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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民政局、闵行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公告

单位名称
上海闵行区自正体育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民办吴泾贝蓓幼儿园
上海民办华东师大二附中紫竹双语学校
上海闵行区幸福五号青年公益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文学艺术交流中心
上海闵行区马桥颛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任扬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依霖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大艺术创意教育专修学校
上海德梁安全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万科幼儿园
上海永慈康复医院
上海闵行区华扬武术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天之煜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德诚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伟业路199弄5-11号2楼206室
上海市闵行区龙吴路5411号
上海市闵行区紫龙路585号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555号戊楼1层03A室
上海市闵行区江龙路466弄6号二楼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1551弄136幢
上海市闵行区金都路4299号3号厂房1楼西侧，6幢2楼多功能厅
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3366号L139A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5001号5楼513B、514A
上海市闵行区梅强路255号B幢112室
上海市闵行区星站路356号
上海市闵行区联友路369号
上海市闵行区颛兴路670-694号2层205号
上海市闵行区七莘路3755号、沪星路105号
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418号401室E座

法定代表人
张文齐
朱道桂
邹淑君
骆山鹰
陆金昌
张友林
杨 力
徐 刚
邹 哲
董 辉
许青川
倪小伟
马 军
黄 浩
蔡 佐

登记证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69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70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71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72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73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74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75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76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77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78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79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80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81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82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883号

（2017年）第7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准

予登记，其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现予以公告：

（2017年）第8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准予

变更登记。现予以公告：

单位名称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三之三早期教育培训学校
上海市金汇实验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春申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上海市七宝外国语小学
上海闵行区海富虹桥幼儿园
上海广贤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欧文七彩早期教育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古美路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协和罗阳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小新星业余艺术学校
上海闵行区华澳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闵行区梅陇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闵行区民办弘梅小学
上海东方华文教育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七宝社区舆情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装饰装修行业人才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庄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燎原进修学院
上海世界礼仪文化专修学院
上海闵行朗恩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菁德普教育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市民办文绮中学

变更事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地址
名称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地址
地址
地址
名称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变更前
陈依群
魏 娜
陈晓韵
莘福路396号3号楼
潘一鸣
陈晓韵
陈桂英
尤文菁
王琼莲
王丽强
纪翟路550号
兰竹路6号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
高 杰
黄霄鹰
史荣高
王秀英
吴中路478号8楼
张长东
彭广伟
平阳路150号
吴中路1189号第2幢725室
七莘路2955号B406室
上海闵行区网信教育进修学校
沈利军
梁根余

变更后
汪秀珍
汝 萱
李 萍
七莘路250号8号楼105室
吴哲华
缪 菁
余 波
刘健健
虞积慧
刘 蔚
繁兴路399弄1号311、312室
七莘路488号3楼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闵行区梅陇社区爱照护长者照护之家
李锋华
张坚华
李柏华
种晶靓
伊犁南路111号10楼
阮蓓旎
沈善龙
宝城路158弄38号606室
航北路651号3层308室、309室
七莘路2941号405室
上海闵行区菁德普教育进修学校
潘婷婷
徐伯英

（2017年）第9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发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准

予注销登记。现予以公告：
单位名称
上海闵行区华漕金丰幼儿园

住所
上海市闵行区金丰路121弄44号

法定代表人
金志美

登记证号
沪闵民民证字第0496号

（2017年）第10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发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下列社会团体经登记管理机关审核，准予变更登记。现予以

公告：

单位名称
上海市闵行区内部审计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徐浦社区服务管理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机械工程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企业合同信用促进会
上海市闵行区工业合作协会

变更事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业务主管单位

变更前
丁江华
钱国忠
莘福路396号3楼311室
胡 临
马守骐
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变更后
翁纪才
秦伟忠
七莘路750号701室
陶品君
潘国乔
上海市莘庄工业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制定的《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暂行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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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团体进行了2016年年度检查，现将年检结论公告如下：

下列169家社会团体年检合格：

上海市闵行区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浦江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镇地区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卫生工作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有害生物防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吴泾地区健康促进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私营企业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个体劳动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广告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消费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企事业单位治安责任人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文化保卫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商业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各地来沪投资企业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珠心算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法律服务工作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调解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乘客管理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工业合作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印刷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收藏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处级退休干部联谊会
上海市闵行区职工文化体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职工集邮爱好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档案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台胞台属联谊会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福利企业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税务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翻译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科技企业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医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企业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环境科学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机械工程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花卉林木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水利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信息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畜牧兽医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体育总会
上海市闵行区信鸽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乒乓球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建筑业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中小幼德育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少数民族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特种行业公共场所治安责任人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统计学会
上海市闵行区太极拳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中小企业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市容环境卫生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癌症康复俱乐部
上海市闵行区旅游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老年书画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内部审计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企业合同信用促进会
上海市闵行区道教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绿化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成人教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廉政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企业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老年体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刮痧健身协会
上海市闵行广播电视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光彩事业促进会
上海市闵行区献血促进会
上海闵行国际商会
上海市闵行区留学人员联谊会
上海市闵行区游泳救生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佛教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教育发展促进会
上海市闵行区网吧管理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改革研究会
上海市闵行区食品安全管理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文化娱乐经营者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两新组织拥军优属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上海市闵行区司法社会工作促进会
上海市闵行区天主教爱国会
上海市闵行区价格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网球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酒业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桥牌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老年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老年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上海市闵行区蒲溪摄影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女企业家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吴泾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社会组织促进会
上海市闵行区游泳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羽毛球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心理咨询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青年就业创业促进会
上海市闵行区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莘庄工业区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科技创业企业联合会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闵行区健康管理协会

下列82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不合格：

上海闵行区汉禾郁金香外国语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浦江镇社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市闵行三乐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美高教育培训学校
上海海上书画艺术研究中心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爱科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万福传统文化交流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郁今香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梅意健康管理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莘庄镇沁馨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卓安基诺艺术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新虹恩泽公益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梦工场业余艺术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新东方进修学校
上海市民办福苑中学
上海王昆艺术进修学院
上海闵行区计划生育宣传服务中心
上海金秋护理院
上海闵行区浦江镇敬老院
上海市闵行绿茵业余艺术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民办光明推拿诊所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敬老院
上海市闵行英华进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英华特殊教育师资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科协培训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民办神龙口腔诊所
上海市闵行区民办神龙中医门诊部
上海市民办新格中学
上海市闵行茱丽亚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新雨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市民办新闵中学
上海市闵行勤学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英朗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市闵行闵华进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荟思文化艺术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子立幼托所
上海市闵行高丽语言培训中心
上海市民办建育高级中学
上海市西郊民办高级中学
上海市闵行区文绮业余学校
上海闵行区精笙教育专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龙柏社区学校

上海市闵行古美社区学校
上海华靓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社区学校
上海合鼎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艺杉文化艺术培训管乐学校
上海华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上海新贵健身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动力多元智能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莘庄工业区社区学校
上海闵行区天籁业余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天爱幼稚园
上海银七星青少年滑雪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颛桥镇社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闵行区技协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德高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莘诚进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夕阳东起敬老院
上海愿缘圆婚姻介绍所
上海闵行区民办咏梅小学
上海闵行区织梦婚姻介绍所

上海闵行区古美好帮手工作室
上海闵行区王逑艺术工作室
上海苹果动量培训学校
上海闵行区民办华漕民主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颛桥房屋租赁管理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漕金丰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海宏青少年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曹行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莲花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澄静婚姻家庭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浦江天爱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解语花公益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新虹福王公益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古美太和元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莘庄工业区蓝海外来人员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虹桥百乐汇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梅陇朝阳公益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民办浦江文博之星幼儿园
上海市地铁培训中心

（上接7版）

下列46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基本合格：

上海闵行区博爱幼儿园
上海市民办燎原中等专业学校
上海早苗烘焙培训中心
上海市闵行师源进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协和进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明泉金棕榈文化艺术专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虹桥语言文化专修学校
上海市闵行海丽达春申幼儿园
上海闵行区陇西养老院
上海闵行区博爱满庭芳幼儿园
上海闵行教育培训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华澳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社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闵行区华漕镇社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社区精神康复日间照料站
上海闵行区民办宝华幼儿园
上海市闵行新虹社区爱博第一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上海市闵行新虹社区爱博第二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上海豪锦梅陇养老公寓
上海华商民营企业家国学交流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马桥镇马联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天极航模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睿泽社区青少年发展指导中心

上海海宏心理健康发展中心
上海闵行区虹梅景苑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颛桥绿色伙伴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简睿婚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江川康乐福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梅陇法律服务工作站
上海闵行区吴泾锐盟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莘庄工业区晓骏法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慧灵社区助残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吴泾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古美绿色方舟社区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陇南敬老院
上海闵行区颛桥爱路志愿者服务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颐乐养老院
上海闵行区虹桥蒲公英少儿读书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嵘梦教育专修学校
上海闵行区金友武悦传统武术俱乐部
上海闵行区齐山国学文化交流中心
上海闵行区一家人养老管理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约爱婚姻服务中心
上海闵行区彩笔森林文化培训中心
上海联盟智库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闵行区民政局、闵行区社会团体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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