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大渡口区社会团体 2020 年度检查结果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大渡口区

社会团体 2020年度检查结果公告如下：

序号 社会团体名称 业务主管单位 年检结论

1 重庆市大渡口区建筑业协会 区住房城乡建委 合格

2 重庆市大渡口区医药卫生学会 区卫生健康委 合格

3 重庆市大渡口区赛马会 区体育局 不合格

4 重庆市大渡口区球迷协会 区体育局 合格

5 重庆市大渡口区退休教师协会 区教委 合格

6 重庆市大渡口区集邮协会 区邮局 不合格

7 重庆市大渡口区山城啤酒联合会 区商务委 合格

8 重庆市大渡口区道路运输协会 区交通局 合格

9 重庆市大渡口区商业联合会 区民政局 合格

10 重庆市大渡口区体育总会 区体育局 合格

11 重庆市大渡口区社会福利企业协会 区民政局 不合格

12 重庆市大渡口区汽车运动协会 区体育局 不合格

13 重庆市大渡口区慈善会 区民政局 合格

14 重庆市大渡口区摄影家协会 区文联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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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重庆市大渡口区私营企业协会 区市场监管局 不合格

16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学会 区教委 合格

17 大渡口区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区委统战部 合格

18 重庆市大渡口区汽车维修行业协会 区交通局 合格

19 重庆市大渡口区警察协会 区公安分局 合格

20 重庆市大渡口区国际税收研究会 区税务局 基本合格

21 重庆市大渡口区物业管理协会 区住房城乡建委 合格

22 重庆市大渡口区反邪教协会 区委政法委 合格

23 重庆市大渡口区个体劳动者协会 区市场监管局 基本合格

24 重庆市大渡口区微型企业协会 区市场监管局 基本合格

25 重庆市大渡口区跳磴镇蔬菜专业合作协会 跳磴镇 不合格

26 重庆市大渡口区金融业协会 区金融办 合格

27 重庆市大渡口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 区委统战部 合格

28 大渡口区义渡志愿者协会 区委宣传部 合格

29 重庆市大渡口区餐饮商会 区工商联 合格

30 重庆市大渡口区书法家协会 区文联 合格

31 重庆市大渡口区建胜镇商会 建胜镇 合格

32 重庆市大渡口区税务学会 区社科联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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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庆市大渡口区检察学研究学会 区检察院 不合格

34 大渡口区作家协会 区文联 合格

35 重庆市大渡口区音乐家协会 区文联 不合格

36 重庆市大渡口区晋愉梦想联盟 区民政局 不合格

37 重庆市大渡口区网球协会 区体育局 不合格

38 重庆市大渡口区舞蹈家协会 区文联 合格

39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红十字会 区红十字会 合格

40 重庆市大渡口区机电商会 区工商联 不合格

41 重庆市大渡口区社会工作者协会 区民政局 合格

42 重庆市大渡口区老氏养生文化研究会 区文旅委 合格

43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校友会 区教委 合格

44 重庆市大渡口区国学研究会 区教委 不合格

45 重庆市大渡口区楹联学会 区文联 合格

46 重庆市大渡口区建桥工业园区企业联合会 区经济信息委 合格

47 重庆市大渡口区浙江（东阳）商会 直接登记 合格

48 重庆市大渡口区互联网商会 区工商联 不合格

49 重庆市大渡口区美术家协会 区文化旅游委 合格

50 重庆市大渡口区关爱青少年儿童协会 团区委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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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重庆市大渡口区老年人体育协会 区体育局 合格

52 重庆市大渡口区收藏协会 区文化旅游委 合格

53 重庆市大渡口区信鸽协会 区体育局 合格

54 重庆市大渡口区门球协会 区体育局 合格

55 重庆市大渡口区环境保护联合会 区经济信息委 合格

56 重庆市大渡口区棋类协会 区体育局 合格

57 重庆大渡口区浙江商会 区工商联 合格

58 重庆市大渡口区互联网界联合会 区委网信办 合格

59 重庆市大渡口区中医康复服务商会 区工商联 合格

60 重庆市大渡口区跆拳道协会 区体育局 合格

61 重庆市大渡口区武术协会 区体育局 基本合格

62 重庆市大渡口区羽毛球协会 区体育局 合格

63 重庆市大渡口区篮球协会 区体育局 合格

64 重庆市大渡口区瑜伽协会 区体育局 合格

65 重庆市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商会 区工商联 合格

66 重庆市大渡口区游泳协会 区体育局 合格

重庆市大渡口区民政局

2021 年 10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