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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关于公布北京市2015年度第十七
批、2016年度第十五批、2017年度第十批、2018年度第八批 和2019年度第

三批取得非营利组织 免税资格单位名单的通知

 

发布日期：2019-12-30  来源：北京市财政局  打印  

 

京财税〔2019〕2689号

各区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各区（地区）税务局：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8〕13号）和《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国家

税务局 北京市地方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京财税〔2018〕851号）的有关

规定，经研究，现将北京市2015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十七批）、北京市2016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

单位名单（第十五批）、北京市2017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十批）、北京市2018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

的单位名单（第八批）和2019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三批）予以公布。

附件：1.北京市2015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十七批）

2.北京市2016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十五批）

3.北京市2017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十批）

4.北京市2018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八批）

5.北京市2019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三批）

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2019年12月30日

（联系人：陈欣；联系电话：55591785）

附件：1.北京市2015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十七批）

2.北京市2016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十五批）

3.北京市2017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十批）

4.北京市2018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八批）

5.北京市2019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第三批）

 

扫码查看

区财政网站

用户中心丨 丨 丨 丨手机端丨邮箱登录丨

请输入搜索内容

搜本网  一网通查

智能问答 繁體中文 无障碍 12345

首页 政务公开 政务服务 政民互动 专题栏目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mof.gov.cn/index.htm
http://www.ccgp-beijing.gov.cn/
http://czj.beijing.gov.cn/
http://czj.beijing.gov.cn/zwxx/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P020200213418806299814.doc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P020200213418806354221.doc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P020200213418806413824.doc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P020200213418806484512.doc
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tg/202002/P020200213418806549942.doc
https://bjt.beijing.gov.cn/renzheng/p/login/login.html?pubKey=MIGfMA0GCSqGSIb3DQEBAQUAA4GNADCBiQKBgQDLFtMTBAs9Dd13cObLbaGPXs66XB02TClw6y1Kdg/J7bP3i4kCK8DygnChYY1c8U/cD+vR1KGfjNgh9zZQmqp8X/+T0Q1MNdiUUWNO+xLROxFHwKC88FKp4++NU0+IEsp2e0pp/Ol/Bt3xASiInrHJvFw0akiDbhPag4EzQ7vn2wIDAQAB
http://czj.beijing.gov.cn/ydb/index.html
https://mail.beijing.gov.cn/
http://www.beijing.gov.cn/
http://www.beijing.gov.cn/jj/czjrobot/
javascript:StranBody()
http://czj.beijing.gov.cn/wza/index.htm
javascript:void(0);


关于我们 丨 网站地图 丨 法律声明 丨 建议意见

主办：北京市财政局  承办：北京市财政局信息中心

联系我们：webmaster@czj.beijing.gov.cn

网站标识：1100000092  京公网安备 11040102700057  京ICP备05083643号-3
微信公众号 政务微博

http://czj.beijing.gov.cn/wzdt/index.html
http://czj.beijing.gov.cn/flsm/202003/t20200319_1721881.html
http://www.beijing.gov.cn/hudong/yonghu/static/czj/zixun/notice.html
http://czj.beijing.gov.cn/gywm/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270E19ADBD012CBEE053022819ACE876


京财税〔2019〕2689号附件 5 

 

北京市 2019 年度取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单位名单 

（第三批） 

 

1. 北京黑龙江企业商会 

2. 北京动漫游戏产业协会 

3.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 

4. 中国聋人协会 

5. 北京如是人工智能技术研究院 

6. 中国机械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 

7. 中国手球协会 

8. 北京加速公益基金会 

9. 北京厚博孤独症人士关爱中心 

10. 全国台湾研究会 

11. 北京国科遥感技术与能源安全研究院 

12. 北京富群社会服务中心 

13.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 

14. 中关村中科科技创新发展基金会 

15. 北京亚健康防治协会 

16. 中国轴承工业协会 

17. 北京归一心传统文化传播交流中心 

18. 中国针织工业协会 



19. 北京风雨同舟残疾人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2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1. 北京市华侨事业基金会 

22. 北京小米公益基金会 

23. 中国医院协会 

24. 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 

25. 中国核仪器行业协会 

26. 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27. 中国跆拳道协会 

28. 中国展览馆协会 

29. 北京永诚社区公益基金会 

30. 北京绿化基金会 

31. 中国植物营养与肥料学会 

32.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 

33. 北京市奶业协会 

34. 北京市三露厂职工生活保障资金管理协会 

35. 北京铜陵企业商会 

36. 北京童年一课助学发展中心 

37. 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 

38. 北京百越老年病研究基金会 

39. 北京市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 

40. 北京聚善公益基金会 

41. 中国公证协会 



42. 北京金十字公益基金会 

43. 北京健和公益基金会 

44. 北京母爱联盟慈善基金会 

45. 北京市京潮公益基金会 

46. 北京杰凯心血管健康基金会 

47. 北京市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 

48. 南都公益基金会 

49. 北京萤火虫爱心公益基金会 

50. 北京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51. 北京医院协会 

52. 北京科学教育馆协会 

53. 北京艾丰经济发展研究院 

54.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 

55. 北京艺美公益基金会 

56. 北京古都学会 

57. 北京广西文化艺术促进会 

58. 中国旅游协会 

59.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 

60. 北京市美儿脊髓性肌萎缩症关爱中心 

61. 中国纺织机械协会 

62. 北京霞浦企业商会 

63. 中国融资担保业协会 

64. 北京海数网络安全技术研究中心 



65. 北京润保芳德公益基金会 

66. 北京阳光之路公益基金会 

67. 北京市众安公益基金会 

68.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 

69. 北京明慈社会组织能力建设促进中心 

70. 北京善源公益基金会 

71. 北京温州企业商会 

72. 北京蓝图公益基金会 

73.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74. 北京观唐公益基金会 

75. 北京赵炳南中医药传承基金会 

76. 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 

77. 北京华贸公益基金会 

78. 北京无国界爱心公益基金会 

79. 中国康复辅助器具协会 

80. 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81. 北京市高瓴公益基金会 

82. 北京中和公益基金会 

83. 北京潮商会 

84. 中国兽医协会 

85. 北京孙桂芝中医肿瘤研究所 

86. 北京市体育总会 

87. 北京孙桂芝公益基金会 



88. 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 

89. 北京保健品化妆品协会 

90. 中国慈善联合会 

91. 北京彤馨慈善基金会 

92. 北京华康公益基金会 

93.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 

94. 北京人防志联人民防空志愿者促进中心 

95. 北京慈润公益基金会 

96. 北京市红十字基金会 

97. 北京中伦公益基金会 

98. 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 

99. 中关村海新联新兴产业促进会 

100. 中国土地估价师与土地登记代理人协会 

101. 北京华亚艺术基金会 

102. 北京税收法制建设研究会 

103. 北京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 

104. 爱佑慈善基金会 

105. 北京信诺公益基金会 

106.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 

107. 北京区块链技术应用协会 

108. 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育基金会 

109. 北京歌路营慈善基金会 

110.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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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北京乳腺病防治学会 

112. 北京市成人教育学会 

113. 北京证券业协会 

114. 北京宏信公益基金会 

115. 北京保险中介行业协会 

116. 北京市绿色建筑促进会 

117. 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协会 

118. 中关村中美精准医学科技研究院 

119. 北京乾铭音乐公益基金会 

120. 中关村现代节能服务产业联盟 

121.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122. 北京市国际生态经济协会 

123. 中国发明协会 

124. 北京动善时新经济研究中心 

125. 北京口腔医学会 

126. 北京泰康溢彩公益基金会 

127. 北京青年创业发展促进会 

128. 中国淀粉工业协会 

129. 北京市妇女菁英企业商会 

130. 北京现代有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31. 北京爱晚公益基金会 

132. 首都民间组织发展促进会 

133. 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 



134. 吴阶平医学基金会 

135. 北京市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 

136. 北京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137. 北京弘道慈善基金会 

138. 北京市金鼎轩公益基金会 

139.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140. 中国科技大学北京校友会 

141. 中关村联新生物医药产业联盟 

142. 北京迈动健康体医融合服务中心 

143. 北京载道社工事务所 

144. 华鼎国学研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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