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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民政局文件 
 

 

苏政民管〔2020〕5号       

 
 

关于市属社会组织 

2019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结果的通报 

 

各市属社会组织、各业务主管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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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办法》《基金会年度检

查办法》、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

和苏州市民政局《关于开展 2019年度市属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和

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苏政民管〔2020〕3 号）等相关规定，

我局对 2019 年 6 月 30 日以前经市民政局批准登记的民办非企

业单位，以及 2019年 12月 31日以前经市民政局批准登记的社

会团体进行了年度检查。2019年 12月 31日以前经市民政局批

准登记的基金会，按规定报送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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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的年度工作报告。2019 年度检查与党建基础信息采集、社

会组织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信息采集、社会团体收费标准信息采

集和社会组织银行账户印章信息采集同步进行。 

2020年 9月 30日至 11月 9日，年检和年报结果分 6批在

苏州市民政局网站和“苏州市社会组织”企业微信号进行了公示。

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应参加 2019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的社会组织 1411家，

其中社会团体 745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630家，基金会 36家。 

二、实际参加 2019 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的社会组织 1212

家（不包括年检过程中办理注销登记的社会组织 26 家），其中

社会团体 672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505家、基金会 35家。总体

参检率 85.9%，其中社会团体参检率 90.2%、民办非企业单位参

检率 80.2%，基金会报告率 97.2%。 

三、2019 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结论如下：合格 963 家，其

中社会团体 596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367家；基本合格 203家，

其中社会团体 74 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129 家；不合格 11 家，

其中社会团体 2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9家；注销登记 26家，其

中社会团体 9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17家。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参检合格率 81.8%。35 家基金会按规定向民政部门报送

了年度工作报告。 

四、2019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自 2020年 6月 3日开始，至

11 月 9 日结束。截至年检结束，有 173 家社会组织未参检或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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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年检、年度报告全部程序（包括材料退回后未在规定时间

内补齐补正的），其中社会团体 64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108家、

基金会 1 家。根据《江苏省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等规

定，上述 173 家社会组织均视作未按要求参检，我局将根据整

改情况依法予以处理。处理结果记入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并统一

发布在苏州市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和苏州市社会组织公示查

询平台，接受社会监督。 

五、2019年机构改革后，部分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名称、

职能发生变更。本通报悉以江苏省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系统登记

的信息为准。相关社会组织应在本通报发布后三个月内，依法

依规办理业务主管单位变更登记。 

六、年检盖章需要携带的材料。①2019 年度检查报告书，

②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副本原件，③苏州市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基

本情况表，④社会组织印章备案表，⑤社会组织银行账户备案

表，⑥社会团体收费情况自查表（仅限社团提交），⑦社会组织

理事会监事（会）成员一览表（涉及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

位领导干部兼职的，请在提交纸质材料时附组织人事部门报批

手续复印件）。其中，第③~⑦项材料请登录苏州市社会组织综

合服务平台在线填写、打印后盖章。第④~⑦项材料在线填写结

束后，需经工作人员审核确认后方可打印。上述材料均一式两

份，业务主管单位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③~⑦项材料也即

“一体检三备案”信息采集地址：苏州市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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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http://221.224.13.91:8099/shzzwpt/szmzeq/shzz/shzzregister/serv

icesIndexSub。材料不全的，不盖年检结论章。 

七、年检结论盖章地点和截止时间。年检结论为合格的社

会组织：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民政窗口 B34（平泷路 251

号）。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不合格的社会组织：苏州市民政局

社会组织管理处（平泷路 158 号）。盖章截止时间：2020 年 12

月 31日（周四）。 

八、年检结论为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社会组织应当在本通

报发布后三个月内，向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分别提交

书面整改报告。 

九、2019 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结果分类依照业务主管单位

汉语拼音排序，同步发布在苏州市民政局网站以及“苏州市社会

组织”企业微信号。咨询投诉电话：（社团）82280389，（民非、

基金会）82280387。 

特此通报。 

 

附件：1. 年度检查合格的社会组织名单（963家） 

2. 年度检查基本合格的社会组织名单（203家） 

3. 年度检查不合格的社会组织名单（11家） 

4. 已履行年度报告义务的基金会名单（35家） 

5. 注销登记的社会组织名单（26家） 

6. 未参加年度检查的社会组织名单（17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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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苏州市民政局 

          2020年 11月 12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主题词：市属社会组织  年检结果  通报 

 

苏州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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