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社会组织类型 社会组织名称
法定代
表人

联系电话 地址 年检结果

1 社会团体 安顺市美业商会 罗欢欢 180****0123 欢喜岭 合格

2 社会团体 安顺市家居建材商会 尹荐 159****2222 清水湾D区路口 合格

3 社会团体
安顺金坝生态茶叶种植加工技

术协会
陈志权 135****2266 安顺市西秀区刘官乡 合格

4 社会团体 安顺市菌物培育科普协会 熊艳 137****3363
安顺市西秀区华西办欢喜岭工业园

区
合格

5 社会团体 安顺市茶叶产业协会  黄生忠 135****0128 安顺市农产品公司三楼 合格

6 社会团体 贵州省安顺市劳动力资源开发促进会 陶俊林 135****0128 安顺市中华东路政务中心楼下 合格

7 社会团体 安顺市侨商企业联合会  孟楠 136****1888 安顺市黄果树大街黔中商贸9楼 合格

8 社会团体 安顺市个体私营经济协会  黄子牛 139****4428 安顺市北山路17号 合格

9 社会团体 安顺市教育学会  王光鸿 135****3630 安顺市教科所 合格

10 社会团体 安顺市兰花协会  朱涛 138****8406 安顺市林业局内 合格

11 社会团体 安顺黔中商贸物流商会 刘俊夫 186****3456
安顺市黄果树大道西段黔中商贸物

流中心综合楼9楼
合格

12 社会团体 安顺市重庆商会 刘俊夫 186****3456 安顺市塔山东路98号4楼 合格

安顺市全市性社会组织2017年度检查结果公告

全市性社会组织2017年度检查工作已结束，现将年检结果公告如下:



13 社会团体 安顺市屯堡文化学会 吕燕平 139****0478 安顺学院 合格

14 社会团体 安顺市美术家协会 吴传双 156****9199 安顺市文联内 合格

15 社会团体 安顺市广告协会  余薇 139****3338 安顺市大数据服务中心 合格

16 社会团体 安顺市慈善总会 李平 138****8066 安顺市民政局内 合格

17 社会团体 安顺市武术协会 张新民 139****6833 西秀区中华北路215号1单元4层1号 合格

18 社会团体 安顺市黄果树电子商务联合会  贺洁 180****1046 安顺市黄果树大街建博国际D栋28-1 合格

19 社会团体 安顺市体育总会  邹正明 138****3999 安顺市体育局 合格

20 社会团体 安顺市诗词楹联学会  李昌伦 139****2858 机关事务管理局 合格

21 社会团体 安顺市供销商会 林峰 156****7111 安顺市开发区玉龙南路中段 合格

22 社会团体 安顺市警察协会  叶柯 139****1105 安顺市公安局办公大楼内 合格

23 社会团体 安顺市出版物发行业协会 李佑华 136****9639 安顺市西航路138号 合格

24 社会团体 安顺市奇石艺术协会  冯晓喻 133****6868 安顺市文联 合格

25 社会团体 安顺市摄影家协会  邱高顺 189****0221 安顺印刷厂 合格

26 社会团体 安顺市篮球协会 邓承旭 135****8707 安顺开发区凯旋花园内 合格

27 社会团体 安顺市爱心协会 李才凤 137****0122 安顺鸿源大健康体检中心 合格

28 社会团体 安顺市跆拳道协会 陈发琳 188****0000
西秀区顾府街武装部对面二楼跆拳

道学校内
合格

29 社会团体 安顺市关爱公益协会  王玉江 139****2243 岩腊乡泉塘居委会街上 合格

30 社会团体 安顺市音乐家协会 宋华强 138****8725 安顺市文联内 合格



31 社会团体 安顺市爱心义工社 李光明 182****7777
安顺市西秀区顾府街武装部对面二

楼15-8B2层
合格

32 社会团体 安顺市湖南商会 赵宏亮 135****7888
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东段丰景

华府B区1栋E楼
合格

33 社会团体 安顺市布依学会 马启忠 139****6569 安顺市民族中学 合格

34 社会团体 安顺市房地产业协会 彭双喜 139****5255 安顺市市府路48号 合格

35 社会团体 安顺市蜡染协会 徐波 130****2428 安顺市西秀区合力城大黔门 合格

36 社会团体 安顺市象棋协会 李有森 139****2246 西秀区东郊路193号 合格

37 社会团体 安顺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 魏畅 138****0388 安顺市委大院（市科协） 合格

38 社会团体 安顺黔中老年协会  谢正卿 187****6618 安顺市塔山东路91号 合格

39 社会团体 安顺市建筑业协会 陈兴国 139****8610
安顺市西秀区中华北路延伸段世通

和府商业用楼4号楼1楼
合格

40 社会团体 安顺快乐公益协会 谷友发 186****7727
安顺市家运天城二期12栋1号楼1单

元1号
合格

41 社会团体 安顺市二手车行业协会  王国富 177****8888 安顺市西秀区华西办胶泥坝村三组 合格

42 社会团体 安顺市围棋协会 陈志松 135****5141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老校区 合格

43 社会团体 安顺市徒步运动协会  贺芝华 138****1198 安顺市奥体中心办公区 合格

44 社会团体 安顺市收藏家协会 胡应龄 139****8889 安顺市开发区南航路蜡染艺术馆 合格

45 社会团体 安顺市民营医疗机构协会 孟楠 139****8888 安顺市人民医院住院部旁 合格

46 社会团体 安顺市保险行业协会 张晓非 139****2466 安顺市开发区龙井小区 合格

47 社会团体 安顺市舞蹈家协会 杜娜娜 189****3666 黄果树艺术团 合格

48 社会团体 安顺市假日老年协会 宋德林 137****6388 塔山东路东晶公寓1号铺面 合格



49 社会团体 安顺市乒乓球运动协会  张丽 139****9515 安顺市体育局 合格

50 社会团体 安顺市烟花爆竹流通协会  鲍优祥 139****0381 西秀区顾府街44号 合格

51 社会团体 安顺市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  李应发 133****6133 广播电视大楼（电视台内） 合格

52 社会团体 安顺市信鸽协会 吕德权 135****1818 安顺市南水路汪家山小学对面 合格

53 社会团体 安顺市苗学会  杨泽福 139****3338 西秀区民宗局 合格

54 社会团体 安顺市集邮协会  高乐林 139****1218 安顺市邮政公司 合格

55 社会团体 安顺市桥牌协会  刘坤 186****0200 南山小区 合格

56 社会团体 安顺市航模科技协会  扈应祥 177****0889 安顺市黄果树大街195号 合格

57 社会团体 安顺市邵阳商会 曾伟 181****9888 开发区南马副食经营部 合格

58 社会团体 安顺市药学会 孙刚 135****0206 安顺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合格

59 社会团体 安顺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罗有权 138****0958
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6号中环商业

广场B座9楼
合格

60 社会团体 安顺市国际标准舞协会  罗奎 130****0722 安顺市文化馆 合格

61 社会团体 安顺市汽车服务协会  汪俭兴 189****3999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一楼 合格

62 社会团体 安顺市广东商会  陈裕平 189****3333 开发区南马大道南星酒店六楼 合格

63 社会团体 安顺市福建商会 黄金辉 137****9999 安顺市普定路中段 合格

64 社会团体 安顺市戏剧家协会  田云 139****0928 安顺市文联 合格

65 社会团体 安顺市太极拳协会  张新民 139****6833 安顺市金钟山路16号 合格

66 社会团体 安顺市青年联合会摄影协会  戴洪 139****8999 市政府内 合格



67 社会团体 安顺市信合文化研究学会  周建斌 189****9380 安顺市西秀区南华路22号 合格

68 社会团体 安顺市佛教协会  释通睿 135****9831 安顺市圆通寺 合格

69 社会团体 安顺市书法家协会 郭堂贵 138****0289 安顺市文联 合格

70 社会团体 安顺市作家协会  张麟 189****4300 安顺市文联 合格

71 社会团体 安顺市律师协会  刘丹灵 139****8585
安顺市西秀区弘扬路263号市司法局

内
合格

72 社会团体 安顺市湖北商会  肖富洲 138****2296 安顺市凤凰东路15号 合格

73 社会团体 安顺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王继平 139****8046 安顺市文联 合格

74 社会团体 安顺市江苏商会  龚海华 186****1666 开发区兴伟盛世华庭12栋805室 合格

75 社会团体 安顺市仡佬学会  王国章 158****8064 安顺市地委大院内 合格

76 社会团体 安顺市业余无线电协会  金廿柒 130****1277 安顺市开发区黔冠瑞辰花园5-302 合格

77 社会团体 安顺市浙江商会  李林法 187****7777 安顺市西秀区合力城1栋3楼 合格

78 社会团体 贵州省安顺市蜜蜂养殖加工协会  邓斌 158****5888 安顺市西秀区翠麓大厦二单元29-1 合格

79 社会团体 安顺市冬泳协会 郭翠华 139****2123 安顺市体育局 合格

80 社会团体 安顺市安全生产协会 黄腾 139****6380 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222号 合格

81 社会团体 安顺市化肥产销协会 于明 138****9228 西秀区西山路31号 合格

82 社会团体 安顺市财政会计学会 杨德宽 136****3303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系 合格

83 社会团体 安顺市汽车行业协会 吴有兴 139****2046
安顺市安普城市大道中段（安顺与

普定交汇处）
合格

84 社会团体 安顺黔中文化研究会 邓克贤 138****1260 安顺市若飞南路2号楼 合格



85 社会团体 安顺市旅游饭店协会  汪强 186****9008 安顺市凤凰山大酒店二楼办公室 合格

86 社会团体 安顺市石材行业协会  李晨春 180****3333 贵州晨春石业有限公司内 合格

87 社会团体 安顺市生产资料回收利用行业协会 汪敏 138****6593 安顺市外环西南路4号 合格

88 社会团体 安顺市赛车运动协会 杨秀荣 136****8555 安顺驾校 合格

89 社会团体 安顺市家电商会  蒋先华 180****6068 安顺亿丰家电批发城 合格

90 社会团体 安顺市四川商会 陈显国 186****7888
安顺市开发区西航路远城圣景小区1

栋2单元6层3-4号
合格

91 社会团体 安顺市内部审计协会  汪泽荣 181****0091 安顺市地委大院内 合格

92 社会团体 安顺市天晟五金建材小商品商会 陈孝怡 189****9199 安顺经济开发区天瑞国际3栋 合格

93 社会团体 安顺市道路运输行业协会  沈有江 137****3333
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棕榈泉小

区
合格

94 社会团体 安顺市汽车租赁行业协会 张宁 186****0111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北山路口处 合格

95 社会团体 安顺市春晖公益协会 刘慧 186****8341 安顺市西秀区凤山路1栋1单元5号 合格

96 社会团体 安顺市建筑装饰协会 刘朝梁 130****9992 安顺市安运司建材市场二楼 合格

97 社会团体 安顺市消费者协会 邓吉云 133****252 安顺市东山路 合格

98 社会团体 安顺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苏天福 185****6969 市文明办 合格

99 民办非企业 安顺经济职业技术学校 王书发 139****0660
安顺市经开区西航路儿童福利院综

合楼
合格

100 民办非企业 安顺金秋农业科技研究服务中心 刘鹏 135****9292 安顺市西秀区太平小区439号 合格

101 民办非企业 安顺市黔中职业技术培训学校  王克明 137****5538 安顺市南华路52号 合格

102 民办非企业 安顺市志成职业培训学校 王亮 186****1181 安顺市西航大道132号 合格



103 民办非企业 安顺行知职业培训学校  李良彬 189****6668 西秀区气象局 合格

104 民办非企业 安顺湘潭卓宇电脑职业培训学校 杨桥荣 138****9076 安顺市中华南路4栋3楼 合格

105 民办非企业 安顺市实验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陈海燕 133****0555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481号 合格

106 民办非企业
安顺市体育运动学校青少年体育俱乐

部 
孙安 135****6118

安顺市体育运动学校青少年体育俱
乐部

合格

107 民办非企业 安顺顺阳驾驶职业培训学校 宾争尤 130****5511
安顺市西秀区黄果树大街102号（高

速公路东收费站旁）
合格

108 民办非企业 安顺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林珠峰 132****0000 安顺市开发区星火路旅游学校对面 合格

109 民办非企业 安顺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罗新 138****5999 安顺市西秀区前进路 合格

110 民办非企业 安顺阳光职业培训学校 郭建斌 189****7768 安顺北门蔡官镇 合格

111 民办非企业 安顺市新世纪电脑职业培训学校 陈大友 139****1737 贵州民族大学内 合格

112 民办非企业 安顺市骥志高级中学  杜征江 130****6956 安顺市西秀区东关办青苑村马军屯 合格

113 民办非企业 安顺光明眼科医院 吴学军 186****4666 安顺市若飞公园内 合格

114 民办非企业 安顺华夏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肖富洲 138****2296 安顺市西秀区凤凰东路15号 合格

115 民办非企业 安顺欣缘口腔医院  黄琼英 186****8639
安顺市西秀区中华东路建设投资公

司办公用房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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