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启帆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莘庄工业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世纪昂立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浦江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漕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爱之都婚介俱乐部服务中心

上海环球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哈弗士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未来业余培训学校

上海交大附小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新虹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全领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市闵行新文佳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扩伦福利院

上海闵行区莲花老年公寓

上海闵行区五艺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东方剑桥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红旗敬老院

上海俊柯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协和阳光幼儿园

上海亿时代业余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嘉臣爱伊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敦煌艺术学校

上海闵行区南希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小哈佛好第坊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婴智贝佳早期教育业余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西郊福利院

上海闵行区金色阳光世博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乐海幼儿园

上海广贤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莘庄镇社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闵行区羽乐羽毛球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古美路街道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闵行区大拇指教育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社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新知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冠俊游泳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爱思来思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莘庄工业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明鑫文化艺术专修学院

上海思妍丽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华哈养老院

上海闵行区古美路街道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上海闵行区虹桥镇社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闵行区亿训文化艺术专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华博利星行小学

上海闵行区浦江文馨学校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颛溪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日月华亭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银三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银桥幼儿园

上海国际化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银星学校

上海闵行区平阳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社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闵行区民办弘梅小学

上海闵行区东苑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闵行灵妙青少年围棋俱乐部

上海世界礼仪文化专修学院

上海闵行区三之三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继王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莘庄镇绿梅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上海闵行区夕阳红养老院

上海闵行区伊顿慧智金汇豪庭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强恕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中谊福利院

上海闵行区市民帮扶中心

上海闵行区嘟嘟雅歌幼儿园

上海永琪美容美发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新东苑沪剧团

上海闵行区浦江之星幼儿园

上海信息服务人才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路胜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民办育苗小学

上海闵行区民办文博小学

上海闵行区民办振兴小学

上海闵行区民办马桥小学

上海闵行区民办鲁冰花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浦江文汇学校

上海闵行区民办双江小学

上海闵行区莘庄镇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华虹小学

上海东方男性泌尿外科研究所

上海闵行区众选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丰宝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泰福健康管理专修学院

上海闵行区嘉臣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松晓苗幼儿园

上海新兴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派安青少年科技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欧文七彩早期教育培训学校

上海上师初级中学

上海闵行区振强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君莲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上海闵行区常春藤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紫江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民办沪川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未来宝贝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民办文河小学

上海闵行区民办新华皖苏幼儿园

上海东方社会工作事务所

上海东方华文教育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弘梅第二小学

上海闵行区恒研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福利彩票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牵手上海志愿者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丰南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振达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闵行高端人才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新虹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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