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妇幼便函〔2021〕115 号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关于贯彻《关于铲除非法 

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精神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办事机构、分支机构： 

近期，民政部等 22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

土壤，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进

一步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全方位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净化社

会组织生态空间，提供强有力支撑，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各会员单位、

办事机构和分支机构，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现通知如下： 

一、 要切实认清非法社会组织的危害 

进入新时代，社会组织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社会 

组织的生态环境日趋晴朗。但也必须看到，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仍时有

发生，其滋生土壤依然存在，一些非法社会组织在各种利益驱动下，

不断变换手法，以假乱真、招摇撞骗。有的非法社会组织为寻求合法

外衣的庇护，千方百计“挂靠”到合法组织名下或者与其共同开展活

动，鱼目混珠；有的线下被取缔后，变换名称在线上继续活动，手段

更便捷、形式更隐蔽；有的党员干部政治意识淡薄，随意为非法社会

组织“站台”或“代言”，这些都污染了社会组织的生态环境，增加

了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的难度。协会各办事机构和分支机构，一定

要切实认清非法社会组织的危害，坚决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不给非法社会组织任何机会和生存空间，不断

清明社会组织生态环境。 

二、 坚决做到“六个不得” 

“通知”明确要求：第一，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不得与非法 

社会组织有关联。第二，党员干部不得参与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第三，

新闻媒体不得宣传报道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第四，各种公共服务设施

和场所不得为非法社会组织提供便利。第五，各互联网企业不得为非

法社会组织线上活动提供便利。第六，各金融机构不得为非法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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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活动提供便利。“通知”中所提到的“六个不得”，分别对社会组

织、党员干部、新闻媒体、社会各公共服务机构、互联网企业、金融

机构等提出了要求。协会号召各会员单位、办事机构、分支机构要自

觉抵制非法社会组织，不参与其活动，不为其提供便利，不为其进行

虚假宣传，凡是这其中涉及到协会职责范围内的相关工作和相关党员

干部，都必须坚决做到“六不得”，防止非法社会组织借助协会的平

台和名誉搞非法活动。 

三、 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协会要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打击和整治非法社会组织领导小组，

层层压实责任。要充分发挥协会各办事机构的作用，按照“通知”要

求，迅速采取一系列精准有力的行动。既要抓好协会内部上下协调，

也要加强协会外部间的横向联动，确保将“通知”精神落到实处。为

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尽职尽责，为营造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平安社会环境作贡献。 

     

附件：1.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打击和整治非法社会组织领导小组名单 

 2.民政部公布 2021 年第 1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3.民政部公布 2021年第二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4.民政部公布 2021年第 3 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5.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第一批） 

6.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第二批）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2021年 04 月 27 日 
 

 

 

 

 



附件 1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打击和整治非法社会组织领导小组 

 

    组  长：陈资全 

副组长：于小千  宋世琴 

成  员：王  玲  宫露霞  王晓勤  马守玉  李  林 

        张  冰  黎  频   

 

 

 

 

 

 

 

 

 

 

 

 

 

 

 

 

 

 

 

 

 



附件 2 

民政部公布 2021 年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近年来，民政部门持续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依法处

置了大批非法社会组织，有效净化了社会组织发展环境，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果。但是，一些组织和人员仍然罔顾法律红线，继续违法开

展活动。为进一步加大打击整治力度，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现将

前期核查中缺乏证据线索的 2021 年第一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予

以公布，提醒社会公众谨防上当受骗。同时，欢迎社会各界登录“中

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http://www.chinanpo.gov.cn/）的“投

诉举报”栏目，提供涉嫌非法社会组织的活动线索。 

 

1.中国美学研究会 

2.中国区块链委员会 

3.中非文化友谊协会 

4.中国爱国文艺家协会 

5.中国志愿者协会 

6.中国文化建设委员会 

7.国际华人艺术协会 

8.中国党史研究会 

9.中华余氏宗亲联合会 

10.中国复合型人才培养协会 

 

 

 



附件 3 

民政部公布 2021 年第二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为进一步加大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打击整治力度，充分发挥社会监

督作用，现公布 2021 年第二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请社会公众

提高警惕，避免受骗上当。如发现下列组织的活动线索（如活动场所、 

负 责 人 等 ） ， 请 登 录 “ 中 国 社 会 组 织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

（www.chinanpo.gov.cn）“投诉举报”栏目进行投诉举报。 

 

1.中国产业发展促进协会 

2.中国茶业管理协会 

3.中国质量认证监督委员会 

4.亚洲语言艺术家协会 

5.国民健康服务业发展研究院 

6.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研究会 

7.中国绿色能源环保产业协会 

8.老年健康运动福利协会 

9.国际华人艺术家联谊会 

10.中医药民间协会 

 

 

 

 

 

 

 

 



附件 4 

民政部公布 2021 年第三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为进一步加大对非法社会组织的打击整治力度，充分发挥社会监

督作用，现公布 2021 年第三批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请社会公众

提高警惕，避免受骗上当。如发现下列组织的活动线索（如活动场所、

负 责 人 等 ） ， 请 登 录 “ 中 国 社 会 组 织 政 务 服 务 平 台 ”

（http://www.chinanpo.gov.cn/）“投诉举报”栏目进行投诉举报。 

 

1.中华国际风水协会 

2.中华诵读联合会 

3.中国现代硬笔书法研究会（合法登记的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 

4.中国名牌产品联合发展促进会 

5.中国国宾馆协会 

6.中国室内装修协会（合法登记的为中国室内装饰协会） 

7.中国教师发展研究会 

8.中国无障碍协会 

9.中国教导型企业家联合会 

10.中国民间武术家联谊会 

11.全国保温材料科技信息协会 

 

 

 

 

 



附件 5 

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第一批） 

近年来，各地民政部门持续开展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依

法取缔了一批非法社会组织，有力打击了非法社会组织嚣张气焰，净

化了社会组织发展环境。为进一步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提高公众防范

意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现向社会公布一批地方民政部门近年来依

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社会公众如果发现名单中的非法社

会组织仍在开展活动的，可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提醒有关机

构和社会公众，在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请通过“中

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www.chinanpo.gov.cn)、“中国社会组

织动态”政务微信（微信号：chinanpogov)核实其身份，避免上当受

骗；也欢迎社会各界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提供涉嫌非

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 

 

 

 

  

民政部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4 月 16日 

  

 

 

 



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第一批） 

 

序号 执法主体 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名称 

1 北京市民政部门 全国正义慈善联盟 

2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少儿艺术教育家协会（石家庄） 

3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体育企业家俱乐部 

4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能源装备协作会 

5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数字信息与安全产业联盟 

6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动物保护公益联盟 

7 北京市民政部门 全国卫生人才专业技术委员会 

8 北京市民政部门 亚洲产业科技创新联盟 

9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老酒协会 

10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廉政建设与效能监察研究中心 

11 北京市民政部门 国家三农信息管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2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太阳能热利用产业联盟 

13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机器人教育联盟 

14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中医药健康服务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5 北京市民政部门 全国青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展评活动委员会 

16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建造师联盟 

17 北京市民政部门 健康中国战略推进工作委员会 

18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养生养老产业投资发展促进会 

19 北京市民政部门 亚太保健品行业发展研究会 

20 北京市民政部门 全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战略联盟 

21 北京市民政部门 全国第三方教育评价机构联谊会 

22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院 

23 北京市民政部门 全国企业家联盟 

24 北京市民政部门 全国学雷锋“两会”联盟中心 

25 北京市民政部门 土壤环境修复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26 北京市民政部门 自然农法（中国）普及协会 

27 北京市民政部门 北京老酒协会 

28 北京市民政部门 北京河南中小企业商会 

29 北京市民政部门 金融衍生品投资协会 

30 北京市民政部门 玛利亚奇迹（北京）蒙特梭利儿童之家 

31 河北省民政部门 中华谭/弹腿联合总会 

32 河北省民政部门 全国邢氏宗亲总会 

33 河北省民政部门 中国国际京剧票友联盟保定分会 

34 河北省民政部门 中国教师培训发展研修中心 

35 河北省民政部门 中国教师发展协会继续教育委员会 

36 河北省民政部门 中国少儿语言表演交流协会 

37 河北省民政部门 远东国际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38 河北省民政部门 中国青少年艺术教育发展委员会 

39 河北省民政部门 全国商用车配件产销联合会 

40 河北省民政部门 
中国写作学会小学作文教育研究会 

（注：中国写作学会为合法社会组织） 

41 河北省民政部门 中国艺术家协会河北省秘书处 

42 河北省民政部门 河北省门业协会 

43 河北省民政部门 河北省青少年社会教育协会 

44 上海市民政部门 全国艺术特长生考评委员会 

45 上海市民政部门 中国正面管教协会 

46 上海市民政部门 上海市品牌服务促进会 

47 上海市民政部门 南苑醒书院 

48 上海市民政部门 上海市品牌服务研究会 

49 江西省民政部门 中国知青协会景德镇分会 

50 江西省民政部门 中国知青联盟景德镇分会 

51 山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天然气联合会东营分会 

52 山东省民政部门 
中华传统服饰文化交流会 

(中华传统服饰组委会) 

53 山东省民政部门 中华兰陵爱心联盟慈善总会 



54 山东省民政部门 中华戚氏宗亲理事会（中华戚氏宗亲联谊会） 

55 山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雷锋基金会 

56 山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大型吊装企业联盟 

57 山东省民政部门 山东省乐写硬笔书法协会广饶分会 

58 山东省民政部门 山东谭氏文化研究（宗亲）会 

59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华民族复兴工作委员会 

60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国际烘焙协会 

61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华古氏文化促进会 

62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武警基金会 

63 广东省民政部门 
国家母婴护理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中国母婴护理产业联盟） 

64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汽车房车露营联盟 

65 广东省民政部门 国际财务管理协会中国总部广东省管理中心 

66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展览工厂联合会 

67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暖通品牌企业联盟委员会 

68 广东省民政部门 粤港澳大湾区验房行业协会 

69 广东省民政部门 广东省有机硅材料工业协会 

70 广东省民政部门 广州市参战退役军人互助总会 

71 广东省民政部门 青年就创联盟 

72 广东省民政部门 深圳市领养它爱护动物志愿者协会 

73 广东省民政部门 深圳名师联盟 

74 广东省民政部门 深惠房协 

75 广东省民政部门 深圳赣南联谊同乡会 

76 广东省民政部门 深圳岑溪商会 

77 广东省民政部门 深圳青少年创客学院 

78 广东省民政部门 深圳 MBA联合会 

 

 

 



附件 6 

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第二批） 

 

为持续加大舆论宣传力度，提高公众防范意识，发挥社会监督作

用，现向社会公布第二批地方民政部门近年来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

会组织名单。社会公众如果发现名单中的非法社会组织仍在开展活动

的，可依法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提醒有关机构和社会公众，在与

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或参与其活动时，请通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

平台”（www.chinanpo.gov.cn)、“中国社会组织动态”政务微信（微

信号：chinanpogov)核实其身份，避免上当受骗；也欢迎社会各界通

过“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提供涉嫌非法社会组织活动线索。 

 

附件：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第二批） 

  

 

 

 

民政部打击整治非法社会组织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年 4 月 26日 

 

 

 

 

 

 



地方民政部门依法取缔的部分非法社会组织名单 

（第二批） 

执法主体 取缔的非法社会组织名称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农业培训中心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跆拳道联盟协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质量认证监督检验中心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诗词书画家联谊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非物质文化学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国际华人文艺家协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国家职业教育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健康发展委员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传统艺术协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亚洲文化艺术奖组委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国家文化遗产研究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文艺名人协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文艺家学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国和国传世名家终身成就奖评委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文艺名家研究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传统艺术交流协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艺术发展研究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华国学艺术传承奖评委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贡献奖组委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国家文化艺术发展协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电车人联合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北京企业志愿服务联盟 

北京市民政部门 北京工程设备行业商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母婴产业创新联盟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数字艺术教育联盟 



北京市民政部门 中国剑道团体联盟（CKOU） 

北京市民政部门 80 后养老事业联盟 

北京市民政部门 小儿推拿联盟 

北京市民政部门 北京市燕山棋牌智力运动协会 

北京市民政部门 北京翰墨神州书画院 

天津市民政部门 爱心之家 

天津市民政部门 天津市张大千艺术研究会 

辽宁省民政部门 IDA 亚欧国际设计协会 

辽宁省民政部门 世界海洋城市总部筹委会 

辽宁省民政部门 中华民族全球老年联合会 

辽宁省民政部门 亚洲经贸促进会 

辽宁省民政部门 国家老干部健康委员会 

辽宁省民政部门 中国知青联盟辽宁本溪分会 

辽宁省民政部门 中国下岗民师协会 

浙江省民政部门 中国报商联合会 

浙江省民政部门 全球华人总会浙江分会宁波办事处 

浙江省民政部门 中国监督网浙江象山办事处 

浙江省民政部门 
亚创联中国参茸专家委员会鉴定中心 

（中国参茸研究院） 

浙江省民政部门 中医道医技术协会 

浙江省民政部门 中国静态交通协会 

浙江省民政部门 全国音乐家协会 

浙江省民政部门 

中国舞蹈家协会（注：与中国文联所属

中国舞蹈家协会重名，系盗用中国舞蹈

家协会名义开展活动） 

浙江省民政部门 
中国跆拳道协会海宁点 

（注：中国跆拳道协会为合法社会组织） 

浙江省民政部门 中国乡村振兴科技馆 



浙江省民政部门 人类旧石器文物馆 

浙江省民政部门 人类旧石器甄定中心 

浙江省民政部门 人类旧石器文化学会 

浙江省民政部门 佳蕾公益协会 

浙江省民政部门 杭州想象教育研究所 

浙江省民政部门 杭州智腾摄影俱乐部 

浙江省民政部门 浙江省杭嘉湖越剧研究会 

浙江省民政部门 杰士游泳协会 

浙江省民政部门 浙江省工程机械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浙江省民政部门 杭州合生堂健康中心 

浙江省民政部门 杭州冠一养生协会 

浙江省民政部门 浙江玖雨资产管理中心 

河南省民政部门 河南省常氏文化发展研究会 

河南省民政部门 郑州市勘察行业自律联谊会 

河南省民政部门 郑州市游戏机协会 

河南省民政部门 机器人教育者联合会 

广东省民政部门 全心犬意犬类领养中心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营地教育联盟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游艇设计装潢联盟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游艇金融合作联盟 

广东省民政部门 中国游艇休闲运动联盟 

广东省民政部门 全国游艇租赁与体验联盟 

广东省民政部门 深圳鹏文会 

广东省民政部门 鹏城汉民族文化交流会 

广东省民政部门 深圳市湖南珠宝商会 

广东省民政部门 新海归精英联盟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部门 中国网络书法联盟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部门 中华周氏桂平市联谊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部门 广西廖氏联谊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部门 广西黄氏宗亲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部门 七邦和平解放联盟 

重庆市民政部门 长安商用经销商协会 

重庆市民政部门 长安欧尚经销商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