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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民办〔2019〕44 号

佛山市民政局关于 2018 年度佛山市市级
社会组织年检和年报工作情况的通报

市级各社会组织：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及《广东省行业协会

条例》、《广东省民间组织年检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我局依

法对市级社会组织进行了 2018 年度年检和年报工作。现将有关

情况通报如下：

一、2018 年度年检和年报工作基本情况：

市级应参加年检和年报工作的社会组织共 740个（其中社会

团体 549 个，民办非企业单位 186个,非公募基金会 5个），截

止至 6 月 30 日，已参加年检和年报工作的社会组织 657 个（其

中社会团体491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61个，非公募基金会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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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检率为 88.8%，合格率为 99.7%，另有 83家社会组织未参加年

检和年报工作。

从各社会组织的年度工作总结和实际工作来看，绝大多数社

会组织重视年检和年报工作，认真按照年检和年报工作的规定和

要求，指定专人负责，实事求是、按时完整报送年检材料，积极

参加 2018 年度年检和年报工作。

但是，也有部分社会组织对年检和年报工作不重视，经我局

工作人员多次督促，仍未提交任何材料进行年检和年报；有的提

交后未能按时按根据退回补正意见进行补正提交，影响了整体年

检和年报工作进度。

二、2018 年度社会组织活动情况：

2018 年，绝大多数社会组织能够依法依章积极开展活动，

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不断增强自身服务能力，积极承接政府职能

转移和购买服务，加强党建工作，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规范运作，

不断提升自身组织凝聚力和社会公信力。

但是，仍有少数社会组织存在没有按照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

会员大会、理事会；没有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有的民办非

企业单位没有设置监事（会）和办事机构，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

题。

三、年检和年报情况通报：

按照《佛山市民政局关于开展市级社会组织 2018 年度检查

工作和年度报告的通知》相关要求，有 525 个社会组织在 6 月



— 3 —

30 日前，按时参加年检和年报并且年检合格和公示。我局已将

未按规定参加 2018 年度年检和年报的 83 个社会组织、未完成

2018年度年检和年报的59个社会组织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

录。

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工作，是各社会组织应该履行的法定义

务，是督促社会组织加强建设、改进管理、规范运作的重要措施。

希望广大社会组织在今后的年检和年报工作中，都努力做到态度

积极、资料完善，并不断完善内部制度，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社

会公信力、影响力。仍未参加年检和提交年报的社会组织，应抓

紧时间参加年检和年报;对确不年检和年报的社会组织，我局将

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广东省民间组织年检暂行办

法》等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特此通报。

附件：1、6月 30日前完成并年检合格和公示的社会组织名单；

2、未按规定参与 2018年度年检和年报的社会组织名单；

佛山市民政局

2019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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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6 月 30日前完成并年检合格和公示的社会组织名单

佛山诗社 佛山市农学会

佛山市慈善会 佛山市医学会

佛山市爱助会 佛山市总商会

佛山市林学会 佛山国际商会

佛山市龙舟协会 佛山市郁南商会

佛山市集邮协会 佛山市闽南商会

佛山市公证协会 佛山市射击协会

佛山市化州商会 佛山市田径协会

佛山市采购协会 佛山市外语学会

佛山市电子学会 佛山市信息协会

佛山市佛教协会 佛山市游艇协会

佛山市揭阳商会 佛山市长寿学会

佛山市广告协会 佛山市台山商会

佛山市会计学会 佛山市楹联学会

佛山市江苏商会 佛山市青年商会

佛山市旅游协会 佛山市清远商会

佛山市安徽商会 佛山市审计学会

佛山市道教协会 佛山市陶瓷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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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古筝学会 佛山市棋类协会

佛山市潮州商会 佛山市钱币学会

佛山市价格协会 佛山市山东商会

佛山市轮滑协会 佛山市水利学会

佛山市罗定商会 佛山市体操协会

佛山市丰顺商会 佛山市阳江商会

佛山市江西商会 佛山市平远商会

佛山市篮球协会 佛山市气象学会

佛山市律师协会 佛山市仁化商会

佛山市潮汕商会 佛山市柔道协会

佛山市护理学会 佛山市石材商会

佛山市警察协会 佛山市信鸽协会

佛山市财政学会 佛山市医师协会

佛山市湖北商会 佛山市园林学会

佛山市技师协会 佛山市足球协会

佛山市金融学会 佛山市作家协会

佛山市毽球协会 佛山市拳击协会

佛山市梅州商会 佛山市税务学会

佛山精武体育会 佛山市武术协会

佛山市计算机学会 佛山市盆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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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保龄球协会 佛山市网球协会

佛山市建筑业协会 佛山市演出协会

佛山市刘传纪念馆 佛山市游泳协会

佛山市康复医学会 佛山市戏剧家协会

佛山市龙形拳协会 佛山市木兰拳协会

佛山市福建省商会 佛山市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河南省商会 佛山市羽毛球协会

佛山市金声合唱团 佛山市玉文化协会

佛山市湖南省商会 佛山市跆拳道协会

佛山市基督教协会 佛山市小记者协会

佛山市口腔医学会 佛山市银行业协会

佛山市旅行社协会 佛山市咏春拳协会

佛山市党建研究会 佛山市乒乓球协会

佛山市标准化协会 佛山市青年联谊会

佛山市工程师协会 佛山市太极拳协会

佛山市古禅书画院 佛山市叶问研究会

佛山市海南省商会 佛山市设计联合会

佛山市基金业协会 佛山市图书馆学会

佛山市进出口商会 佛山市无线电协会

佛山市空手道协会 佛山市中药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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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老年学学会 佛山市企业家协会

佛山市老字号协会 佛山市青少年军校

佛山市门窗业协会 佛山市曲艺家协会

佛山市儿童福利会 佛山市生产力学会

佛山市古琴研究会 佛山市音乐家协会

佛山市互联网协会 佛山创意产业协会

佛山市电子商务协会 佛山市企业联合会

佛山市美食文化协会 佛山市舞蹈家协会

佛山市工业设计学会 佛山市预防医学会

佛山市举重运动协会 佛山市女文艺家协会

佛山市电源行业协会 佛山市农村经济学会

佛山市计量检测协会 佛山市女企业家协会

佛山市快递行业协会 佛山市软件行业协会

佛山市安全生产协会 佛山市天主教爱国会

佛山市保险行业协会 佛山市童装行业协会

佛山市茶叶流通协会 佛山市赛车运动协会

佛山市电梯行业协会 佛山市石油行业协会

佛山市飞镖运动协会 佛山市食品行业协会

佛山市海外交流协会 佛山市模具行业协会

佛山市科技人才协会 佛山市农业产业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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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版权保护协会 佛山市汽车行业协会

佛山市成人教育协会 佛山市燃气行业协会

佛山市财务管理协会 佛山市人工智能学会

佛山市电力行业协会 佛山市陶瓷行业协会

佛山市工艺美术学会 佛山市陶瓷美术学会

佛山市建材行业协会 佛山市腾飞技工学校

佛山市连锁企业协会 佛山市艺术设计协会

佛山市留学人才协会 佛山市硬笔书法协会

佛山市白鸽养殖协会 佛山市知识产权协会

佛山市航空运动协会 佛山市制冷行业商会

佛山市家居材料商会 佛山市种业技术协会

佛山市经济管理协会 佛山市足球裁判协会

佛山市酒文化研究会 佛山市民办教育协会

佛山市勘察设计协会 佛山市人力资源协会

佛山市科技金融协会 佛山市社会工作协会

佛山市粮食行业协会 佛山市五人足球协会

佛山市博爱医院学校 佛山市艺术摄影学会

佛山市传播产业协会 佛山市照明灯具协会

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 佛山市质量管理协会

佛山市公路工程学会 佛山市总会计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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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公路会计学会 佛山市农业旅游协会

佛山市桂城技工学校 佛山市汽车流通协会

佛山市教育督导学会 佛山市人民防空协会

佛山市超盈实验中学 佛山市室内设计协会

佛山市电机工程学会 佛山市水产流通协会

佛山市定向运动协会 佛山市特种设备协会

佛山市钢管行业协会 佛山市饮食同业商会

佛山市交通运输协会 佛山市农民体育协会

佛山市萌茵实验学校 佛山市食品安全学会

佛山市茶文化促进会 佛山市水务行业协会

佛山市城乡规划协会 佛山市体育产业协会

佛山市纺织丝绸学会 佛山市信用管理协会

佛山市粉葛种植协会 佛山市渔业产业协会

佛山市高尔夫球协会 佛山市证券期货协会

佛山市机械工程学会 佛山市质量计量协会

佛山市健身气功协会 佛山市智慧产业协会

佛山市酒类行业协会 中山大学佛山校友会

佛山市美容行业协会 佛山市肉类行业协会

佛山市美容牙科学会 佛山市医药科技协会

佛山市殡葬行业协会 佛山市志愿者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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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第一中学校友会 佛山市资产评估协会

佛山市家庭服务业协会 佛山市民间组织促进会

佛山市孔子学说研究会 佛山市自动门行业协会

佛山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佛山市新能源行业协会

佛山市就业创业研究会 佛山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佛山市古诗文吟诵学会 佛山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佛山市湖北省仙桃商会 佛山市武术散打俱乐部

佛山市江西省大余商会 佛山市职业经理人协会

佛山市困难职工援助会 佛山市中医药人才协会

佛山市礼仪文化研究会 佛山市人大制度研究会

佛山市个体劳动者协会 佛山市社会工作研究会

佛山市广西平南县商会 佛山市文化产业促进会

佛山市湖南省衡东商会 佛山市异地商会联合会

佛山市化妆品行业协会 佛山市名仕男科研究院

佛山市反走私交流协会 佛山市停车场行业协会

佛山市福建省泉州商会 佛山市演讲与口才学会

佛山市湖南省衡山商会 佛山市语言艺术研究会

佛山市江西省宜春商会 佛山市粤剧曲艺促进会

佛山市爱国拥军促进会 佛山市杂技艺术家协会

佛山市房地产行业商会 佛山市浙江省宁波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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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福建省莆田商会 佛山市中立法律服务社

佛山市湖南省攸县商会 佛山市青年美术家协会

佛山市江西省鄱阳商会 佛山市企业品牌促进会

佛山市科技服务业协会 佛山市养生文化研究会

佛山市老年人体育协会 佛山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佛山市茂名市茂南商会 佛山市专利代理人协会

佛山市福建省南安商会 佛山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佛山市红丝带关爱中心 佛山市中西医结合学会

佛山市湖南省耒阳商会 佛山市希望社工服务中心

佛山市岭南金融博物馆 佛山市云计算大数据协会

佛山市禅商文化研究会 佛山市汽车配件行业协会

佛山市春晖慈善基金会 佛山市汽车用品行业商会

佛山市福建省安溪商会 佛山市千禧乐善敬老协会

佛山市公益慈善联合会 佛山市侨商投资企业协会

佛山市国际税收研究会 佛山市通讯产品行业商会

佛山市家庭教育研究会 佛山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

佛山市蓝天救援志愿协会 佛山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佛山市伴侣动物保护协会 佛山市中贸商事服务中心

佛山市鸿胜蔡李佛拳协会 佛山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

佛山市金属材料行业协会 佛山市企业管理咨询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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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诚信财经培训学校 佛山市现代商贸技工学校

佛山市诚信数据集成中心 佛山市信息技术人才协会

佛山市纺织服装行业协会 佛山市养老服务产业协会

佛山市环卫清洁行业协会 佛山市渣土运输行业协会

佛山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 佛山市整车配套行业协会

佛山市江西省兴国县商会 佛山市陶艺设计行业协会

佛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 佛山市卫浴洁具行业协会

佛山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佛山市小额贷款行业协会

佛山市零售商业行业协会 佛山市潘汾淋文化艺术馆

佛山市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佛山市青少年体育联合会

佛山市华南无线电俱乐部 佛山市市政公用事业协会

佛山市机械装备行业协会 佛山市液压气动行业协会

佛山市家用电器工程学会 佛山市智能家居产业协会

佛山市康健安老服务中心 佛山市珠宝玉器行业协会

佛山市科技企业孵化协会 佛山市五金机电行业协会

佛山市湖南省岳阳市商会 佛山市信用担保行业协会

佛山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 佛山市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佛山市岭南酒文化博物馆 佛山市卓艺职业培训学院

佛山市白蚁防治行业协会 佛山市民营女企业家商会

佛山市菠萝救援服务中心 佛山市青年企业家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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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宠物诊疗行业协会 佛山市思成建设培训中心

佛山市儿童用品产业协会 佛山市自然爱母婴关爱协会

佛山市泛家居企业联合会 佛山市紫荆花助学关爱协会

佛山市广东省雷州市商会 佛山市石门中学教育基金会

佛山市广东省翁源县商会 佛山市小微企业金融促进会

佛山市锅炉压力容器协会 佛山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

佛山市江西省九江市商会 佛山市石湾陶艺收藏家协会

佛山市巾帼家庭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方数据科学研究院

佛山市口腔器材行业协会 佛山市企业征信建设促进会

佛山市老干部书画家协会 佛山市陶瓷职业经理人协会

佛山市岭南美术实验中学 佛山市新国大丰树培训学院

佛山市美华学生资助协会 佛山市医药保健品行业协会

佛山市残疾人劳动者协会 佛山市卓越绩效管理促进会

佛山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 佛山市喜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广东省怀集县商会 佛山市柠檬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减灾救灾应急协会 佛山市中环环保技术研究中心

佛山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 佛山市中恺汽车公共实训中心

佛山市电子信息行业协会 佛山市千禧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福田敬老爱苗协会 佛山市众创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佛山市广东省阳山县商会 佛山市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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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黄飞鸿国际武术学校 佛山市青年互联网创业促进会

佛山市机器人产业创新协会 佛山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建筑废弃物处置协会 佛山市同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佛山市绿行者低碳促进中心 佛山市童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关爱自闭症人士协会 佛山市中奥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佛山市绿色建筑与节能协会 佛山市馨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服务贸易和外包协会 佛山市一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工程保证金管理协会 佛山市启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工商企业经营者协会 佛山市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冠达足球体育俱乐部 佛山市仁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话剧之友戏剧俱乐部 佛山市心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教师家长交流研究会 佛山市新兴产业投融资促进会

佛山市金的信教育培训中心 佛山市艺源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佛山市关爱认知障碍症协会 佛山市司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节能与循环经济协会 佛山市卫生有害生物防制协会

佛山市禅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艺高语言艺术培训中心

佛山市华数智造公共实训中心 佛山市志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乐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智酷少年成长活动中心

佛山市达德自学考试辅导学校 佛山市民营企业（温州）商会

佛山市大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楠枫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15 —

佛山市谷堆自然保育宣教中心 佛山市普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恒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清洁能源交通产业协会

佛山市弘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仁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联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天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麦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正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创客空间科技服务中心 佛山市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中心

佛山市创立方青少年创意中心 佛山市通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创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友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鹏友艾防关怀救助中心

佛山市恒福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晴天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宏业建设职业培训学校 佛山市睿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健乐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佛山市迎悦手工爱心帮扶协会

佛山市亮心环境保护宣普中心 佛山市青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惠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向日葵社区健康促进中心

佛山市机电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佛山市普伟贫困青少年帮扶协会

佛山市北科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佛山市向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博睿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智慧信息与软件服务中心

佛山市佛安电梯应急救援中心 佛山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会

佛山市翰华国际交流培训中心 佛山市新里程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红十字会备灾救灾中心 佛山市粤开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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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柏新文化教育培训中心 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碳经济协会

佛山市红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星盟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

佛山市经发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佛山市职业培训和技工教育协会

佛山市经科清洁生产促进中心 佛山市造价咨询与招标采购协会

佛山市安泰社区发展促进中心 佛山市珠江数字创新和服务中心

佛山市福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水木联合医疗器械研究院

佛山市行智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佛山市小橙伞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鸿鸣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自学考试辅导站

佛山市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 佛山市万企电子商务职业培训学校

佛山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 佛山市有为青年就业创业服务中心

佛山市康健快乐社区促进中心 佛山市阳光心态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佛山市创享青少年创新服务中心 佛山市政通数字证书管理服务中心

佛山市领航自驾旅游爱好者协会 佛山市世纪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博商汇科技企业服务中心 佛山市粤峤陶瓷技术创新服务中心

佛山市精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星儿乐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华夏建筑陶瓷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联众戒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北达博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凯迅光健康工程技术研究院

佛山市联动交通事故公益服务中心 佛山市绿色家园环境保护促进中心

佛山市华南精密制造技术研究开发院

佛山市安得家社区护理知识宣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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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众益社会组织信息化服务中心

佛山市志力守望地球环境保护服务中心

佛山市华南精细陶瓷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佛山市青年志愿者（义务工作者）协会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佛山外国语学校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佛山市衣点爱心旧衣回收公益服务中心

佛山市学思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服务中心

佛山市清美工业设计策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

佛山市珠江西岸装备制造产业联盟发展促进会

佛山市华南精密制造技术研究开发院汽配技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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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未按规定参与 2018 年度年检和年报的社会组织名单

佛山市始兴商会 佛山市桥牌协会

佛山市防雷协会 佛山市爱乐乐团

佛山市消防协会 佛山市针灸学会

佛山市商标协会 佛山市劳动学会

佛山市珠算协会 佛山市哲学学会

佛山市档案学会 佛山市心理学会

佛山市物理学会 佛山市生物学会

佛山市塑料学会 佛山市学生联合会

佛山市木文化协会 佛山市微电影学会

佛山市中医药学会 佛山市热处理学会

佛山市自动化学会 佛山市外贸网商协会

佛山市环境科学学会 佛山市劳动模范协会

佛山市游艇旅游协会 佛山市设计企业协会

佛山市咏春拳研究会 佛山市技术创新协会

佛山市体育舞蹈协会 佛山市沐足行业协会

佛山松梅诗书画协会 佛山市电气行业协会

佛山市纪检监察学会 佛山市奇石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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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职工体育协会 佛山市新闻摄影学会

佛山市青年爱乐协会 佛山市残疾人体育协会

佛山市湖南省邵东商会 佛山市地方税收研究会

佛山市医养结合研究会 佛山市青年书法家协会

佛山市供应链物流协会 佛山市湖南省益阳商会

佛山市四川省泸州商会 佛山市浙江省宁海商会

佛山市卓越纳税人学校 佛山市一五零六美术馆

佛山市民营企业投资商会 佛山市工业气体行业商会

佛山市农村电子商务协会 华中科技大学佛山校友会

佛山市腾飞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江西省修水县商会

佛山市职工文化艺术协会 佛山市纺织材料行业商会

佛山市佛保职业培训学校 佛山市服饰艺术与设计学会

佛山市光明自学考试辅导站 佛山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

佛山市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 佛山市新思达教育培训中心

佛山市南华知识产权服务中心 佛山市国安安保职业培训学校

佛山市创客文化教育培训学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佛山校友会

佛山市融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东立鳌云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绿然低碳环保宣传中心 佛山市好奇学苑科普教育中心

佛山市新华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佛山市仁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佛山市中小企业创新服务中心 佛山市民营企业高尔夫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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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邦耀职业技术学校 佛山市青木林自学考试辅导中心

佛山市华南知识产权交易服务中心

佛山市南方环保节能技术开发研究院

佛山市中科高新增材制造产业创新中心

佛山市安顺交通事故援助公益服务中心

佛山市同心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关爱协会

佛山市珠江三角洲文化战略发展研究会

佛山市德仕威塑料机械装备研究开发中心





抄送：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市财政局，市级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各区民政局、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佛山市民政局 2019 年 9 月 2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