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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合格的社会组织（共计 260 家）
长沙市天心区二手车流通商会
长沙市天心区农业休闲旅游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体育总会
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商会
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学会
长沙市天心区商会
长沙市天心区八大员志愿者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暮云小蜜蜂志愿者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社会禁毒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乒乓球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水滴志愿者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建筑业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南城红纽带志愿者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电子竞技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民幼教育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远征营志愿者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湖湘文化交流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科普教育学会
长沙市天心区书画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向日葵志愿者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诗词楹联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平安创建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美术家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慈善基金会
长沙市天心区慈善会
长沙市天心区青·蓝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天心之声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华艺理工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小新星英语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一休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景熙门诊部
长沙市天心区诺亚舟华盛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高云星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华艺万芙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博苑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长寿老人家养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平安小精灵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哈博凯怡茗苑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爱莎利亚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龙湾国际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云塘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澳华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昕雨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华龙富景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华龙丽江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青山祠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贺龙友谊乐团
长沙市天心区未来星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华艺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怡心家园精神障碍人士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百康心翼会所
长沙市天心区爱弥尔智障儿童康复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紫荆花锦绣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民族民间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华瑞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崇善公益联盟
长沙市天心区启航培智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一席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星光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华龙凯富南方鑫城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梦想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缤纷巧与智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新路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仁善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翰林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金色梯田绿地公馆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智艺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育英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星摇篮幼稚园
长沙市天心区湘水春天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博林金谷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伯瑜万福源博物馆
长沙市天心区益幼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长株潭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知科青少年身心健康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湘声喜剧社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金汇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民乐社工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新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首善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益佳家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助力中小微企业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育仁阳光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五绫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江河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英蓝弘孝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楚材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新厦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黄土岭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乐无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明媚星城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湘教幸福原点七彩阳光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小百合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易趣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葆真堂天剑养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书香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枫韵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福康社工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天鸿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舞韵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快乐同盟艺术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三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格林美地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恒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万乐·达德香山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星学园教育发展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百乐青少年足球俱乐部
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友谊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大榕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街道仰天湖三真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黄兴南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前途教育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人人帮社区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合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江南舞缘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金色南郡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华龙白沙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白沙泉老年公寓
长沙市天心区小宇宙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豹子岭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街道向东南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小天使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桂庄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缤纷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快乐长飞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思远第四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水电八局星光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精博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丽爱天使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东方剑桥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世纪之星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童话里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湘景柠檬丽都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小春帮帮团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长坡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童话里山水嘉园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金色摇篮长大彩虹都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怡智家园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文源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街道黑石铺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来肯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梅岭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创建源自然博物馆
长沙市天心区常青藤通用时代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东瓜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麻园塘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创远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漂亮宝贝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维多利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三生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云朵树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金桂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狮子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喀秋莎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家嘉康复训练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丁丁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街道宝塔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青园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白沙井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白沙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丫丫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南站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银桂苑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阳光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绿苗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德才芙蓉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街道一力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馨怡养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朝夕青山祠社区养护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丫丫湘府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芙蓉南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怡雅中学
长沙市天心区启卓·首府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凯泽兰亭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嘉和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万婴克拉美丽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红果果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木莲冲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星齐青少年篮球俱乐部
长沙市天心区好娃娃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育湘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怡海老年培训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之春说唱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卓能奥斯卡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飞扬舞蹈艺术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国欣源传统文化推广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英蓝银桂苑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怡雅小学
长沙市天心区天创社会组织发展与研究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幼之学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繁星第一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百花越剧团
长沙市天心区富兴嘉城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仁和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绿缨西湖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丽发新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知行善礼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百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红枫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卓雅音皇钢琴艺术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红枫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三兴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吉纽思欧洲城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启明星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家嘉孤独症儿童潜能发展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和韵京剧青衣花旦社
长沙市天心区圣吉心智模式研究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中心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牛角塘童星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御文台红黄蓝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萌习团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怡雅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百康养老院
长沙市天心区南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翡翠明珠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 ABC 外语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群星艺术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披塘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大道志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小龙人教育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仁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新航线第二课堂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华铭第三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怡慧托养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汉桥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日出东方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青果树中信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汇童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小蜜蜂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广厦新村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学之园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开泰体育俱乐部
长沙市天心区万婴申奥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金色摇篮兴威帕克水岸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科林堡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阳光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育才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思瑞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红黄蓝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昆曲研习社
长沙市天心区麦思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诺亚舟和庄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蓝星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梨塘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南方教育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蓝天应急救援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心舞艺术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文源街道状元坡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社创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麦种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井湾子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创享未来社区学习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富绿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学府教育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益动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基本合格的社会组织（共计 2 家）
长沙市天心区湖开格格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缘梦艺术团

不合格的社会组织（共计 92 家）
长沙市天心区消费者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农业科技试验推广发展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反邪教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文化市场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高云建材商会
长沙市天心区汽车 6S 街区商会
长沙市天心区文化创意产业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模型运动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书法家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青年志愿者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顺意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长沙市天心区幸福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慈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赤岭路街道新开管委会卫生室
长沙市天心区颐顺徳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飞天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朝夕相伴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街道九峰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
长沙市天心区黑石铺街道黑石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
长沙市天心区爱之心寿星颐养院
长沙市天心区鑫颐豹子岭老年养护院
长沙市天心区罗汉松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足球俱乐部
长沙市天心区科培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融城智能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和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燕子环保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三湘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长沙市天心区红星相声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维益退役军人之家
长沙市天心区博士源文化艺术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爱之源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长沙市天心区金海阳光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善行者公益联盟
长沙市天心区太格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人人助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玉兰民乐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新天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乐祥社工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星创作棒棒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长沙男人帮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卡莲卡星电幼儿园
长沙青园友仁医院
长沙市天心区新联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曙光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友仁养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天音艺术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大托铺街道兴隆托养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爱心乐团
长沙长鸿医院
长沙市天心区华新花苑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汇馨家园残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怡乐康复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江南民族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老年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街道西湖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思立方外语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仰天湖小学小天鹅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晨鸣合唱团
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天剑社区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乐乐牛中老年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青葵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广厦红帽子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湘江管弦乐团
长沙市天心区馨悦合唱团
长沙市天心区吴家坪社区潇洒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东方古筝新筝乐团
长沙市天心区天剑老年福利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新华花鼓戏剧团
长沙市天心区万婴山水洲城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新韶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路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青山居家敬老院
长沙市天心区小鱼儿创意美劳美术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赤岭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平川艺术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红樱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天籁钢琴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长麓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社区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农业科技试验推广发展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西牌楼社区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青山祠社区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八角亭社区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青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裕南街杏花园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五一文艺术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育佳苗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星雅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虹鸣音乐艺术培训学校

依法在我局登记的社会组织（共计 26 家）
长沙市天心区惟志诚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乐天教育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金色梯田·哈佛小镇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雅顶达德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湘才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南托街道牛角塘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星世纪教育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沃龙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先锋街道南城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童心邻里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新村阳光志愿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天剑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怡海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暮云街道云塘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涂新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金石社区公益发展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语生俱来青少年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缤果青少年篮球俱乐部
长沙市天心区青园街道迎新路社区卫生服务站
长沙市天心区和方圆社会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星语林康复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商会
长沙市天心区九理事志愿者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戏剧家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十管家志愿者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科技创新联盟

依法在我局注销的社会组织（共计 13 家）
长沙市天心区映山红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金盆岭街道天剑社区志愿者公益服务中
心
长沙市天心区耕读天下公益服务中心
长沙市天心区诺贝尔摇篮幼儿园
长沙市天心区群乐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洋光外国语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学大教育和庄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学大教育天辰腾达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鑫鑫艺术团
长沙市天心区明达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曼妙舞团
长沙市天心区学成培训学校
长沙市天心区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会

长沙市天心区民政局
2020 年 11 月 12 日

长沙市天心区社会组织 2019 年度检查结果公告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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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长沙市天心区民政局依法对全区登记注册的民办
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2019 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年检。 现将年检结果通告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