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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公告[2016]（第8号）

名称

上海浦东新区六味读书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倾语心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航头百姓文体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鹤翊悦老服务社

上海浦东新区祝桥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浦东新区金色夕阳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彩虹养老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玩美创业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艾法薇尔天使幼儿园

上海浦东浦发桥牌运动俱乐部

上海浦东新区泥城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利民物业服务社

上海浦东新区益行公益文化交流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爱森兰社区家庭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孙新根艺文化艺术馆

上海浦东新区游之星体育俱乐部

上海浦东新区乐欣社工服务社

上海浦东优态环境保护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强文化服务社

上海浦东新区上钢阳光驿站公益服务社

上海浦东新区水滴文化艺术中心

上海浦东聚重碳基材料科学应用研究中心

上海浦东米豆教育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乐苑养老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老港镇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菲索幼儿园

上海川沙新镇社区工作者事务所

上海浦东新区第一反应马拉松运动医学研究所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佳禾幼儿园

上海浦东新区烈火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浦东秋石画馆

上海浦东工美艺术品鉴定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金枫养老事业发展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江镇社区晚霞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现代乐团

上海浦东爱丽歌文化艺术交流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北蔡万福年华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

上海浦东外高桥企业公共事务中心

登记证号

52310115MJ520858XR
52310115MJ5208598R
52310115MJ5208600D
52310115MJ5208619A
52310115MJ52086275
52310115MJ52086350
52310115MJ5208643T
52310115MJ5208651M
52310115MJ520866XD
52310115MJ5208678D
52310115MJ52086868
52310115MJ52086943
52310115MJ5208707Q
52310115MJ5208715K
52310115MJ5208723E
52310115MJ52087319
52310115MJ520874X1
52310115MJ52087581
52310115MJ5208766U
52310115MJ5208774N
52310115MJ5208782H
52310115MJ5208790C
52310115MJ52088032
52310115MJ5208811W
52310115MJ520882XL
52310115MJ5208838L
52310115MJ5208846F
52310115MJ5208854A
52310115MJ52088625
52310115MJ52088700
52310115MJ5208889W
52310115MJ5208897P
52310115MJ520890X8
52310115MJ52089188
52310115MJ52089263
52310115MJ5208934X
52310115MJ5208942Q
52310115MJ5208950K

法定代表人

李菁

薛奕飞

陈桂香

康志玉

施秀凤

吴学津

黄炜

党军锋

李云飞

陆青

严新军

徐静

刘小春

张弛

孙星

金雪春

赵才生

陈平

高新强

张洁静

顾天莺

蒋健

顾群英

严海滨

丁晓红

王加胜

冯芸

陆一鸣

潘锦彬

吴晔

马海峰

沈文俊

刘永顺

朱玉英

金佳荣

费铮翔

刘泽民

李云章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北路5688弄206号二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路1088号A幢7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下沙新街18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兴路1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南祝公路505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周康路26号1507
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2819号329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三路3801号1幢第三层70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珊黄村7队81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沂路8弄42号304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芦公路1885号-1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华夏东路2387号四楼420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北路5425号5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德爱路450弄1号楼607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年家浜路528号313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川银路176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城南路168弄9号2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灵山路1803号金杨公益社区304-3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灵山路1803号304-8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德州路380弄1号2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港大道200号D区51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历城路70号甲3166A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4629弄119号1-3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300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老芦公路536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云山路198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新川路540号1号楼418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春路400号1幢3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东川公路2125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春路400号1幢409B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川周路4265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毕昇路299弄3号5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1734弄21号1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晚霞路426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栖霞路12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2875号501A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865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2001号1幢4部位三层333室

开办资金(RMB)

10（万元）

10（万元）

10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3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5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200（万元）

10（万元）

50（万元）

50（万元）

10（万元）

20（万元）

10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体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体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市容卫生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上钢新村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体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委员会保税区管理局

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准予变更登记，现予以公告。

名称

上海浦东新区南码头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暖宝宝早教中心

上海浦东南汇海洋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浦东新区民办梅林小学

上海东港航空服务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高桥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社区白玉兰社工事务所

上海浦东新区我和你助残服务社

上海联明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农发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爱耆益家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泥城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浦东新区泥城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好帮手社区服务发展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塘桥公益法律服务社

上海浦东新区万祥镇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万祥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航头镇沉香村农民经济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航头镇长达村农民经济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航头镇鹤鸣村农民经济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合庆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浦东新区康桥镇周康帮困家政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康桥镇周康帮困家政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祝桥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浦东新区书院镇社会救助服务社

上海浦东惠吉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戴迪老年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中心

上海浦东恒山老人关爱中心

上海自主数字音视频技术发展促进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唐镇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耀华养老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德州养老院

上海浦东新区潍坊雨泽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唐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唐镇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尚德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大乘海洋文化研究发展中心

上海大乘海洋文化研究发展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新蕾艺术业余进修学校

上海浦东新区致君诵读汇读书服务社

上海浦东新区海富新里城幼儿园

上海浦东新区高桥农业发展中心

上海张江创新学院

变更事项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住所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名称

法定代表人

住所

变更前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沂路381弄31号

张玲芳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拱北路2300号

崔世清

孙梅芳

夏善黎

上海市浦东新区乳山路227号三楼D-455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1178弄30号1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川路200号8幢

包瑞丽

上海浦东新区爱耆益家养老服务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新元路30号

潘德根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山东路11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633号5号楼C125、C126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振万路2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振万路50号

俞国民

倪顺荣

陆中华

陆永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梓潼村三组230号

计鸣

马备红

周玉妹

杨清

上海市浦东新区奚阳路885号六号楼106室

上海浦东恒山失独老人关爱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碧波路500号314室

王晴波

潘伟红

王丽玲

王文美

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唐兴路495号215室

施庆华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沿路1688号行政中心3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场大街186号

朱建国

缪天惠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船山街2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里城幼儿园

益雪芳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3000号5号楼302室

变更后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三路12弄19号202室

徐桂娟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城南路168弄9号203室

齐智翔

杜志刚

薛士龙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230号3幢214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2230号3幢204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海路3288号

奚志豪

上海浦东新区爱耆益家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鸿音路3152号

毛玉官

上海市浦东新区灵山路1803号304-7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77号10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三三公路202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三三公路2029号

沈富国

瞿捍东

王英

费支光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下沙下沙街北桥弄58号

马惠英

王秋华

陆伟东

罗亚雄

上海市浦东新区凌河路138号

上海浦东恒山老人关爱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松涛路563号A座416室

施庆华

周美岑

周美岑

龚莉萍

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创新中路95弄77号402室

王殷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沿路50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宣中路695弄1号

奚静丽

杨升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老芦公路1179号1号楼201室

上海浦东新区海富新里城幼儿园

杨忠兴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湖西二路800号3楼1317、1318、1319、1320、1321室

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公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下列民办非企业单位准予注销登记，现予以公告。

名称

上海浦东新区久大英才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思雅阁民间收藏艺术馆

上海浦东新区残疾人艺术团

上海建桥围棋进修学院

登记证书号

52310115596415257N
523101150609462871
52310115787884857W
5231011568096307XT

法定代表人

朱建国

周忠伟

陆佳盛

周星增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城路836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汤巷村985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1583号2号楼206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康桥路1500号

注销日期

2016/7/14
2016/8/16
2016/7/14
2016/9/21

业务主管单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残疾人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下列社会团体准予成立登记，现予以公告。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团体管理局公告[2016]（第9号）

名称

上海市浦东新区数理金融学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社区创业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卉苗木企业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农民专业合作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茶文化协会

登记证号

51310115MJ5197040E
51310115MJ5197059B
51310115MJ51970676
51310115MJ51970751
51310115MJ5197083U

法定代表人

舒扬

程任勇

郭养念

胡国祥

周方成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99号中国科技大学上海研究院2号楼303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灵山路1803号3楼304-9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机场镇陈胡村二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6111号1幢307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新公路3399弄25号450室

开办资金(RMB)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金杨新村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

社会团体变更登记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下列社会团体准予变更登记，现予以公告。

名称

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社区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东方职业培训协会

上海浦东医疗器械贸易行业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风景园林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房地产业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市场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商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摄影家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摄影家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社区市容环境卫生服务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法律服务业协会

变更事项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住所

变更前

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679弄1号205A室

尹继佐

上海市浦东新区保税区富特西一路473号407室

季玉兰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3689号

程国庆

俞詠玮

胡志方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88号华南大厦607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清海路342号

李介公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中心路86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613号

变更后

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679弄1号304室

朱先权

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美约路222号501室

周丽华

上海市浦东新区台儿庄路362号三楼

毛逸铭

周焕彬

傅敏

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1998号3号楼1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1038弄3号1001室

吕文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新陈路80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成山路855弄42号201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