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 2019年度市级社会组织评估结果公示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引导社会组织健康

有序发展，贯彻落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

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民政部关于推进民间组织评

估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07〕127号）和《民政部关

于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民发

〔2015〕89号）精神，依据《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民

政部令〔2010〕第 39 号）规定，2019 年，北京市民政局

委托专业评估机构对 307个市级社会组织从基础条件、内部

治理、工作绩效、社会评价（社会意义与社会影响）和诚信

建设（社会责任与诚信建设）五方面进行了评估。经北京市

社会组织评估审核委员会审议，最终确定了 307个市级社会

组织评估等级：5A级社会组织 38个，4A级社会组织 121

个，3A 级社会组织 123 个，2A 级社会组织 15 个，1A 级

社会组织 7个，暂不确定等级社会组织 3个。 

现将评估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日期为 2019年 11月 20

日至 2019年 11月 26日（公示期为 7天）。社会组织对评

估结果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北京市社会组

织评估专业委员会提出复核申请。 

  

复核申请联系电话和联系人： 

社团一处  65396040  杜先涛 



社团二处  65396007  曲添祎 

基金会处  65396026  平  婧 

社会服务机构处  65396080  周  宁 

  

                   北京市社

会组织评估专业委员会 

                       

   2019年 11月 20日 

  

 

评估结果如下：(排名不分先后) 

一、5A级社会组织（38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组织名称 

1.51110000500316597H  北京长风信息技术产业联盟 

2.51110000500312983X  北京市社区卫生协会 

3.51110000500303884T  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家协会 

4.511100005003167301  北京信用协会 

5.51110000500306145P  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 

6.51110000592339285D  中关村数字电视产业联盟 

7.51110000MJ0119115P  中关村无线网络安全产业联

盟 

8.511100005003157623  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协会 



9.511100005003139431  北京华商会 

10.5111000050031513XH  北京山西企业商会 

11.511100005003154042  北京宁夏企业商会 

12.5111000050031644XT  北京健康城市建设促进会 

13.51110000500312959D  北京社会工作者协会 

14.51110000MJ0118913P  北京市公益法律服务促进

会 

15.51110000500315391C  北京市机关党的建设研究

会 

16.51110000500313388J  北京市社区服务协会 

17.51110000500316239G  北京曹雪芹学会 

18.51110000500315914F  北京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19.511100005003056877  首都民间组织发展促进会 

20.511100005003064798  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 

21.511100005003081241  北京人民调解协会 

22.51110000MJ0118462D  北京安全科学与工程学会 

23.51110000500315308Q  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 

24.51110000500315922A  北京护理工作者协会 

25.511100005003146639  北京知识产权保护协会 

26.51110000500302144P  北京旅游学会 

27.52110000306524712Y  北京和苑博物馆 

28.52110000318374272Q  北京市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29.52110000MJ0159731B  北京猎鹰防暴恐技术推广

中心 

30.52110000MJ0158237A  北京先锋城市基层党建研

究中心 

31.52110000069626845Y  北京市红丹丹视障文化服

务中心 

32.521100004008936880  北京汇佳职业学院 

33.52110000MJ0160150Y  北京市飞行者航空科普促

进中心 

34.52110000MJ0160169U  北京石墨烯研究院 

35.52110000358996674B  北京雨润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36.52110000MJ015915X2  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

心 

37.53110000MJ0176689A  北京爱的分贝公益基金会 

38.53110000MJ0175977W  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 

二、4A级社会组织（121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组织名称 

39.51110000500316706G  中关村股权投资协会 

40.511100005003161400  北京市水利工程协会 

41.51110000500314049P  北京市闪联信息产业协会 

42.51110000500304748L  北京工业经济联合会 



43.511100005003014592  北京市进出口企业协会 

44.511100005003014405  北京插花协会 

45.51110000500300317T  北京台资企业协会 

46.51110000MJ01179107  北京粉末冶金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 

47.51110000MJ0118606Y  中关村国检电子商务数据

产业协会 

48.51110000MJ0119836L  北京灵犀移动通信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 

49.51110000MJ0117945R  中关村蓝创通用航空产业

联盟 

50.51110000335583316Y  中关村信息安全测评联盟 

51.51110000MJ01190947  北京钢结构行业协会 

52.51110000MJ0118083U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

产业技术联盟 

53.511100003065343716  中关村四方现代服务产业

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54.51110000353006029T  北京华炎血管疾病诊疗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55.51110000306380122D  北京绿色建筑产业联盟 

56.51110000357928741R  中关村海兴战略性新兴产

业促进会 



57.51110000MJ0118585E  北京第三代半导体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 

58.5111000050031337XJ  北京报关协会 

59.51110000MJ0119932X  北京市施工图审查协会 

60.51110000500304844X  北京出版发行业协会 

61.51110000MJ0117347X  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商

会 

62.51110000318308208X  北京水产农特产企业商会 

63.51110000MJ0117072G  北京市校园足球运动协会 

64.511100005003136368  北京观光休闲农业行业协

会 

65.511100005003057590  北京发明协会 

66.51110000500315666R  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

协会 

67.51110000339857310J  北京吉林企业商会 

68.51110000MJ0117427H  北京市标识行业协会 

69.51110000MJ0119043Y  北京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家

协会 

70.511100005003138125  北京市妇女对外交流协会 

71.511100005003099875  北京市浙江大学校友会 

72.51110000500300720W  北京科学技术期刊学会 



73.51110000500316036U  北京职工婚姻家庭建设协

会 

74.51110000500316298K  北京志愿服务发展研究会 

75.511100005003047800  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 

76.511100005003052140  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 

77.51110000500303227U  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会 

78.51110000MJ01183589  北京市创业创新协会 

79.51110000500306102A  北京企业法律顾问协会 

80.51110000MJ0118147R  北京海归协会 

81.51110000500318218R  北京市老年志愿者协会 

82.51110000500306583C  北京市高等学校新闻与文

化传播研究会 

83.51110000500302339H  复旦大学北京校友会 

84.511100005003088298  北京怡苑文化艺术促进会 

85.51110000MJ01183071  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协会 

86.5111000050031628XK  首都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 

87.511100005003144364  北京校外教育协会 

88.51110000500307316A  北京铁路老年科技工作者

协会 

89.511100005003140813  北京合唱协会 

90.511100005003063567  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 



91.511100003356112255  北京国风书画普及教育学

会 

92.51110000500300923H  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

会 

93.511100005003004802  北京实验动物学学会 

94.511100005003147945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校友会 

95.5211000056035208XK  中关村益心医学工程研究

院 

96.52110000E00664036Y  北京摄影函授学院 

97.52110000MJ01595639  北京九洲春晖社会工作促

进中心 

98.52110000MJ0160716F  北京枫彩心理咨询服务中

心 

99.52110000MJ0158931F  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 

100.52110000MJ01579204  北京市美儿脊髓性肌萎

缩症关爱中心 

101.52110000MJ01605568  北京昭阳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 

102.521100000964474046  北京市京师社会工作事务

所 

103.52110000MJ0158990J  北京市宏远启智智障人士

服务中心 



104.521100003589961563  北京国化石油和化工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 

105.52110000600071822N  北京中医药养生研究院 

106.52110000MJ01597583  北京快乐爸妈社区公益

促进中心 

107.52110000589076779W  北京增能社会工作促进

发展中心 

108.52110000MJ01595121  北京明远教育书院 

109.52110000592371605X  中关村创意经济研究院 

110.52110000596041558G  北京和平之旅文化交流

中心 

111.5211000035531982XL  北京新生命养老助残服务

中心 

112.52110000MJ0158595B  北京敬诚社工服务中心 

113.52110000MJ0161604R  北京乐活堂养老服务促

进中心 

114.52110000MJ01622604  北京和合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 

115.5211000056360094XP  北京市安邦民商事和社会

服务调解中心 

116.52110000MJ01586081  北京中咨产学研创新研

究院 



117.52110000MJ016061X1  北京上善扶贫公益促进

中心 

118.52110000MJ01603886  北京春藤社会工作促进

中心 

119.52110000MJ0161129Y  北京市孝义社区发展中

心 

120.52110000MJ0160759W  北京益创乡村女性公益

事业发展中心 

121.52110000MJ015966XF  北京新途社区健康促进

中心 

122.521100003589937057  北京百特社区青少年服务

中心 

123.52110000560351941L  中关村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院 

124.52110000MJ0158026T  北京市立林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 

125.52110000358996957K  北京惠泽博众社工事务所 

126.52110000MJ0160943L  北京邻理社区服务中心 

127.52110000MJ0160652H  北京神州儿女儿童康复

中心 

128.53110000330352295M  北京联慈健康扶贫基金

会 



129.53110000357935853J  北京市正大慈善基金会 

130.53110000MJ0176646W  北京嘉实公益基金会 

131.53110000MJ0176822R  北京东宇全球化智库基

金会 

132.53110000358998127E  北京险峰公益基金会 

133.53110000MJ0176419P  北京合一绿色公益基金

会 

134.53110000585807095L  北京化工大学教育基金会 

135.53110000575153091X  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

会 

136.53110000344367105D  北京润生农村发展公益

基金会 

137.53110000MJ0176267B  北京楷祺心血管公益基

金会 

138.53110000MJ0176953M  北京知行公益基金会 

139.531100005790000840  北京海鹰脊柱健康公益基

金会 

140.531100005603758390  北京市育英学校校友促进

教育基金会 

141.53110000500309514P  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 

142.531100005603758203  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 

143.53110000675052650A  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 



144.53110000335476633X  北京老牛兄妹公益基金会 

145.53110000573150276L  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

金会 

146.53110000MJ0175854U  北京真容公益基金会 

147.531100005513528707  北京华北电力大学教育基

金会 

148.53110000MJ0175993J  北京病痛挑战公益基金会 

149.53110000MJ0176072H  北京市宝健公益基金会 

150.53110000MJ01763987  北京链家公益基金会 

151.53110000MJ0176363L  北京灯火公益基金会 

152.5311000035899445XR  北京丰盛公益基金会 

153.53110000MJ0176312C  北京市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教育基金会 

154.53110000573150321M  北京华彬文化基金会 

155.53110000078595446G  北京永真公益基金会 

156.53110000563602304F  北京国际城市文化交流基

金会 

157.53110000351273633E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

创公益基金会 

158.53110000560393113L  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事业

发展基金会 

159.53110000MJ0177155M  北京市京潮公益基金会 



三、3A级社会组织（123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组织名称 

160.51110000351277407F  中关村视界裸眼立体信息

产业联盟 

161.51110000MJ0117179U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 

162.511100005003161325  北京咖啡行业协会 

163.511100005003039804  北京市输血协会 

164.51110000MJ0119182M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

技创新企业商会 

165.511100005003153591  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 

166.51110000339678013C  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产业

联盟 

167.511100003303261695  中关村智慧环境产业联盟 

168.51110000MJ0118315U  北京网络信息安全技术

创新产业联盟 

169.51110000MJ0117822Q  北京移联警用移动技术

创新联盟 

170.51110000MJ01171524  中关村新兴科技服务业

产业联盟 

171.51110000330369476J  中关村乐家智慧居住区产

业技术联盟 

172.511100003589992349  北京反侵权假冒联盟 



173.51110000MJ01186652  北京非晶节能材料产业

联盟 

174.511100003067728980  北京高新疼痛诊疗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 

175.511100003397297225  北京先进医疗设备产业创

新联盟 

176.51110000MJ0118438W  北京结核病诊疗技术创

新联盟 

177.51110000344387923C  北京绿色医疗新技术产业

联盟 

178.51110000MJ0117662H  中关村昌科生命健康产

业联盟 

179.51110000MJ01177500  北京民营科技促进会 

180.51110000MJ01194498  中关村材料试验技术联

盟 

181.51110000MJ0118550U  中关村能源互联网产业

技术联盟 

182.51110000MJ0117080B  中关村泛亚机器视觉技

术产业联盟 

183.51110000MJ0119377F  北京影像诊疗技术创新

联盟 



184.51110000353005835M  北京军民融合新材料产

业促进会 

185.511100005003184967  北京华通专业数字集群标

准创新联盟 

186.51110000MJ01188927  北京新疆菜协会 

187.51110000500314831B  北京排水协会 

188.51110000500312932M  北京市果树产业协会 

189.511100005003126840  北京演艺人协会 

190.51110000500314639Q  北京市卫生信息职工技

术协会 

191.51110000500310814M  北京市保护小动物协会 

192.51110000358994716M  北京市国际生态经济协

会 

193.51110000500305185L  北京市逻辑学会 

194.51110000500307519Y  首都爱护动物协会 

195.51110000358999082W  北京市哲学会 

196.51110000500315367U  北京项目管理协会 

197.51110000500306620J  南开学校北京校友会 

198.51110000500305169Y  北京市文艺学会 

199.51110000500309768T  北京康复医学会 

200.51110000500300165E  北京中医疑难病研究会 

201.51110000MJ01177425  北京科技人才研究会 



202.511100005003183811  北京医药卫生经济研究会 

203.511100005003103123  北京健康促进会 

204.51110000500314276W  北京九洲书画艺术研究

会 

205.511100005003018624  北京动物学会 

206.511100005003035772  北京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207.51110000MJ0118649C  北京生物制品研究会 

208.511100005003174509  北京慢病防治管理协会 

209.5111000050031046XH  北京口腔工作者协会 

210.51110000500306604W  北平大学北京大学工学

院校友会 

211.51110000500315578B  北京体育国标舞蹈协会 

212.511100003589965005  北京扇子艺术协会 

213.52110000095806591R  中关村博硕人才与市场经

济研究院 

214.52110000MJ0161962T  北京市小橡树儿童发展

中心 

215.52110000MJ0161364Y  北京枫林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 

216.52110000MJ0159969J  北京市珍爱孤独症儿童康

复中心 



217.521100000627914503  北京语聆听障儿童家长服

务中心 

218.52110000358999912M  北京当代艺术研究院 

219.52110000MJ0159918A  北京霍普甲状腺研究院 

220.52110000MJ01591682  北京华夏产业经济研究

院 

221.52110000351276471R  中关村新跃校企合作发展

中心 

222.52110000MJ01612333  北京绿色啄木鸟志愿服

务中心 

223.52110000330267672D  北京新阳光白血病关爱

中心 

224.52110000358996586W  北京心桥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225.521100000785698978  北京圆爱单亲家庭服务中

心 

226.52110000MJ0159248M  北京市源成心理健康支

持服务中心 

227.52110000MJ0159854C  北京启慧心理健康服务

中心 

228.52110000MJ01610651  北京市童康脑瘫儿童康

复中心 



229.52110000MJ0161137R  北京市永朋社会组织服

务中心 

230.52110000MJ0161380L  北京恒远社会工作发展服

务中心 

231.52110000MJ0160695Y  北京中福恒缘社会工作

发展中心 

232.521100003589942065  北京赛智知识产权调解中

心 

233.52110000MJ0159547K  北京乐榆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234.52110000MJ0162519U  北京为公社会工作发展

中心 

235.52110000339785097J  北京新民社会组织能力建

设促进中心 

236.52110000MJ01619465  中关村静心安健康管理

科技创新发展中心 

237.53110000MJ01766975  北京保研公益基金会 

238.531100005530636850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 

239.53110000MJ01769888  北京永诚社区公益基金

会 

240.53110000MJ0176427J  北京用友公益基金会 



241.53110000MJ0175870H  北京凤凰健康公益基金

会 

242.53110000MJ0175889E  北京东方君公益基金会 

243.53110000357941313W  北京扶老助残基金会 

244.53110000MJ0176523U  北京长安信托公益基金

会 

245.53110000358330944W  北京德行天下公益基金

会 

246.531100005858086106  北京绿色未来环境基金会 

247.53110000MJ01770752  北京金山水公益基金会 

248.53110000MJ0176603F  北京建筑大学教育基金

会 

249.53110000078518037K  北京好未来公益基金会 

250.53110000560396744J  北京金融街慈善基金会 

251.53110000344377944K  北京育才助学公益基金会 

252.53110000MJ0177083W  北京凤归巢公益基金会 

253.53110000575154975J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校友促

进教育基金会 

254.53110000MJ01761525  北京青波公益基金会 

255.53110000358995997D  北京仁人公益基金会 

256.53110000MJ0176478T  中关村立德青年领导力

创新发展基金会 



257.53110000358996164T  北京光华之心公益基金会 

258.53110000MJ0176232Q  北京医科报公益基金会 

259.53110000MJ017654XE  北京九色光公益基金会 

260.53110000562128196B  北京培黎教育基金会 

261.53110000MJ01770084  北京笃学公益基金会 

262.53110000563603980L  北京百度公益基金会 

263.53110000MJ0177219K  北京德清公益基金会 

264.53110000MJ0176849H  北京市安和社区公益基

金会 

265.53110000MJ0177147T  北京市瑞田公益基金会 

266.53110000MJ0177024R  北京同仁公益基金会 

267.53110000074168180C  北京彩虹公益基金会 

268.53110000MJ0176056U  中关村精准医学基金会 

269.53110000MJ0176857C  北京德艺双馨公益基金

会 

270.53110000MJ0175942A  北京厚爱关节健康公益

基金会 

271.53110000MJ01769963  北京人人关爱健康公益

基金会 

272.53110000318381552N  北京市光明慈善基金会 

273.53110000MJ01765744  北京创元慈善基金会 

274.531100005548012567  北京长江药学发展基金会 



275.53110000500303294K  北京老舍文艺基金会 

276.53110000MJ0176064N  北京王式廓艺术基金会 

277.53110000MJ017603X1  北京新康公益基金会 

278.53110000MJ01765151  北京隋建国艺术基金会 

279.53110000MJ0176881W  北京易明慈善基金会 

280.531100003180984661  北京化成天下公益基金会 

281.53110000MJ0176224X  北京卓然公益基金会 

282.53110000MJ017697X8  北京众合公益基金会 

四、2A级社会组织（15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组织名称 

283.51110000MJ0119959M  中关村双创服务机器人

产业联盟 

284.511100003063624772  北京微电影产业协会 

285.51110000357920512L  中关村慧康运动健康产业

联盟 

286.51110000MJ0117232P  北京微创医学学会 

287.51110000500303470N  北京供销合作经济组织

协会 

288.51110000MJ0118446P  北京高校优质课程研究

会 

289.51110000500313863D  东南大学北京校友会 



290.51110000MJ0117814X  北京国际文化贸易促进

会 

291.52110000MJ0161495T  北京安康厚德社区服务

中心 

292.52110000327307135K  北京市一刻公益社区发展

服务中心 

293.52110000562120215Y  北京青年艺术团 

294.52110000MJ0158560Q  北京民屹社会工作事务

所 

295.53110000306303151Y  北京圆梦公益基金会 

296.53110000061299712R  北京市壹嘉壹慈善基金会 

297.53110000MJ0176259G  北京耿耿丹心教育公益

基金会 

五、1A级社会组织（7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组织名称 

298.51110000500306727X  北京国际公益互助协会 

299.52110000MJ0158173C  北京融合益拓社会工作

事务所 

300.52110000MJ01593364  北京良佑明音听障康复

促进中心 

301.52110000MJ01598627  北京中福盛世养老服务

中心 



302.52110000MJ0161794Q  北京三社健康社区服务

中心 

303.52110000MJ0161452D  中关村助帮医疗健康科

技创新中心 

304.53110000MJ017646XT  北京国美艺术公益基金

会 

六、暂不确定等级社会组织（3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社会组织名称 

305.52110000339851007P  北京方圆社会组织服务与

评估中心 

306.52110000348454193H  北京阳光社会组织能力

促进中心 

307.53110000344377151X  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