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我市地级市以上异地商会名单

序号 社团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行政区类别
是否已成立“新中山人

服务中心”

1 中山市台州商会 51442000559177202K 地级 是

2 中山市安徽商会 514420005591980700 省级 是

3 中山市肇庆商会 51442000562569178F 地级 是

4 中山市温州商会 51442000564523712T 地级 是

5 中山市宁波商会 51442000566616357L 地级 是

6 中山市泸州商会 51442000566683736N 地级 是

7 中山市客家商会 51442000568264850M 俗称 是

8 中山市福建商会 51442000568263305C 省级 是

9 中山市潮汕商会 51442000568291832B 俗称 是

10 中山市茂名商会 514420005764252556 地级 是

11 中山市邵阳商会 514420005863526196 地级 是

12 中山市广西商会 5144200058638563X3 省级 是

13 中山市汕尾商会 514420005901117542 地级 是

14 中山市湖南商会 5144200059746371XK 省级 是

15 中山市江苏商会 51442000598916303D 省级 是

16 中山市浙江商会 51442000053721493T 省级 否

17 中山市清远商会 5144200005538497XU 地级 是

18 中山市揭阳商会 514420000553887942 地级 是

19 中山市湖北商会 51442000056849484B 省级 是

20 中山市河南商会 51442000058510855E 省级 是

21 中山市金华商会 514420000585139684 地级 是

22 中山市贵州商会 51442000058547252W 省级 是



序号 社团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行政区类别
是否已成立“新中山人

服务中心”

23 中山市惠州商会 51442000058566816F 地级 是

24 中山市江西商会 51442000061518559A 省级 是

25 中山市黑龙江商会 51442000081097683E 省级 是

26 中山市山西商会 5144200008450132X6 省级 是

27 中山市陕西商会 51442000097208245P 省级 是

28 中山市河源商会 51442000094216979M 地级 是

29 中山市湖北恩施商会 514420000942794272 地级 是

30 中山市宜宾商会 51442000094281893H 地级 是

31 中山市江西赣州商会 514420003105572341 地级 是

32 中山市韶关商会 51442000336454321D 地级 否

33 中山市四川商会 5144200033640974XA 省级 否

34 中山市江西抚州商会 51442000341552348C 地级 否

35 中山市阳江商会 51442000MJM5100180 地级 否

36 中山市湖南郴州商会 51442000MJM5100698 地级 否

37 中山市湖南湘潭商会 51442000MJM5101224 地级 否

38 中山市四川达州商会 51442000MJM510595B 地级 否

39 中山市海南商会 51442000MJM510747P 省级 否

40 中山市四川绵阳商会 51442000MJM5108356 地级 否

41 中山市湖南常德商会 51442000MJM51094X7 地级 否

42 中山市湖北随州商会 51442000MJM511125L 市级 否



附件 2

新中山人服务中心牌匾制作样式

牌匾尺寸规格为 60 厘米（长）*40 厘米（宽），牌匾背景颜

色为金色，字体为黑色，样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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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异地商会
新中山人服务中心管理制度（范本）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异地商会新中山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本

中心”）是中山市 XX 商会内设的办事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

其法律责任由所属商会承担。

第二条 本中心严格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

遵守社会道德风尚，以服务社会、服务 XX 籍务工人员为宗

旨，提供扶危济困、技能培训、就业辅导、情绪疏导、矛盾

调解等方面的服务。（注：宗旨可以结合新中山人服务中心

业务范围进行具体化。）

第三条 本中心是异地务工人员自我组织、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在商会的领导下开

展活动，接受商会的监督和管理，并接受中山市民政局监督

管理和中山市人民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指导。

第四条 本中心的活动区域为广东省中山市。

第五条 本中心的办公住所为广东省中山市 XXXXX。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本中心主要为在中山务工的同乡提供志愿互

助、文体活动、综合事务、社区联谊、扶危济困、技能培训、

就业辅导、情绪疏导、调节矛盾、信息反馈等方面的服务，



促进 XX 籍异地务工人员更好地融入中山。

第七条 本中心可结合实际需要，搭建以下服务平台：

（一）劳动就业服务平台。主要是解决会员企业招工难

及外来务工人员就业难两大难题，设立人才库与企业招聘

库，衔接双方需求，定期定点培训外来务工人员。

（二）民生事务服务平台。为会员和原籍来中山务工人

员,协助办理积分制入学、社保、暂住证、居住证、计生等

服务。

（三）法律援助服务平台。主要为会员和原籍来中山务

工人员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和提供法律援助，普及法律知识，

增强法律意识，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利益，从源头上化解、

减少、控制矛盾纠纷。

（四）创业孵化服务平台。整合商会会员企业资源，充

分发挥资源优势，为异地务工人员创业提供项目策划、创业

培训、开业指导、经营决策、专家咨询、市场营销等服务。

（五）社会公益服务平台。通过设立慈善专项资金和组

建商会志愿者队伍，对原籍来中山务工人员或本地社会特困

群体提供助学、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性服务。

（六）信息交流沟通平台。利用商会广泛覆盖的会员网

络，收集整理并反映原籍老乡在中山务工人员的诉求，加强

与市有关部门、企业以及其他商会的沟通与联系，协助解决

有关问题。



第三章 组织结构

第八条 本中心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主任、副

主任由商会秘书处推荐，报商会理事会批准后产生或者直接

由商会理事会决定产生。

第九条 本中心的主任、副主任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二）热心社会公共事业；

（三）最高任职年龄不得超过 70 周岁；

（四）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五）未受到任何刑事处罚；

（六）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条 本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中心在主任领导下组

织开展工作，副主任协助主任开展工作。本中心主任、副主

任的任期由商会理事会决定，但不能超过本届理事会的任

期。

第十一条 本中心由主任、副主任组成主任会议。本中

心的重大工作决议，必须经主任会议审核后报商会理事会审

议通过。

第十二条 本中心工作人员以商会专职工作人员为主

体，以商会兼职人员为辅，以商会志愿者队伍为依托，形成

专兼结合的工作人员队伍。

第十三条 本中心应以商会办公场所为主阵地，同时可



在全市 24 个镇区设立若干个片区，分设若干个联络点，每

一个或若干片区由 1 名副主任负责，采取分片挂点，每项具

体工作由商会统筹指定会员企业或专兼职人员具体落实，形

成纵横交错、上下联动的网格化服务形态。

第四章 内部管理

第十四条 本中心的办公经费来源于商会经费、政府扶

持资金、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会员企业或社会力量自愿

捐赠、利息收入以及其他合法收入。

第十五条 本中心为公益性组织，无偿向服务对象提供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劳务费等实务性支出由中心的办公经

费承担。

第十六条 本中心活动经费的支出从严控制，定期向会

长办公会议、理事会及会员大会报告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办公

经费的收支情况，接受商会会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的监

督和检查。

第十七条 本中心的财务管理纳入商会的财务管理，中

心资产归商会所有。中心的财务管理必须接受商会的指导与

监督。

第十八条 本中心应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会议、人

事、财务、票据等各项管理制度，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第十九条 本中心应与政府部门主动沟通，与会员企业

紧密联系，与社会力量加强合作，与务工人员、帮扶对象定



向联络，形成协同合作的有机体。

第二十条 本中心若擅自或违法开展活动，损害商会声

誉的，所属商会视情节严重情况可对其采取通报批评、责令

限期整改、撤换主要负责人等措施。商会也可视情况报市民

政局依法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国家相关法规和本商会章程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的修改，须经商会理事会通过。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自商会理事会通过之日起施行，由

中山市 XX 商会负责解释并监督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