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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办非企业单位
（一）合格单位（370家）

社会组织名称 业务主管单位（行业主管部门）序号

（下转7版）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31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23条规定，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上海市崇明区社会团体管理
局依法对本区符合条件的122家社会团体、383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实施年度检查，现将年检结果予以公告。

1 上海崇明鳌山文学社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2 上海崇明三岛企业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
3 上海崇明绿联生态农产品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委员会
4 上海嘉缘婚介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5 上海崇明宝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总工会
6 上海崇明物流企业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经济委员会
7 上海慈舟艺术馆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8 上海市崇明现代农业园区企业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委员会
9 上海崇明平安建设服务中心 中共崇明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10 上海崇明绿华农副产品营销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委员会
11 上海市崇明促进妇女发展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妇女联合会
12 上海崇明职工疗休养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总工会
13 上海市崇明特种设备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4 上海市崇明规划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规划和土地管理局
15 上海现代企业经济法律培训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6 上海崇明故事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17 上海庙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庙镇人民政府
18 上海堡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堡镇人民政府
19 上海崇明申瀛文化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20 上海三星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人民政府
21 上海东平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人民政府
22 上海新河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人民政府
23 上海崇明陈企衡根雕艺术创作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24 上海崇明王钰君艺术策划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25 上海城桥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
26 上海崇明唐超良书法工作室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27 上海崇明中兴镇墨韵书画社 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人民政府
28 上海市崇明绿洲心理康复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9 上海绿华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人民政府
30 上海港沿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港沿镇人民政府
31 上海崇明佳偶甜橙婚介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32 上海陈家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
33 上海建设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建设镇人民政府
34 上海新村乡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
35 上海中兴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人民政府
36 上海竖新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人民政府
37 上海市崇明扬帆劳动技能评估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8 上海港西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人民政府
39 上海崇明天通信息服务中心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上海市崇明区委员会
40 上海新海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人民政府
41 上海长兴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
42 上海崇明胜利助残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联合会
43 上海横沙乡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
44 上海崇明区新河镇为民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人民政府
45 上海崇明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46 上海崇明花菜研发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47 上海崇明区新河敬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48 上海市崇明港西社会协管综合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人民政府
49 上海崇明区新海镇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50 上海崇明森林园区污水处理服务中心 上海崇明森林旅游园区管理委员会
51 上海崇明晓瀛戏曲曲艺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52 上海崇明锦佰垂钓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53 上海市崇明手拉手助残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联合会
54 上海崇明绿华乐游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55 上海崇明区竖河敬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56 上海崇明区堡镇敬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57 上海崇明新海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58 上海崇明家宜为老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59 上海市崇明水生水环境研究所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0 上海崇明长兴跆拳道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61 上海市崇明新农村蔬菜研发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2 上海市崇明城桥爱心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
63 上海崇明长兴子立围棋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64 上海市崇明横沙社区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
65 上海市崇明新海镇社区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新海镇人民政府
66 上海崇明瀛丰芦笋研究所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67 上海市崇明聚力爱心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港西镇人民政府
68 上海市崇明三星爱心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三星镇人民政府
69 上海市崇明银昕特种果蔬研发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0 上海崇明中华职业进修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71 上海朗鹰专修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72 上海市崇明绿华爱心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绿华镇人民政府
73 上海崇明长兴多特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74 上海崇明三星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75 上海市崇明港沿社会协管综合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港沿镇人民政府
76 上海之源生态研究开发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77 上海市崇明华艺进修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78 上海崇明新村枫叶轩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新村乡人民政府
79 上海崇明馨家宜社会管理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80 上海崇明区建设敬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81 上海崇明残疾人康复服务指导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联合会
82 上海崇明老男孩精英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83 上海崇明飘香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84 上海市崇明陈家镇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85 上海崇明习德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86 上海市崇明建设社会协管综合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建设镇人民政府
87 上海绿宝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88 上海崇明区合作敬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89 上海市崇明爱民为老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90 上海崇明区陈家镇敬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91 上海永新艺术团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92 上海市崇明新河镇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93 上海市崇明港西镇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94 上海崇明森林旅游园区企业服务中心 上海崇明森林旅游园区管理委员会
95 上海崇明堡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96 上海市崇明城桥镇社区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
97 上海崇明白山羊研究所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98 上海崇明诚信进修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99 上海市崇明心连心助老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00上海崇明绿华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01上海市崇明港沿镇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02上海崇明竞一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03上海崇明长兴乡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04上海市崇明博才进修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05上海崇明木棉花开手工社 上海市崇明区残疾人联合会
106上海市崇明明潭助老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07上海崇明陈家镇裕盛关爱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08上海崇明东平长江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09上海崇明明之助老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10上海崇明一米单车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11上海市崇明竖新社会协管综合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竖新镇人民政府
112上海市崇明庙镇爱心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庙镇人民政府
113上海崇明港西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14上海崇明天龙艺术团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115上海崇明宽岛体育轮滑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16上海崇明区新民敬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17上海前进远卓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18上海崇明区双瀛有害生物防治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
119上海崇明区大同敬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20上海崇明特种蔬菜研发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21上海崇明知青文化艺术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122上海崇明成人财会进修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23上海市崇明绿岛阳光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24上海崇明区城桥第三敬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25上海市江南长兴职业培训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26上海市崇明长兴爱心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
127上海崇明堡镇志友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28上海市崇明横沙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29上海市崇明黄老师社区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30上海市崇明惠民爱心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31上海崇明区广福养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32上海市崇明绿港养老公寓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33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殡仪服务站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34上海崇明跃进特色农产品研发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35上海市崇明陈家镇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陈家镇人民政府
136上海崇明长兴睿和社区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长兴镇人民政府
137上海盛源幼儿园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38上海绿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39上海市崇明竖职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40上海崇明横沙乡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41上海民办民一中学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42上海市崇明堡镇社区殡仪服务站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43上海市崇明东平社会协管综合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东平镇人民政府
144上海市崇明竖新镇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45上海崇明申农农业微生物研究院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46上海市崇明中兴镇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47上海崇明尚志进修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48上海崇明社区帮教服务中心 中共崇明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149上海崇明汲浜养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50上海崇明长兴体育舞蹈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51上海市崇明城桥社会协管综合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
152上海崇明舟桥实业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53上海市崇明区颐馨苑社会管理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54上海崇明星育社会公益服务所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55上海崇明绿领社区发展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56上海市崇明庙镇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57上海市崇明新村乡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58上海融通中医药研究所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59上海市崇明向化镇社区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60上海市崇明新河镇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人民政府
161上海市崇明西门社区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62上海崇明纳海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63上海崇明富盛创业中心 上海富盛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164上海市崇明谐爱爱心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
165上海市崇明江龙老年公寓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66上海市崇明新河社会协管综合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人民政府
167上海市崇明飞翔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68上海市崇明瀛智进修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69上海三民文化艺术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170上海农本农产品加工技术研究所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71上海蘭馨福利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72上海崇明建设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73上海崇明绿源蓄能技术研究所 上海市崇明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174上海市崇明横沙社会协管综合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人民政府
175上海海科第二福利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76上海崇明东平镇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177上海崇明瀛兴综合管理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78上海市崇明锦绣艺能进修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79上海崇明永逸为老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80上海崇明区大新敬老院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81上海崇明中兴镇轩香读书社 上海市崇明区中兴镇人民政府
182上海崇明明珠湖文化活动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183上海市崇明博乐进修学校 上海市崇明区教育局
184上海市崇明堡镇社会协管综合服务社 上海市崇明区堡镇人民政府
185上海市崇明横沙金龄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崇明区民政局
186上海崇明嘉录足球俱乐部 上海市崇明区体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