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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撤销登记社会组织《事先告知书》通知 

的公告 
 

经核查，下列社会组织存在连续两年以上未按照规定参加社

会组织年度检查、未按照登记证书核准的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等情

况，违反了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

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相关条款。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罚则相关规定，我局拟

对下列 105家社会组织作出撤销登记的行政处罚。现依法在中宁

县电视台、中宁县政务服务网、中宁县民政局微信公众平台公告

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被公告的

社会组织应到中宁县民政局社会组织办公室领取《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电话 0955-5032077），逾期即视为送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当事人享

有以下权利：1、陈述和申辨权；2、听证权。需陈述、申辨以及

听证的，可在公告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本机关提出书面申请，逾

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特此公告。  

附：拟撤销登记社会组织名单 

中宁县民政局  

2018 年 11 月 8日  

 



 

2 
 

附件 

拟撤销登记社会组织名单 
序 
号 

社会组织名称 
统一信用代码     
（登记证号） 

处罚

结果 业务主管部门 

1 渠口农场用水协会 0514 撤销 渠口农场 

2 曹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9915 撤销 恩和镇 

3 华寺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983A 撤销 恩和镇 

4 河滩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975F 撤销 恩和镇 

5 恩和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9247 撤销 恩和镇 

6 
恩和镇林场农民用水协

会 
51640521MJX389959R 撤销 恩和镇 

7 
沙滩刘桥村农民用水协

会 
51640521MJX3899322 撤销 恩和镇 

8 
上庄村、秦庄村农民用

水协会 
51640521MJX389967L 撤销 恩和镇 

9 铁渠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481P 撤销 舟塔乡 

10 潘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190L 撤销 舟塔乡 

11 孔滩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537T 撤销 舟塔乡 

12 黄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902044 撤销 舟塔乡 

13 鸣沙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895U 撤销 鸣沙镇 

14 新胜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30XG 撤销 宁安镇 

15 新建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318G 撤销 宁安镇 

16 古城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22XW 撤销 宁安镇 

17 宁安镇白桥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254J 撤销 宁安镇 



 

3 
 

18 新堡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1664 撤销 新堡镇 

19 肖闸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174Y 撤销 新堡镇 

20 创业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182R 撤销 新堡镇 

21 刘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123N 撤销 新堡镇 

22 宋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131H 撤销 新堡镇 

23 毛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14X9 撤销 新堡镇 

24 南湾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094B 撤销 新堡镇 

25 盖湾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1071 撤销 新堡镇 

26 刘庙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115U 撤销 新堡镇 

27 吴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078M 撤销 新堡镇 

28 刘庄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086G 撤销 新堡镇 

29 黄营村农民用水协会 0639 撤销 鸣沙镇 

30 倪丁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668N 撤销 石空镇 

31 太平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684C 撤销 石空镇 

32 新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713P 撤销 石空镇 

33 王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6927 撤销 石空镇 

34 童庄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705W 撤销 石空镇 

35 枣一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676H 撤销 石空镇 

36 枣二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7565 撤销 石空镇 

37 高山寺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721J 撤销 石空镇 

38 永兴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57X3 撤销 余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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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黄羊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5883 撤销 余丁乡 

40 余丁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553G 撤销 余丁乡 

41 金沙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609K 撤销 余丁乡 

42 
余丁乡石空村农民用水

协会 
51640521MJX389561B 撤销 余丁乡 

43 时庄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7640 撤销 余丁乡 

44 二道渠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908H 撤销 鸣沙镇 

45 五道渠村农民用水协会 0658 撤销 鸣沙镇 

46 薛营村农民用水协会 0659 撤销 鸣沙镇 

47 朱路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8609 撤销 白马乡 

48 三道湖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836Q 撤销 白马乡 

49 白马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902712 撤销 白马乡 

50 彰恩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828X 撤销 白马乡 

51 白路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9001X7 撤销 白马乡 

52 上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90247H 撤销 舟塔乡 

53 朱台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940W 撤销 恩和镇 

54 长滩村农民用水协会 0677 撤销 鸣沙镇 

55 营盘滩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326B 撤销 宁安镇 

56 石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238W 撤销 宁安镇 

57 南桥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2895 撤销 宁安镇 

58 郭庄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246P 撤销 宁安镇 

59 殷庄村农民用水协会 0687 撤销 宁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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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黄滨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2115 撤销 宁安镇 

61 洼路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318G 撤销 宁安镇 

62 莫咀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262D 撤销 宁安镇 

63 东华村农民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422L 撤销 宁安镇 

64 马塘开发区用水协会 0707 撤销 喊叫水乡 

65 轿子山林场用水协会 0716 撤销 林业局 

66 宁安镇林场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6334 撤销 宁安镇 

67 舟塔乡林场用水协会 51640521MJX389780M 撤销 舟塔乡 

68 清水河林场用水协会 0714 撤销 林业局 

69 
舟塔乡田滩村农民用水

协会 
51640521MJX3895103 撤销 舟塔乡 

70 
舟塔乡靳崖村农民用水

协会 
51640521MJX389473W 撤销 舟塔乡 

71 
舟塔乡舟塔村农民用水

协会 
51640521MJX390255C 撤销 舟塔乡 

72 
舟塔乡长桥村农民用水

协会 
51640521MJX3894577 撤销 舟塔乡 

73 
舟塔乡康滩村农民用水

协会 
51640521MJX3894652 撤销 舟塔乡 

74 
石空镇张台村农民用水

协会 
51640521MJX38973XA 撤销 石空镇 

75 
中宁县杞海村资金发展

互助社 
51640521MJX390538L 撤销 扶贫办 

76 
中宁县红湾新村村资金

发展互助社 
51640521MJX390546F 撤销 扶贫办 

77 
中宁县喊叫水乡周段头
村村资金发展互助社 

51640521MJX390714H 撤销 扶贫办 

78 
中宁县喊叫水乡麦垛新
村村资金发展互助社 

51640521MJX390589W 撤销 扶贫办 

79 
中宁县喊叫水乡康湾新
村村资金发展互助社 

51640521MJX390597P 撤销 扶贫办 

80 
中宁县喊叫水乡五丰台
村村资金发展互助社 

51640521MJX390642Q 撤销 扶贫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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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中宁县喊叫水乡周沟村

资金互助社 
51640521MJX391282D 撤销 扶贫办 

82 
徐套乡白圈子村村级发

展资金互助社 
0923 撤销 扶贫办 

83 
喊叫水乡田套子村村级

资金互助社 
Z1504 撤销 扶贫办 

84 
喊叫水乡周马庄子村发

展资金互助社 
0925 撤销 扶贫办 

85 高岭村发展资金互助社 1005 撤销 扶贫办 

86 
大战场镇清河村发展资

金互助社 
1008 撤销 扶贫办 

87 
大战场镇东盛村发展资

金互助社 
1009 撤销 扶贫办 

88 
徐套乡白套村发展资金

互助社 
1011 撤销 扶贫办 

89 
喊叫水乡贺口子村资金

互助社 
1013 撤销 扶贫办 

90 
喊叫水乡硷台子村资金

互助社 
1309 撤销 扶贫办 

91 
喊叫水乡石泉村资金互

助社 
Z1404 撤销 扶贫办 

92 
喊叫水乡北沿口村资金

互助社 
Z1405 撤销 扶贫办 

93 
喊叫水乡北沟沿村资金

互助社 
Z1406 撤销 扶贫办 

94 
中宁县喊叫水乡上庄子

村资金互助社 
51640521MJX3911271 撤销 扶贫办 

95 
中宁县个体私营企业协

会 
200016 撤销 

市场监督管理

局 

96 
中宁县团钵郎畜禽养殖

协会 
51640521MJX389414R 撤销 农牧局 

97 中宁县消费者协会 51640521MJX390706N 撤销 
市场监督管理

局 

98 中宁县质量技术协会 51640521MJX390757Y 撤销 
市场监督管理

局 

99 
中宁县枸杞同防同治协

会 
51640521MJX3905700 撤销 枸杞局 

100 
中宁县新堡镇农村劳务

输出协会 
51640521MJX391047D 撤销 新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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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中宁县物业服务行业协

会 
51640521MJX3910633 撤销 

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 

102 中宁县物流联盟协会 51640521MJX391071X 撤销 
商务和经济技

术合作局 

103 
红苑社区残疾人阳光家

园托养服务中心 
52640521MJX392525M 撤销 残联 

104 
利民社区残疾人阳光家

园托养服务中心 
52640521MJX392541B 撤销 残联 

105 
中宁县宁安镇杞乡风韵

艺术团 
52640521MJX39255X3 撤销 宁安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