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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州 市 民 政 局

市属社会组织登记公告

（2020 第 4 号）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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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2020 年 7 月，下列 1 家社会团

体、3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1 家基金会准予成立登记，17 家社会

团体、17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1 家基金会准予变更登记，1 家社

会团体、3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准予注销登记，现予以公告。

2020 年 8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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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业务主管单位 成立日期

苏州市颜文樑美术教育思想研究会 51320500MJ6601236E 刘珽
苏州国际教育园南区致能

大道 189 号 A04-103 室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0-07-01

市属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登记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业务主管单位 成立日期

苏州中屹科技与金融创新研究院 52320500MJ6616665X 易小玉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墅

关镇马涧路 2000 号 1 幢电

车基地 17 楼南区

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07-01

苏州全域国土空间规划研究中心 52320500MJ6616673Q 李锋
苏州市十全街 747 号 5 楼

508 室
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07-01

苏州智慧医疗创新中心 52320500MJ6616681K 毛勇

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东南

街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贤士路 1 号

苏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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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基金会成立登记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业务主管单位 成立日期

苏州市东吴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 53320500MJ6637300T 张伟兴 苏州市三香路 861 号 苏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2020-07-15

市属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日期

苏州市广播电影电视协会 业务主管单位 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0-07-03

苏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住所 苏州市人民路 905 号 4 楼 苏州市胥江路 471 号 2 楼 2020-07-07

苏州市道路交通安全协会 法定代表人 曹爱平 林忆宏 2020-07-07

苏州市广告协会 住所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玉山路646号金

枫广告产业园 B 栋 2302
苏州市竹辉路298号三号楼2楼 2020-07-07

苏州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 住所 苏州市工业园区崇文路东平街286号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

东太湖 36 号 2 幢 104 号厂房

1004 室

2020-07-07

苏州市旅游联合会 业务主管单位 苏州市旅游局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0-07-07

苏州市教育法制研究会 法定代表人 褚天生 刘宇观 2020-07-07

苏州市旅游景区景点协会 业务主管单位 苏州市旅游局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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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日期

苏州市劳模工匠协会 名称 苏州市劳动模范协会 苏州市劳模工匠协会 2020-07-08

苏州市反不正当竞争协会 住所 胥江路 89 号 平泷路 188 号 2020-07-08

苏州市反不正当竞争协会 业务主管单位 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07-08

苏州市清华企业家商会 住所 苏州市竹园路 209 号 B4031 室
苏州市澄阳路116阳澄湖国际科

创园 A 座 1919
2020-07-08

苏州市清华企业家商会 法定代表人 曹宏伟 查金荣 2020-07-08

苏州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 法定代表人 谈庚元 郭金华 2020-07-14

苏州市慈善总会 住所 苏州市人民路 578 号 苏州市凤凰街 334 号 2020-07-14

苏州市新媒体联合会 业务主管单位 苏州市委网信办
中共苏州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0-07-14

苏州市公证协会 法定代表人 陈清 陆文表 2020-07-15

苏州市城市规划协会 业务主管单位 苏州市规划局 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07-15

苏州市高尔夫球协会 法定代表人 陶勇杰 陈斌 202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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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民办非企业单位变更登记
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日期

苏州市商贸职业培训学校 法定代表人 张燕 王玉珏 2020-07-01

苏州市启元文化艺术培训中心 法定代表人 吴勤生 徐玲英 2020-07-01

苏州市智信建设职业培训学校 住所
苏州市爱河桥路 9 号金阊文化教育大

厦 12 楼

苏州市广济南路199号全景大厦

A座 5楼
2020-07-02

苏州市维特卡顿拉丁舞俱乐部 名称 苏州市维特.卡顿拉丁舞俱乐部 苏州市维特卡顿拉丁舞俱乐部 2020-07-06

苏州市维特卡顿拉丁舞俱乐部 住所 苏州市人民路 538 号 苏州市人民路 63 号 2020-07-06

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 业务主管单位 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0-07-06

苏州宝岛航空运动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 吴海伟 朱培根 2020-07-08

苏州当代书画艺术研究院 业务主管单位 苏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2020-07-09

苏州市绿茵环境公益服务中心 业务主管单位 苏州市环境保护局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0-07-13

苏州市绿茵环境公益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 丁磊 丁红霞 2020-07-13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

姑香苑幼儿园
法定代表人 孟瑾 宋丽芳 2020-07-16

苏州衣加衣公益服务中心 业务范围

"（一）“暖冬行动”—冬季衣物募集，

包括衣物清洁消毒打包；（二）“万册

图书进山区”—建立山区图书室；

（三）有能力的爱心人士对山区贫困

帮扶弱势群体、开展教育扶贫活

动，宣传组织各类社区公益活

动。

202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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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日期

学生一对一资助。"

苏州市泽达职业培训学校 名称 苏州市新狮职业培训学校 苏州市泽达职业培训学校 2020-07-20

苏州市泽达职业培训学校 法定代表人 孙雪明 蔡东升 2020-07-20

苏州市泽达职业培训学校 注册资金 50 55 2020-07-20

苏州市雄鹰击剑俱乐部 法定代表人 车鹏远 李易真 2020-07-22

苏州市东吴职业培训学院 住所 苏州市木渎镇木东路 20 号 苏州市青山路 5 号 2020-07-22

苏州市东吴职业培训学院 法定代表人 朱磊 赵卫 2020-07-22

苏州市菲特电子竞技运动俱乐部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崇文路东平街 286 号浩

辰大厦

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

东太湖路 36 号 2 幢 104 号厂房

1007 室

2020-07-23

苏州市奕羽羽毛球俱乐部 住所 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

苏州市三香路 1131 号体育中心

综合健身馆三楼吴越荣记羽毛

球馆

2020-07-28

常熟东南医院 注册资金 6500 500 2020-07-28

常熟东南医院 业务主管单位 苏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0-07-28

苏州市王森咖啡西点西餐技工学校 法定代表人 王吉松 王婧婧 2020-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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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属基金会变更登记
名称 变更事项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日期

苏州五博公益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 姜卫平 钱菊珍 2020-07-22

市属社会团体注销登记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业务主管单位 注销日期

苏州市0-6岁托幼一体化研究会 513205005097758371 张春霞
苏州市市级机关民治

路幼儿园内
苏州市教育局 2020-07-14

市属民办非企业单位注销登记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业务主管单位 注销日期

苏州市民营企业家摄影俱乐部 52320500566836501U 张文国 苏州市干将西路 24 号 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2020-07-02

苏州市中智纳米技术推广中心 52320500336452852G 朱利荣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

大道 99 号苏州纳米城

西北区 20 幢（NW-20）

504 室

苏州市民政局 20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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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美联英语培训中心 52320500683509307N 姚军
苏州市广济南路 219 号

6F NO.669
苏州市教育局 2020-07-20

监督电话：0512-82280389；69820213（周一至五 9:00-1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