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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上海浦东久安科技创新服务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惠鹤韵养护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阳光职业康复援助中心
上海浦东百年好合公益红娘服务中心
上海市浦东五峰书院
上海伟业养护院
上海浦东新区新场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惠明川养护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惠川沙养护院
上海浦东周浦久悦社区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谦文志愿者服务中心
上海上钢社区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长护蔡康护理站
上海长护林康护理站
上海高恒护理站
上海昊和护理站
上海市浦东新区朝露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金桥金杨养老院
上海浦东新区北蔡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北蔡社区陈桥老年人日间照护中心
上海高东杨园社区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阳光职业康复援助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慧美家庭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尚书教育进修学校
上海浦东因未创新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曹路社区护仁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曹路社区朝露体育俱乐部
上海浦东南汇新城镇阳光企业服务中心
上海东明社区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南码头社区长者照护之家
上海惠仁护理站
上海浦东三林高班匠心传习中心
上海浦东惠南思齐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惠仁护理站
上海浦东炁源体育俱乐部
上海科技大学附属民办学校
上海科技大学附属民办幼儿园
上海浦东新区老港镇普惠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MJ5212124U
52310115MJ5238535H
52310115MJ5238543C
52310115MJ5212132N
52310115MJ52385517
52310115MJ5212140H
52310115MJ5212159E
52310115MJ523856XY
52310115MJ5238578Y
52310115MJ52121679
52310115MJ5238586R
52310115MJ52121754
52310115MJ5212183Y
52310115MJ5212191R
52310115MJ5212204F
52310115MJ5238703K
52310115MJ523872X6
52310115MJ5212212A
52310115MJ52387461
52310115MJ5238754U
52310115MJ52122205
52310115MJ5238770H
52310115MJ5238789E
52310115MJ52122392
52310115MJ52387979
52310115MJ523880XR
52310115MJ5238818R
52310115MJ5238826L
52310115MJ5212247W
52310115MJ5212255P
52310115MJ5238834F
52310115MJ5238842A
52310115MJ5212263J
52310115MJ5238834F
52310115MJ5212271D
52310115MJ521228X5
52310115MJ52122985
52310115MJ52388692

法定代表人
胡海燕
夏蔚峰
於根初
康介忠
吕彪
张建良
陈世平
夏蔚峰
耿洪
沈怡
王俊
欧阳雪梅
李敬嘉
李敬嘉
杨华
杨恩平
王伟良
冯琍萍
姚瑜
姚瑜
许子琰
计斐雯
程秀英
张雪娇
郭晨卉
王永祥
王永祥
邱国仙
钟雯燕
张红梅
李媛汐
周相华
严建君
李媛汐
金佳琪
张群
毛美娟
张鸿飞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公路8743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鹤韵路201号(临）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芦潮港果园路145弄2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万祥路188号3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南洋泾路555号陆家嘴金融街区4号楼1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陆路1268弄59-64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环西路58弄64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明川路25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川沙路 5637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横桥路8号4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镇华京路418号杉中科技园213-216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三村2号甲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中路191，195号216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板泉路1567弄3号238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新路124号1-2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环湖西三路63号108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民区路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博山东路62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鹏飞路33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陈春路564、568、572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园二路251-285(单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鹏岳路81-83号1-2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川沙路6999号28幛2层30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靖海路504弄15、17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南洋泾路555号4号楼2A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上川路1501号3号楼105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上川路1501号3号楼106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申港大道200号D区51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林东路799弄8-15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三路629弄15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栖山路152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路88弄5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观海路951号909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栖山路152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东路2635弄112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盛荣路60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南路9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中路335号

开办资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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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万元）
50（万元）
50（万元）
10（万元）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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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万元）
10（万元）
10（万元）
50（万元）
10（万元）
1000（万元）
1000（万元）
10（万元）

业务主管单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人民政府
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妇女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人民政府

名称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灵山养老院
上海浦东新区金杨第二敬老院
上海浦东聚力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合庆社区生活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东方海潮文化艺术创作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合庆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合庆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银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浦东新区爱幼教育管理与发展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夕阳红老年服务管理中心
上海寅汇健康惠南护理站
上海浦东新区潍坊敬老院
上海浦东新区楼下社区生活综合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创艺文化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南信质量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阆芽文化艺术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心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爱唯尔大学生创业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爱唯尔大学生创业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爱唯尔大学生创业公益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新城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横竖撇捺书法文化交流中心
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
上海浦东新区爱心树生命关爱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易生社工服务社
上海浦东新区海欣托老所
上海浦东祝桥浩爱社区为老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通达汽摩运动俱乐部
上海浦东新区通达汽摩运动俱乐部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外国语学校
上海浦东新区上钢阳光驿站公益服务社
上海浦东光华金融研究院
上海浦东睿翌文化发展交流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三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上海浦东兴禾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利民物业服务社

变更事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名称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名称
法定代表人
住所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住所
名称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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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
丁燕
郑菊琴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林东路65号一层001室
杨静
上海市浦东新区御桥路80号
郎莲芳
顾国兴
上海浦东新区银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三里桥路555号三楼
叶小琴
上海寅汇健康惠南护理站
朱文霞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周公路6215号204室
王浩
吕金龙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靖海路504弄97号
李永辉
上海浦东新区爱唯尔大学生创业公益服务中心
马磊红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东路2777弄21号楼3楼305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1288号22号楼4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士路1号3308室
黄国平
管敏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75弄25号210室
上海浦东新区海欣托老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南塘街268号
上海浦东新区航头镇沪南公路4583号2幢105室
周晓宁
上海浦东新区惠南镇拱极路2151号
张洁静
卢敏
钟明霞
上海浦东新区灵岩南路380弄15号
上海浦东新区西营路114弄32号206室
徐静

变更后
陈琦
陈琦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东路3252号1号楼(原南汇区区政府5号楼)106室
周凤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南路3320号甲(板泉路728号)3-2026
胡蝶
周凤
上海浦东新区裕浩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莱阳路4288弄3号楼204室
杨一明
上海寅汇健康健南护理站
闻少华
上海市浦东新区界龙大道285号
周亚芳
倪桂华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86号汇商大厦203室
贺杰
上海浦东新区橄榄枝大学生创业公益服务中心
胡东宾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特西三路77号7幢100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秀浦路68号1幢5层A509-A51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路5278号东方明珠TMT科创天地办公楼2号楼1层112室
万玮
郁玫
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3188弄55号104室
上海海欣养护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共青路56弄3号
上海浦东新区城东路747号二层
方莉军
上海浦东新区观海路699号
唐芳芳
李金辉
应宏伟
上海浦东新区和炯路681号304室
上海浦东新区张衡路500弄1号楼408-410室
张弘

名称
上海浦东新区塘桥敬老院
上海圣英教育管理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大团农业发展中心
上海东方同科干细胞工程转化医学研究中心
上海浦东天鹅堡艺术馆
上海浦东新区珍爱婚姻介绍所
上海万顺养护院
上海南汇农谷丰灯农产品展示中心
上海恒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上海浦东新区冠亚教育发展咨询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西甜瓜产业发展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赛尔驰校准中心
上海天翼残疾人职业教育培训中心
上海浦东新区特色品牌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1011579700629X1
52310115787812204P
52310115596489651X
52310115074785795M
52310115321645870D
5231011532051174XH
52310115662487794Y
523101156873412493
52310115785153698U
52310115092206128R
523101154257018229
52310115593150038W
523101157669495276
52310115765977235J

法定代表人
张金红
冀瑞铠
孙建龙
刘中民
吴国良
秦蓉
万仁华
王英
刘魁元
倪建刚
赵春江
王臻
李玉香
朱春荣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微山三村1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昌里东路650弄4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南团公路3195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宁桥路600号第五幢110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川路88号A栋一楼至三楼
上海市浦东新区 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大厦1201-1203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彭庙村学士29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港主城区环湖西一路99号之20楼109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康沈路1616号三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仁庆路309号A-303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棉场村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科中路199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临沂北路265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人民西300号甲

注销日期
2019-1-3
2019-1-4
2019-1-8
2019-1-8
2019-1-14
2019-1-29
2019-2-3
2019-2-18
2019-3-12
2019-3-12
2019-3-21
2019-3-21
2019-3-26
2019-3-26

业务主管单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民政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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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名称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浦东新区唐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服务机构发展促进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商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10115MJ5197518G
51310115MJ5197526B
51310115MJ51975346
51310115MJ51975421
51310115MJ5197550U
51310115MJ5197569Q
51310115MJ5197577K
51310115MJ5197585E
51310115MJ51975939
51310115MJ5197606Y
51310115MJ5197614R
51310115MJ5197622L
51310115MJ5197630F
51310115MJ5197649C
51310115MJ51976577

法定代表人
李洪梅
王丹华
王佳妮
杨志燕
钱英
邵雪琼
宋佳斌
冯晨
朱震
李春燕
唐明芳
张天浩
徐敏玉
张琪
朱莉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金晓路65号308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三三公路202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顾唐路3150号A103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新园路436弄24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杨高中路2797号3号楼304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道浦电路438号701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华夏二路1455弄37号304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东陆路1978号102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祥科路58号1幢403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高科中路3039号309室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南团公路3191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海泉街119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东明路261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永泰路302弄8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船山街122号

开办资金(人民币)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3（万元）
10（万元）
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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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花木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潍坊新村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人民政府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东明路街道办事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工商业联合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人民政府

名称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科技企业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网球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计划生育协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女律师联谊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钓鱼协会

变更事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变更前
王红刚
叶海晴
张浩
祝美华
周兰萍
奚宝琴

变更后
何明芳
王晓枫
周路平
祝青
张玲
傅天良

名称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空服务用品行业协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1310115501168733T

法定代表人
刘康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杨路88号602室

注销日期
2019-1-4

业务主管单位、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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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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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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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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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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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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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团体注销登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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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