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社会组织党〔2015〕261 号 
 

 

 

中共深圳市社会组织委员会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关于派驻市级行业协会第一书记的通知 

 

各市级行业协会： 

根据中办《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加大行业协会党组织组建力度，12 月 6 日，市委组织

部专门召开“选派两新组织党组织第一书记和党建组织员工作协

调会议”，面向市级行业协会选派 18 名党组织“第一书记”，具体

负责市级行业协会党建工作。为扎实推进市级行业协会党建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派方式 

中共深圳市社会组织委员会 
文件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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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协会“第一书记”，由市委组织部从市直机关在职和退休

党员干部中选派，每名具体负责指导一个大类行业协会党建工作

（具体分类详见附件），第一书记派驻时间为 1 年。 

二、“第一书记”工作职责 

1、组建党的组织，积极主动地在市级行业协会中建立党的

组织，消除党建工作“空白点”和“盲区”，力争实现党的组织和党

的工作全覆盖。 

2、开展党的工作，改进党组织设置形式、党的活动方式，

做好党员管理、教育和服务工作，引导党员亮明身份、发挥作用。

帮助行业协会建立党员学习教育活动阵地，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

度。培养和选拔党务干部。 

3、引导党组织和党员发挥作用，不断创新和优化党组织的

服务功能，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协会从业人员立足

岗位建功业，攻坚克难促发展，促进行业协会在深圳努力建成现

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 

三、有关要求 

1、积极配合“第一书记”开展工作。请未组建党组织的市级

行业协会，根据所在行业协会类别，主动联系派驻“第一书记”，

配合做好各项工作。请派驻点的党组织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积极

协助“第一书记”抓好所在类别行业协会的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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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真做好摸底调查。请各市级行业协会对秘书处、会员

企业特别是理事会成员单位的党建情况进行一次详细摸底调查，

切实摸清所在行业协会党组织和党员情况。12 月份，市社会组

织党委将分类组织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听取各行业协会摸底调

查情况报告。 

3、及时建立党的组织、开展党的工作。凡是在理事会成员、

监事会成员和专职工作人员中有 3 名以上正式党员的行业协会，

都要按照党章规定，分别设立党委、总支、支部。行业特征明显、

管理体系健全的行业，应当依托行业协会建立行业党委（党总

支），对会员单位党建工作进行指导，发挥行业党委（党总支）

的牵头作用，把党的活动延伸到每家会员单位，增强行业党建工

作凝聚力和影响力。 

 

附件：《未组建党组织的市级行业协会分类名单》 

 

 

中共深圳市社会组织委员会   深圳市社会组织管理局 

                                 2016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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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未组建党组织的市级行业协会分类名单 

一、金融服务类行业协会（共 19 家） 

深圳外资金融机构同业公会 

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 

深圳市中小企业信用互助协会 

深圳市期货同业协会 

深圳市国际投融资商会 

深圳市信用担保同业公会 

深圳市私募基金协会（原名称：深圳市金融顾问协会） 

深圳市金融服务外包协会 

深圳市投资基金同业公会 

深圳市商用密码行业协会 

深圳市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协会 

深圳市货币兑换行业协会 

深圳市银行卡收单行业协会 

深圳市科技金融促进会 

深圳市众筹同业公会 

深圳市众筹协会 

深圳市中小企业投融资商会 

深圳市融资租赁行业协会 

深圳市金融商会 

 

派驻第一书记：陈  伟（13802218218）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秘书

处调研员、局机关党委委员     

派驻点：深圳市小额贷款行业党委（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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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时代科技大厦 7 楼 708 单元） 

 

二、电子信息类行业协会（共 17 家） 

深圳市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深圳信息软件协会 

深圳市信息网络促进会 

深圳市信息工程协会 

深圳市数字电视产业协会 

深圳市移动通信联合会 

深圳市线路板行业协会 

深圳市电子装备产业协会 

深圳市汽车电子行业协会 

深圳市电子信息产业联合会 

深圳市电子印章行业协会 

深圳市电子烟行业协会 

深圳市移动通信服务代理商行业协会 

深圳市中小电子企业发展促进会 

深圳市商用显示系统产业促进会 

深圳市商用液晶显示行业协会 

深圳市教育信息化同业公会 

派驻第一书记：肖  伟（13802286383）中共深圳市委党校副巡

视员（退休） 

派驻点：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党支部（深圳市福田区大中华交

易广场东座 3015-3016） 

 

三、互联网类行业协会（共 17 家） 

深圳市通信与互联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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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互联网技术应用协会 

深圳市电子商务协会 

深圳市云计算产业协会 

深圳市网络文化市场协会 

深圳市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协会 

深圳市网商协会 

深圳市移动互联网促进会 

深圳市智慧家庭协会 

深圳市网络与信息安全行业协会 

深圳市互联网贸易交流协会 

深圳市大数据产业发展促进会 

深圳市互联网金融商会 

深圳市微商协会 

深圳市中小企业电子商务促进会 

深圳市多媒体行业协会 

深圳市移动电商行业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黄新山（13802701989）市政府法制办公室（市

法律顾问室）巡视员（退休） 

    派驻点：深圳市计算机行业协会党支部（深圳市南山科技园科

发路 3 号长城大厦 4 楼 411 室） 

 

四、 技术创新类行业协会（共 15 家） 

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协会 

深圳市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促进会 

深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 

深圳市科技中介同业公会 

深圳市半导体照明产业发展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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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科技咨询服务协会 

深圳市防静电行业协会 

深圳市科技服务业协会 

深圳产学研合作促进会 

深圳市移动终端技术应用协会 

深圳国防科技工业协会 

深圳市微波通信技术应用行业协会 

深圳市摄像头行业协会 

深圳市育山科技协会 

深圳市技术创业服务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张定坤（18926782678）市纪委副局级纪检员（退

休） 

派 驻 点 ： 深 圳 市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促 进 会 党 委 ( 筹 )               

(福田区新闻路 57 号侨福大厦办公楼 9A) 

 

五、 建筑建材类（共 17 家） 

深圳市水泥及制品协会 

深圳市建材行业协会 

深圳市建筑产业化协会 

深圳市橱柜协会 

深圳市室内装饰材料供应商协会 

深圳市供排水行业协会 

深圳市建筑脚手架协会 

深圳市软装行业协会 

深圳市钢材流通行业协会 

深圳市室内建筑设计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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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房地产投资协会 

深圳市墙纸墙布行业协会 

深圳市城市更新开发企业协会 

深圳市建筑电气与智能化协会 

深圳市家装家居行业协会 

深圳市工程担保行业协会 

深圳市室内装饰行业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胡  捷（13602509211）市检察院巡视员（在职） 

派驻点：深圳市监理工程师协会党委（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

然六路雪松大厦 B 座 4E） 

 

六、 健康产业类（共 16 家） 

深圳市医药行业协会 

深圳市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深圳市保健协会 

深圳市茶业协会 

深圳市茶叶流通协会 

深圳市葡萄酒行业协会 

深圳市药品零售流通行业协会 

深圳市健身行业协会 

深圳市心理健康行业协会 

深圳市绿色农业发展促进会 

深圳市智慧健康服务行业协会 

深圳市健康产业协会 

深圳市非公立医疗机构行业协会  

深圳市茶行业同业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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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智慧医疗协会 

深圳市辅助器具行业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卢  丽（13823219198）市发改委价格处调研员

（在职） 

    派驻点：深圳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会党支部（深圳市福田区新

洲十一街万基商务大厦 25 楼） 

 

七、 现代物流类行业协会（共 17 家） 

深圳市航空业协会 

深圳市国际货运代理协会 

深圳海运协会 

深圳港口协会 

深圳市道路运输协会 

深圳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 

深圳市国际采购与物流配送协会（原深圳市国际配送协会） 

深圳市二手车流通协会 

深圳市机动车检验协会 

深圳市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行业协会 

深圳市标识行业协会 

深圳市公路货运与物流行业协会 

深圳市快递行业协会 

深圳市配送行业协会 

深圳市车辆技术与检测行业协会 

深圳市汽车租赁行业协会 

深圳市旅游包车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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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驻第一书记：张瑞洪（13922851610）市交通运输委大鹏交通

运输局调研员（在职） 

    派驻点：深圳市出租汽车协会党支部（深圳市福田区滨河路 229

号海安大厦 15 楼 1510 室） 

 

八、 绿色环保类行业协会（共 15 家） 

深圳市环卫清洁行业协会 

深圳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深圳市节能协会 

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 

深圳市循环经济协会（原深圳市绿色人居协会） 

深圳市绿色低碳科技促进会 

深圳市交通清洁能源应用促进会 

深圳市白蚁防治行业协会 

深圳市虫鼠防治协会 

深圳市餐饮具消毒协会 

深圳市餐厨废弃物处理行业协会 

深圳市暖通净化行业协会 

深圳市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行业协会 

深圳市再生资源行业协会 

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赖葆松（18603000200）市人居环境委政策法规

处调研员（在职） 

    派驻点：深圳市净水产业协会党支部（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立

交桥西北侧新洲广场华丰大厦 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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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食品安全类行业协会（共 20 家） 

深圳市水产行业协会 

深圳市奶业协会 

深圳市畜禽肉品批发商会 

深圳进口冷冻食品经营者协会 

深圳市食用菌行业协会 

深圳市粮食行业协会 

深圳市蔬菜批发协会 

深圳市进出口水生动物及产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干货批发协会 

深圳市果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绿色食品发展促进会 

深圳市粮油行业协会 

深圳市食品工业协会 

深圳市大豆制品商会 

深圳市冷冻食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豆制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肉类批发零售行业协会 

深圳市牲畜屠宰批发行业协会 

深圳市桶装水经销商行业协会 

深圳市豆制品同业公会 

 

派驻第一书记：张汉中（13602579381）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生产安全监管处调研员（在职） 

    派驻点：深圳市食品行业协会党支部（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益

华大厦 A 栋 505、50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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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文化创意类行业协会（共 19 家） 

深圳市广告协会 

深圳市出版业协会 

深圳市影视动画行业协会 

深圳市电影发行放映协会 

深圳市文化产品进出口行业协会 

深圳市创意品牌促进会 

深圳市形象设计行业协会 

深圳市文化艺术培训行业协会 

深圳市演出行业协会 

深圳市广播影视协会 

深圳市时尚文化创意协会 

深圳市文化创意行业协会 

深圳市时尚服饰设计行业协会 

深圳市沉香行业协会 

深圳市舞台美术行业协会 

深圳时尚创意产业发展协会 

深圳市商业美术设计促进会 

深圳市旗袍文化艺术行业协会 

深圳市手工文化产业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邓孟忠（13602653083）深圳广播电视大学党委

书记、校长（退休） 

    派驻点：深圳市民俗摄影协会党支部(莲塘国威路鹏兴花园一期

综合楼 2 楼) 

 

十一、 先进制造类行业协会（共 1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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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行车记录仪行业协会 

深圳市汽车行业协会 

深圳市机械行业协会 

深圳市特种设备行业协会 

深圳市汽车配件用品商会 

深圳市家用电器行业协会 

深圳市旧机电设备行业协会 

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 

深圳市自行车行业协会 

深圳市工程机械经营商会 

深圳市制冷行业协会 

深圳市特种技术装备协会 

深圳市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 

深圳市单片机行业协会 

深圳市暖通空调行业协会 

深圳市数码配件行业协会 

深圳市不锈钢紧固件行业协会 

深圳市连接器行业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伍  斌（13714728928）深圳市国资委巡视员（退

休） 

派驻点：深圳市工业总会联合党委（筹）（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南光大厦 1018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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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优势传统类行业协会（共 20 家） 

 深圳市包装行业协会 

深圳市纺织行业协会 

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 

深圳市眼镜同业公会 

深圳市礼品流通行业协会 

深圳市陶瓷行业协会 

深圳市眼镜行业协会 

深圳市珍珠行业协会 

深圳市塑胶原料同业公会 

深圳市黄金玉石珠宝商会 

深圳市制服行业协会 

深圳市酒店用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酒店用品商会 

深圳市家具商会 

深圳市鞋业商会 

深圳市锁具维修行业协会 

深圳市金银珠宝创意产业协会 

深圳市印章协会 

深圳市酒店行业协会 

深圳市商用厨具行业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周伟光（13332938128）市政协机关副巡视员（退

休） 

派驻点：深圳市装饰行业协会党支部(福田保税区广兰道 6 号深

装总大厦 A 座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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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新兴战略产业类行业协会（共 11 家） 

深圳市新能源行业协会 

深圳市智慧安防商会 

深圳市电力行业协会 

深圳市电力服务商会 

深圳市区域经济协作促进会 

深圳市跨境电商供应链服务协会 

深圳市智慧交通产业促进会 

深圳市生命科学行业协会 

深圳市新丝路经贸商会 

深圳市企业并购促进会 

深圳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创新发展促进会 

 

派驻第一书记：陈元致（18129912366）市委直属机关工委副书

记、副巡视员（退休） 

派驻点：深圳市高分子行业协会党委(南山区科苑南路武汉大学

A403) 

 

十四、 未来产业类行业协会（共 12 家） 

深圳市虚拟现实产业联合会 

深圳市无船承运人协会 

深圳市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协会 

深圳市智能穿戴行业协会 

深圳市智能装备产业协会 

深圳市航空航天产业协会 

深圳市虚拟现实行业协会 

深圳市邮轮游艇产业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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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 

深圳市智能交通行业协会 

深圳市智慧城市产业协会 

深圳市游艇帆船行业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孙永丽（13392812136）市中级人民法院副巡视

员（退休） 

    派驻点：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党支部（筹）（深圳市福田区沙

头街道深南中路 6025 号英龙大厦 4 楼 405 室） 

 

十五、 商务服务类行业协会（共 18 家） 

深圳市会议展览业协会 

深圳市模特服务业协会 

深圳市婚庆同业公会 

深圳市品牌促进会 

深圳市现代服务外包产业促进会 

深圳市国际会展合作促进会 

深圳市海洋石油服务企业协会 

深圳市 IT 服务商协会 

深圳市深商总会 

深圳市代理记账行业协会 

深圳市商业保理协会 

深圳市商务代理行业协会 

深圳市财税服务行业协会 

深圳市企业评价协会 

深圳市管理咨询行业协会 

深圳市企业诚信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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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电脑经销商商会 

深圳市信用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张占恒（13922861968）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经理

（退休） 

    派驻点：深圳市商业联合会党支部（深圳市福田区莲花支路 1

号公交大厦主楼 18 楼） 

 

十六、 生活服务类行业协会（共 17 家） 

深圳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原名称：深圳市汽车摩托车维修行业协

会） 

深圳市旅游协会 

深圳市服务行业协会 

深圳市婴童用品商会 

深圳市婚庆行业协会 

深圳市宠物医疗协会 

深圳市家政服务行业协会 

深圳市家居文化用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美容行业协会 

深圳市团餐行业协会 

深圳市美发美妆行业协会 

深圳市房屋租赁行业协会 

深圳市心理咨询行业协会 

深圳市呼叫中心行业协会 

深圳市教育培训行业协会 

深圳市高空清洗行业协会 

深圳市火车票务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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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驻第一书记：马  俊（13602631766）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市

委改革办）综合一处调研员（在职） 

    派驻点：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联合党委（罗湖区深南东路 2001

号鸿昌广场 52 楼） 

 

十七、 质量创新类行业协会（共 10 家） 

深圳市质量检验协会 

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 

深圳市认证认可协会（原深圳市认证同业公会） 

深圳市商标协会 

深圳市专利协会 

深圳市民防协会 

深圳市危险化学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工程爆破协会 

深圳市监控化学品协会 

深圳市安全生产技术服务业协会 

 

派驻第一书记：郭晓渝（13902915253）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巡视员（享受正局级退休 ） 

派驻点：深圳市质量创新社会组织联合党委（南山区龙珠大道

92 号市计量质量监测研究院 6 号楼） 

 

十八、 市统战类和服务贸易类社会组织（共 29 家） 

深圳市天主教爱国会 

深圳市民族团结发展促进会 

深圳市伊斯兰教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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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深圳市基督教协会 

深圳市侨商国际联合会 

深圳市海外交流协会 

深圳市佛教协会 

深圳市归侨侨眷企业家联合会 

深圳市知识界人士联谊会 

深圳市海外经济文化促进会 

深圳市宗教文化研究会 

深圳市潮青联谊会 

深圳市道教协会 

深圳市莲花生命关怀志愿者协会 

深圳市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 

深圳市欧美同学会 

深圳市宗教文化交流协会 

深圳市海外归国人员创业协会 

深圳海外联络中心 

深圳市清真食品行业协会 

深圳市乡镇企业协会 

深圳市石油化工行业协会 

深圳世界贸易中心会 

深圳市股份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 

深圳市国际贸易货主协会 

深圳市国际经济合作促进会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 

深圳市休闲船艇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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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驻第一书记：李燕晨（13802706909）市委统战部副巡视员（在

职） 

派驻点：深圳市市侨媛协会党支部（深圳市上步中路 1023 号市

府二办 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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