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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市属社会组织网格化管理员责任分工表
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人 网格员

1 中卫市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宁钢大道西侧四季鲜市场 24＃楼 王志刚

林致华

2 中卫市瓜菜育苗联合会 中卫市新阳光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硒砂瓜种苗生产基地 张怀生

3 中卫市梨枣协会 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镇涝池村 张旭兰

4 中卫市农业产业发展促进会 中卫市文萃南路美利东方明珠 10＃ 任占龙

5 中卫市农产品流通商会 中卫市永康镇永乐村 尹青林

6 中卫市水产行业商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四季鲜市场 22A－05号 屈海波

7 中卫市食品行业商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怀远南路黄河花园三期 29号 赵建军

8 中卫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南苑东路 192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三楼） 蔡国海

9 中卫市民间商会 中卫市行政中心办公楼 258室 周红

10 中卫市物流商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刘台村砖塔村路口 焦建华

11 中卫市义工联合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五里村社区 薛刚

12 中卫市有机食品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蔡桥新村北门 6号 吴光亮

13 中卫市中小微企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全民创业城Ｄ2－110号 陈振荣

14 中卫市篮球协会 世和天和传媒公司五楼 王世奎

15 中卫市建筑建材装饰商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四季鲜农贸批发市场 11号楼 C05室 朱治平

16 中卫市台球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 253３号云顶台球俱乐部内 邵全力

17 中卫市农民经纪人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东街供销社综合楼 高峰



7

18 中卫市酒店商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安泰宾馆后院二楼办公室 刘波

常力群

19 中卫市香山硒砂瓜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人民政府西排 杨飞

20 中卫市化学品安全协会 宁夏紫光天化蛋氨酸有限责任公司 杨君奎

21 中卫市道教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龙宫庙内 张生智

22 中卫市足球协会 中卫市体育馆 魏扬

23 中卫市互联网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新花园９－７号 孙静

24 中卫市爱心志愿者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朝阳路３号 鲍福荣

25 中卫市农业物联网行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政府东边 万立军

26 中卫市人民警察互助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平安大道２３号 盛建宁

27 中卫市健身气功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滨河城市花园社区 王玉先

28 中卫市太极拳协会 中卫市体育中心 贺凤霞

29 中卫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五里村教堂 申福领

30 中卫市基督教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五里村教堂 黄全财

31 中卫市毽球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向阳Ａ区３号楼２１１ 张晶

32 中卫市佛教协会 中卫市高庙保安寺 释存圣

33 中卫市爱心慈善救助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美丽嘉天下 闻秀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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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中卫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 中卫市中心血站 牛金海

张越

35 中卫市女法官协会 中卫市法院 乔生彪

36 中卫市法官协会 中卫市法院 高仙霞

37 中卫市无党派知识分子联谊会 中卫市行政中心 636 冯玉森

38 中卫市青年联合会 行政中心团市委 高祖霖

39 中卫市学生联合会 行政中心团市委 高祖霖

40 中卫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行政中心团市委 赵金田

41 中卫市建筑联合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平安东路 21号 祝永红

42 中卫市女商商会 中卫市城区阳光家园营业房Ｂ段 42房 曹慧萍

43 中卫市水利学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萃南路中卫市水务局办公楼 王学贤

44 中卫市苹果产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永康镇双达村 王 英

45 中卫市业余无线电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 073号 王玉龙

46 中卫市反邪教协会 中卫市行政中心 356室 马建华

47 中卫市观赏石协会 中卫市建安工程有限公司办公楼２楼（沙桥头向西 500米） 李宗贤

48 中卫市妇女创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众一山水城东南角 李秀莲

49 中卫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行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新闻传媒中心四楼 409室 莫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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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中卫市羽毛球协会 中卫市体育馆 戴晓斌

孔繁银

51 中卫市气象学会 中卫市气象局内 毛万忠

52 中卫市通信行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山街 1号 章涛

53 中卫市餐饮饭店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西街６８号四楼 郑建新

54 中卫市围棋协会 中卫市体育馆 李新泉

55 中卫市青年志愿者协会 行政中心团市委 于 洋

56 中卫市服装行业商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南苑路１３８号 董占泉

57 中卫市公安协勤人员互助协会 中卫市公安局 李军林

58 中卫市湖北商会 中卫市众一山水城２＃－１－１０２室 朱秀东

59 中卫市花卉产销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央西大道２２号 陈祥

60 中卫市爱国拥军促进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央大道西路２２号 刘宁燕

61 中卫市葡萄产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北街１６号 王有兵

62 中卫市燃气行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蔡桥新村营业房２号 汪敬堂

63 中卫市自行车运动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东街１２４号 钱彩霞

64 中卫市现代物流协会 中卫市交通局６楼 刘学

65 中卫市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联通大楼 刘忠



10

66 中卫市新媒体行业协会 沙坡头水镇Ｂ3＃3楼 汪涛

张建斌

67 中卫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水镇Ａ区 石建武

68 中卫市律师协会 中卫市司法局 刘存仓

69 中卫市收藏家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北街文化市场 王保福

70 中卫市医学会 中卫市卫生和计生局 张吉奎

71 中卫市计划生育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新区利民街 3号 谢淑慧

72 中卫市爱心车队 中卫市御景华城西门 30-4营业房 张生茂

73 中卫市电影电视家协会 中卫市新闻传媒中心 9楼 徐岱

74 中卫市残疾人创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 王治银

75 中卫市税务学会 中卫市国税局 曹斌

76 中卫市国际税收研究会 中卫市国税局 任赟

77 中卫市粮食行业协会 中卫市粮库办 张爱宁

78 中卫市金融学会 中卫市正通东路 3号 杨爱云

79 中卫市果蔬种植流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黑林村四队 拓守东

80 中卫市果蔬产销协会 中卫市东园镇赵桥村 5队 姜玉红

81 中卫市野猪养殖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 黄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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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中卫市蔬菜流通协会 中卫市镇罗镇镇西村 刘燕波

雍学恒

83 中卫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 中卫市南大街禹都花园 109营业房 黄彦定

84 中卫市租赁行业商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长城东街 282号 冯全文

85 中卫市特色农产品产销联合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宁夏红科技园 刘会琴

86 中卫市妇女手工制品协会 中卫市沙波头区迎水桥镇牛滩老村部 段伟

87 中卫市农家乐商会 中卫市沙波头区迎水镇鸣钟村三队 何少玲

88 中卫市爱心义工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福润苑小区 3号楼 19室 刘贵峰

89 中卫市矮砧密植有机苹果种植技术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政府东侧 王小亮

90 中卫市保安协会 中卫市平安路５７号 孙京玉

91 中卫市中小企业会计服务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黄河花园 16—2 王锋

92 中卫市内蒙古商会 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润利源枸杞加工厂）院内 乔文清

93 中卫市食品工业科学技术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新星村 王庆山

94 中卫市工业园区科学技术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工业园区Ａ４与Ａ６交叉口东 毕作鹏

95 中卫市信鸽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方花园 姚刚

96 中卫市摄影家协会 中卫市新闻传媒中心 913室 王恒德

97 中卫市快递行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方红小区步行街 1—111号 何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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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中卫市山地运动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体育馆 1楼 冯辉

魏娇龙

99 中卫市电子交易商务行业商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宁夏红科技园科技路 2号 赵广涛

100 中卫市古典服饰艺术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阳光大麦地文化产业园 彭加明

101 中卫市旅游志愿者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全民创业城 A2－035号 周荣伟

102 中卫市朗诵艺术协会 中卫市新墩花园社区办公楼（新墩棚户区 B区）。 张淑华

103 中卫市模特协会 宁夏中卫市世和新天地四区二楼 18号 李柏楠

104 中卫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南苑西路宜居家园Ｄ区 46号楼 904

室
马斌

105 中卫市禁毒志愿者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旅游新镇向西２公里 蒋鑫垒

106 中卫市硒产业协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怀远南街 238号 陈冬

107 中卫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沙坡头区沙坡头大道南侧黄河花园二期１号综合楼 308 晁新平

108 中卫市易制毒化学品行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阳光家园东门 41号 王恒

109 中卫市邢台商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众一山水城东侧Ｓ05＃二层营业房屋。 马天水

110 中卫市作家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新闻传媒集团大楼九楼办公室。 杨富国

111 中卫市旗袍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中卫市体育馆一楼４号 贾智军

112 中卫市巾帼家庭服务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长城东路 356号 汪丽

113 中卫市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长城东路金河三期 3＃营业房 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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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中卫市中药材专业技术协会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蔡桥新村（蔡公 013） 王玮

张浩

115 中卫市肥料行业产销协会 中卫市工业园区宁夏鸿辰有机农业开发公司院内 刘思东

116 中卫市青年创业指导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丽景街 9#营业房 王红

117 中卫市伟达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萃南路美利东方明珠 10#301号 王永伟

118 中卫市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沙坡头区蔡桥路东关新村东门口门房对面三楼 李芳

119 中卫市第三中学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南街中卫市第三中学 郭爱东

120 中卫市生定纠纷调解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世纪南路 杨生定

121 中卫市交通安全教育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萃南路 秦文学

122 中卫市社会工作服务站 中卫市社会福利院 杨莉

123 中卫市鸣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萃南路 118号 唐娟

124 中卫市延徽文化旅游产业研发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 4号 严晖

125 中卫市体育总会 中卫市体育馆 陆天华

126 中卫市墨轩书画院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南街银基 2号 杨文晓

127 中卫大河医院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西街 152号 李建军

128 中卫市云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正丰香格里 2＃1－26号 刘慧明

129 中卫市卫生消杀服务站 中卫市丰安路东路南侧中卫市疾控中心院内 孙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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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中卫市英杰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三合家园Ｂ区 22＃楼Ａ段（北面）1－4层（包括宜

居家园 46＃楼 903、904室）
马斌

马立升

131 中卫市圣贤经典文化艺术学校 中卫市高庙公园内 靳万农

132 中卫市德林书院 中卫市高庙公园内 靳万农

133 中卫市压砂瓜研究所 中卫市沙坡头区香山乡红圈子村科技服务中心 鲁长才

134 中卫市殡仪馆 中卫市东园镇黑山村北 刘福元

135 中卫市怡乐残疾人康复托养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西街沙桥头北侧 10米处 吴晓梅

136 中卫市柯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全民创业城西南角二楼 贺文龙

137 中卫市非公有制经济人才服务中心 中卫市城区阳光家园营业房Ｂ段 42房 曹慧萍

138 中卫市博慧社工服务中心 中卫市宜居家园小区沙桥村社区 曹慧萍

139 中卫市膨润土技术开发研究所 中卫市美利工业园区 王慧燕

140 中卫市悦翔农工商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大道西侧迎宾壹号 21－１号 张雪鹏

141 兰州大学中卫高新技术研究院 中卫市沙坡头区宁夏大学中卫校区Ａ座 张海霞

142 中卫市非公有制经济法律服务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怀远路东侧黄河花园三期 29＃119 王振华

143 中卫市老年公寓 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东侧 丁秀琴

144 中卫市希望公益服务中心 行政中心 316 岳学征

145 中卫市金鹰保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职业技术学校院内） 朱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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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中卫市万齐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宁钢大道与五葡路交叉路口向西 800米 万秋霞

韩婧

147 中卫市吉荣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镇牛滩村 罗皓

148 中卫市文新铜管乐团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西街十字路口文新乐器商行 刘文新

149 中卫市书画院 中卫市文化旅游市场 王 峰

150 中卫市沙坡头区蓝天幼儿园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长新南街 丁海峰

151 中卫市卫尔康残疾人托养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镇牛滩村编组站（原铁路医院） 邵建宏

152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小天使幼儿园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文化街 12号 张金春

153 中卫市华赢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镇文萃南路 83号 李春华

154 中卫市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中卫市新闻传媒中心 李和平

155 中卫市非公有制经济信用管理服务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宁夏大学中关村Ａ座 107 李壮华

156 中卫市沙坡头区剑桥第二幼儿园 中卫市沙坡头区鼓楼西街 李海

157 中卫市沙坡头区小星星幼儿园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翠南路中鹏综合 1号楼 胡万金

158 中卫市沙坡头区蓝天快乐英语学校 中卫市蔡桥路六小南侧 周斌

159 中卫市沙坡头区新世纪幼儿园 中卫市沙坡头区怀远南路 201号 陈振荣

160 中卫市沙坡头区剑桥幼儿园 中卫市沙坡头区南苑东路 146号 李海

161 中卫市沙坡头区海玮剑桥英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第三小学综合楼四楼 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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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中卫市温馨一家托养院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南街 102号 张生琴

黄媛

163 中卫市福乐老年公寓 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八字渠新村 吴晓梅

164 中卫市托福残疾儿童康复中心 中卫市社会福利院２号公寓 张海黎

165 中卫市学雷锋服务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水桥旅游新镇向西２公里处 周建民

166 中卫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宜居家园小区沙桥村社区 曹慧萍

167 中卫市清航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北街官桥花园１号商贸楼 108＃、208＃、301＃ 申永龙

168 中卫市流浪动物救助站 中卫市东园镇新北乡新星村一队 刘彩霞

169 中卫市云舟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大道迎宾壹号东门 1－106号 马德忠

170 中卫市沙坡头区小博士英语学校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山南街 103号南关商贸楼三楼 陈彩蓝

171 中卫市新思路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中卫市沙坡头区宣和镇敬农移民区兴海村兴海农场 俞红兵

172 中卫市沙坡头区阳光贝贝幼儿园 中卫市沙坡头区文昌南街 王朝武

173 中卫市草方格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祥瑞小区６号楼１单元 111室 左荣中

174 中卫市沙坡头区丑小鸭艺术学校 中卫市应理南街 王建国

175 中卫市齐心社会工作发展服务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朝阳路３号 孟繁华

176 中卫市智远压砂瓜产业发展研究院 中卫市沙坡头区鲍桥头福瑞苑 A42－23营业房 利继东

177 中卫市黄河奇石博物馆 中卫市沙坡头区应理南街沙坡头水镇 C区４号 石建武

178 中卫市特殊人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中卫市沙坡头区芙蓉街东侧壹号名邸 3号楼 817室 靳喜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