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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星级全国青年文明号名单 

 

与各行业系统联合开展部分 

 

法院系统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警支队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双桥人民法庭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团队 

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泗泾人民法庭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汤山人民法庭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锁金村人民法庭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栟茶人民法庭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兴仁人民法庭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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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大队 

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一庭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漳港人民法庭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禾山人民法庭 

福建省南靖县人民法院土楼人民法庭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 

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江西省赣州市赣县区人民法院江口人民法庭 

江西省乐安县人民法院鳌溪人民法庭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北园人民法庭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东郊人民法庭 

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圣井人民法庭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法院南营人民法庭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 

山东省诸城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人民法院石臼人民法庭 

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山东省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 

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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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莒南县人民法院十字路人民法庭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警总队直属一支队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民意街人民法庭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东城人民法庭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 

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法院老城人民法庭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西彭人民法庭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十陵人民法庭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人民法院故市人民法庭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车排子垦区人民法院执行局 

发展改革系统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徽局三五九处专职消防队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广东局三五三处专职消防队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南局一五四处消防队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南局一五五处消防队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宁夏局一七七处物管科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青海局二五一处专职消防队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西局一五二处消防班 

上海国储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宝山区金融服务办公室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年服务团 

浙江省支持浙商创业创新服务中心（浙江省“一带一路”

综合服务中心） 

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处 

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处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处 

青岛市市级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山东省临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荆门市漳河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圆梦天空先锋队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和运行调节处 

十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综合服务队 

湖北省粮油食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部 

湖北省襄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凤雏服务团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处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综合处 

宁夏回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固定资产投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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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系统 

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总队四惠站派出所 

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勤务指挥处 122 交通事故报警服务

台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总队公民出入境管理大队接待受

理中队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牛街派出所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西罗园派出所 

天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处 110 勤务五组 

天津市公安局特警总队“金鹰突击队” 

天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河东支队六纬路大队十一经路

岗组 

天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二支队青年突击队 

天津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总队女子看守所 

天津市公安局禁毒总队四支队青年突击队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南营门派出所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劝业场派出所 

天津市公安局和平分局特警（巡警）支队 

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特警支队青年突击队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科技信息化支队一大队 

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人口服务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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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南头窑派出所青年突击队 

天津市公安局西青分局张家窝派出所青年突击队 

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泉兴路派出所 

天津市公安局武清分局泉州路派出所 

天津市公安局蓟州分局兴华街派出所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板厂路派出所青年突击队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天津港分局交警支队青年突击队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塘沽派出所青年突击队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局寨上派出所青年突击队 

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法制支队复议应诉大队 

河北省承德市公安局双滦分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 

河北省秦皇岛市公安局山海关分局西大街派出所 

河北省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处 

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河北省保定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河北省保定市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永华路岗 

河北省保定市顺平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河北省沧州市海兴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河北省衡水市公安局情报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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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本溪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溪湖大队 

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沈阳铁路公安局沈阳公安处海城车站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公安交管支队船营大队二中队 

吉林省吉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高新派出所 

吉林省吉林市交管支队昌邑大队一中队 

吉林省吉林市看守所第六监区中队 

吉林省梨树县公安局林海派出所 

吉林省四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吉林省敦化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上海市公安局指挥部指挥中心 110 报警服务台接警一班 

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一支队 

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五支队一探组 

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中国公民出国（境）证件管理

处前台受理组 

上海市公安局法制总队三支队 

上海市公安局边防和港航公安分局水上巡逻支队“公安

111”艇组 

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徐家汇站派出所徐家汇

站警务站 

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警犬支队 K-9 青年团队 

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和公交总队刑事侦查支队便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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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特警支队 

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特警支队武装巡逻二中队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分局新华路派出所治安警务组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中山派出所治安组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夫子庙派出所 

江苏省宜兴市公安局洑东公安检查站 

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云龙大队建国路岗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天宁大队文化宫中队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局前街派出所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水门桥派出所红梅公园警务

站 

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南大街派出所 

江苏省苏州市公安局姑苏分局观前派出所 

江苏省常熟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指挥调度科 

江苏省张家港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杨舍中队 

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华联执勤岗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刑警大队一中队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公安局兴仁交警中队 

江苏省连云港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证大厅 

江苏省建湖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上冈中队 

江苏省建湖县公安局沿河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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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丹阳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110 指挥调度室 

江苏省句容市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江苏省镇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润州大队道口岗亭 

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巡逻一中队青年岗 

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幸福路派出所 

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公安局汾口派出所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高桥派出所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分局溪口派出所 

浙江省慈溪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重案一中队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爵溪派出所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防暴大队 

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拘留所 

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 

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四大队 

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区分局南湖派出所 

浙江省嘉善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浙江省海盐县公安局百步派出所 

浙江省嵊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浙江省东阳市公安局东阳江派出所 

浙江省永康市公安局芝英派出所 

浙江省青田县公安局山口派出所 

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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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公路巡逻大队曹庵中队 

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一大队 

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二中队 

安徽省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勤大队 

安徽省铜陵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五大队 

安徽省宣城市公安局双桥派出所 

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安局雨山分局采石派出所 

安徽省马鞍山市公安局花山分局桃源派出所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东街派出所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对湖派出所 

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警犬技术（室）大队 

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临江派出所 

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出入境大队接待大厅 

福建省晋江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福建省石狮市公安局凤里派出所 

福建省三明市公安局白沙派出所 

福建省上杭县公安局古田派出所 

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筷子巷派出所 

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金园派出所 

江西省遂川县公安局刑事警察大队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槐荫区分局兴福派出所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历城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入境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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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南大队宁夏路中队 

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沙子口派出所 

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中韩派出所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信访处 

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调度处 

山东省枣庄市公安局薛城分局临山派出所 

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平台 

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出入境接待大厅 

山东省莱州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 

山东省龙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 

山东省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山东省日照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山海天派出所 

山东省高唐县公安局人和派出所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杨华民交通岗 

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情指联勤中心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政务新媒体“平安洛阳”运营团队 

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 

河南省鹤壁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 

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特殊警务支队突击大队 

河南省濮阳市公安局科技通信科 

河南省永城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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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控制中心 

河南省商丘市公安局治安和出入境管理支队出入境管理大

队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江北机动大队 

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区分局张家湾公安检查站 

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 

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大队东门警务站 

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调度科  

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东宝大队一中队 

湖北省荆门市公安局高新区掇刀区分局刑侦大队掇刀石中

队  

湖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警察总队一支队孝感大队 

湖南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指挥情报中心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雨花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第二特警大队 

湖南省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岳麓大队一中队 

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特警巡警支队六大队 

湖南省株洲市特警支队一大队 

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 

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四大队事故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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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防暴处突大队 

湖南省津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青年文明号共青岗城北

中队 

湖南省张家界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湖南省益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支队桃花仑中队 

湖南省沅江市公安局巡警特警大队 

湖南省永兴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刑事侦察支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湖南省洪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中心雪峰中队 

湖南省沅陵县公安局官庄派出所 

湖南省湘西自治州龙山县公安局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特警五大队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区分局华乐派出所社区警务中队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罗湖大队金城岗 

广东省深圳市公安局南头派出所情报指挥室 

广东省汕头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科 

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三水分局巡逻警察大队特警中队 

广东省梅州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 

广东省汕尾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 报警指挥室 

广东省东莞市公安局莞城分局巡警大队 

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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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茂名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挥科 

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 

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八支队永兴海岸派出所 

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七支队干冲海岸派出所 

海南省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第四支队三亚港海岸派出所 

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 

重庆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第二大队临江门岗组 

重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城市快速道路支队勤务一大队一

巡组 

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刑警支队五大队 

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局刑事侦查支队有组织犯罪侦查大

队 

重庆市公安局北碚区分局特警支队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交通警察巡逻支队杨雪峰大队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巡警（防暴）大队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中国公民因私出国

（境）管理一大队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二大队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二分局二大队 

四川省南充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办公室（指挥中心） 

四川省泸州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张公桥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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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广元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一中队 

四川省眉山市公安局彭山区分局特巡警大队 

四川省达州市公安局通川区分局复兴派出所 

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新都区分局桂湖派出所 

贵州省铜仁市公安局碧江分局市中派出所 

贵州省织金县公安局特（巡）警大队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北大队女子中队 

云南省公安厅警令部指挥中心 

云南省公安厅特勤局第六支队 

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邮电大楼岗位 

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公安局豆沙派出所 

云南省玉溪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巡警大队大风垭口中队 

云南省保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流动查缉大队 

云南省丽江市公安局古城分局交通警察大队西安中队 

云南省维西县公安局保和派出所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 

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刑侦大队 

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指挥部指挥中心 

陕西省武功县公安局小村派出所 

陕西省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巡特警大队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公安局金水派出所 

陕西省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解放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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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公安局两宜派出所 

陕西省延安市公安局宝塔分局巡警大队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公安局池河派出所 

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公安局大坪派出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公安局指挥部指挥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网安总队监控支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市区大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白碱滩区分局刑警大

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公安局车排子垦区公安

局苏兴滩派出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公安局六十户派出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公安局喀什垦区公安

局刑事侦查大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公安局图木舒克城区

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公安局巴里巴盖垦区公安

局查干屯格派出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公安局霍城垦区公安

局沟口川派出所 

哈尔滨铁路公安局哈尔滨公安处哈尔滨站派出所值勤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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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太原铁路公安局大同公安处大同车站派出所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呼和浩特公安处二连浩特车站派出所 

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局锡林浩特公安处正蓝旗车站派出所 

郑州铁路公安局郑州公安处郑州东站派出所值勤一大队 

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 

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禁毒支队一大队 

西安铁路公安局西安公安处特警支队一大队 

济南铁路公安局济南公安处济南西站派出所 

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特警支队 

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公安处特警支队 

上海铁路公安局上海公安处虹桥站派出所 

上海铁路公安局上海公安处特警支队 

上海铁路公安局杭州公安处乘警支队 

南昌铁路公安局赣州公安处井冈山车站派出所 

南昌铁路公安局厦门公安处厦门车站派出所站车查缉队 

南昌铁路公安局厦门公安处厦门车站派出所客勤一组 

南昌铁路公安局赣州公安处赣州车站派出所客勤二组 

南昌铁路公安局鹰潭公安处鹰潭车站派出所 

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德安车站派出所共青城警务区 

南昌铁路公安局南昌公安处南昌站派出所 

广州铁路公安局怀化公安处古丈站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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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铁路公安局惠州公安处东莞东站派出所 

南宁铁路公安局南宁公安处宾阳站派出所 

成都铁路公安局成都公安处江油车站派出所执勤警务队 

成都铁路公安局成都公安处特警支队 

成都铁路公安局西昌公安处普雄车站派出所刑侦治安组 

成都铁路公安局重庆公安处乘警支队京渝五组 

成都铁路公安局重庆公安处特警支队 

昆明铁路公安局昆明公安处昆明站派出所警务检查站 

昆明铁路公安局昆明公安处永仁站派出所 

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石林站派出所宜良北警务区 

昆明铁路公安局开远公安处河口站派出所 

兰州铁路公安局兰州公安处景泰车站派出所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奎屯公安处阿拉山口站派出所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勒公安处喀什站派出所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乌鲁木齐公安处乘警支队一大队 

长江航运公安局宜昌分局秭归派出所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侦查一科 

广州海关缉私局侦查一处侦查一科 

广州海关缉私局侦查二处侦查二科 

汕头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 

汕头海关缉私局指挥中心 

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二大队执勤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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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东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 

河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秦皇岛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

队 

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

七队 

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阿拉善边境管理支队算井子边

境派出所 

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长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 

吉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新华边境派出

所 

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上海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

二队 

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上海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

十五队 

江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 

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福州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

三队 

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同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 

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东渡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 

山东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青岛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

三队 

湖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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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武汉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皇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十三

队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罗湖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五队 

重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二队 

西藏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帕里边境派

出所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伊犁边境管理支队霍尔果斯口岸

边境派出所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克州边境管理支队乌鲁克恰提边

境派出所 

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博州边境管理支队霍拉边境派出

所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五大队亭洪中队 

南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六中队（东风岗中队） 

柳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红光责任区刑侦大队 

柳州市森林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桂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秀峰大队李向群岗亭中队 

钦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钦州市公安局巡逻警察支队便衣大队 

防城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港口大队西湾女子示范岗 

贵港市公安局覃塘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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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港市公安局大圩派出所 

贵港市公安局港北分局特巡警大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事故处理中

队 

河池市公安局金城江分局 110 接处警中心 

来宾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 

忻城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崇左市公安局江南派出所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历下大队千佛山中队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市中区大队女子中队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槐荫大队经六路中队 

广西玉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直属一大队“女警护学岗” 

司法行政系统 

天津市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 

天津市梨园监狱六监区 

天津市西青监狱五监区 

山西省新康监狱三监区青年突击班组 

辽宁戎达律师事务所 

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四管区 

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二监区 

上海市宝山监狱教育改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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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劲力律师事务所 

江苏省丁山监狱四监区 

江苏省南京监狱八监区 

浙江省莫干山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医疗中心 

浙江省十里丰监狱五监区二分监区 

安徽省滨湖强制隔离戒毒所二大队 

安徽省铜陵监狱应急防暴队 

福建省三明司法强制隔离戒毒所一大队 

江西省赣江监狱四监区 

江西省赣州监狱一监区 

江西省女子监狱三监区 

江西省饶州监狱十三监区 

江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二管区 

山东康桥律师事务所 

济南市公共法律服务协调指挥中心（济南市 148 协调指挥

中心） 

山东省青岛监狱特警队 

山东省鲁南监狱特警队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 

武汉市中星公证处 

湖北省沙洋范家台监狱三监区 

广东省省女子监狱四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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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州监狱四监区 

重庆市女子监狱一监区 

云南省第四监狱特警队 

云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云南省曲靖监狱女子监区 

自然资源系统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蛟龙”号载人深潜团队 

国家海洋局北海预报中心数值模拟室 

国家海洋局南海调查技术中心测绘室 

承德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设计室 

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港经济开发区分局 

江苏省测绘工程院城市空间与不动产测绘中心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常州市规划馆 

徐州市规划馆 

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基础测绘中心时空大数据所 

浙江省测绘科学技术研究院基础测绘中心应急测绘所 

杭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宣教中心、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保障中心）服务部 

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预报减灾团队 

重庆市九龙坡不动产登记中心 

株洲市规划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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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分中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 

96069 客户服务热线 

北京市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经营管理科 

北海公园游船队大船班 

北海公园北岸服务队静心斋班 

北海公园琼岛服务队永安寺殿堂班 

北京市中山公园导游讲解班 

北京动物园科普馆保护教育班 

北京市天坛公园殿堂部祈年殿大殿班 

北京市天坛公园神乐署雅乐中心雅乐团 

北京市天坛公园游客服务中心导游班 

北京市天坛公园殿堂部回音壁殿堂班 

颐和园文昌院导游班 

颐和园导游服务中心 

颐和园殿堂队德和园班 

颐和园耕织图水操学堂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 

天津华惠安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直属项目部 

河北省石家庄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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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中油金鸿天然气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秦皇岛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晓静服务热线” 

唐山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营业处赵庄服务所 

保定市供水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 

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 96577 客服热线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五分公司 

山西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公司 

山西省建筑安装技工学校培训处 

长治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 

山西省太原市房产交易服务中心 

山西省工业设备安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综合设计三所 

太原市城市综合管理服务指挥中心 

山西二建集团总承包公司 

山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检测试验公司 

山西省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质环境工程公司 

山西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综合设计一所 

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市政设施管理所业务信

息管理中心 

晋中供水有限责任公司 

太原煤炭气化（集团）临汾燃气有限公司“娘子军抄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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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综合办事大厅 

葫芦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营业厅 

葫芦岛市行政执法中心执法二大队 

吉林省吉规城市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规划一所 

吉林省吉规城市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方案所 

哈尔滨排水集团泵站管理公司维修抢险中心 

上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 962121 物业服务热线 

上海市供水调度监测中心水质监测保障组 

上海市排水管理处防汛与排水管理科 

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水上管理处苏州河管理站莫干山分站 

徐汇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呼叫平台 

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南京牛首山项目部 

中建八局马来西亚 ASTAKA70 层商用住宅项目青年团队 

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采购中心监造团队 

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机械制造分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城建设计集团数字化信息模型应用示范团队 

华建集团华东总院空港枢纽建筑设计研究院专项化团队 

华建集团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第三建筑设计事业部设计

四部 

华建集团上海申元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地基基础与地下工程

设计研究中心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工程公司项目管理部 



27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公司项目管理部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设备租赁公司青年仓库 

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公司世博会中国馆项

目部 

上海建工七建集团第三工程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市政交通院

道路二所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第一设计研

究院工艺所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交规院第二

分院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交规院第四

分院 

上海瑞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兆丰嘉园管理处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礼宾部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新特项目经理部 

南京公交集团第三客运分公司汽车五队 9 路线 

无锡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支队三大队 

徐州市宏达土木工程试验室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服务中心 

常州市住房保障中心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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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排水管理处江边厂项目组 

常州市公园管理中心绿化创新小组 

江苏省常熟市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检票组 

苏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养护管理一所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昆山分中心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姑苏分中心服务大厅 

南通“12319”城管服务热线 

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海州分中心 

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属管理部服务大厅 

镇江市自来水公司金西水厂中心控制室 

江苏省泰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占道管理办公室 

遂昌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杭州市环境集团有限公司固废处理分公司地磅计量站 

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天目山路营业所 

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湖畔居茶楼营业部 

湖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属业务部 

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阿力”志愿者服务队 

杭州市城市建设陈列馆 

宁波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事大厅 

温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水质检测中心 

宁波市智慧城管中心 96310 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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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排水有限公司南片污水处理厂 

湖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长兴县分中心服务大厅 

合肥市市政设施信息管理中心 

芜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科 

蚌埠新奥燃气中荣街营业厅 

池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中心 

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营业部 

淮北市供水有限责任公司微机调度室 

安徽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二所 

安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营业部 

马鞍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服务大厅 

安庆港华燃气公司客服部 

滁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客服部 

安徽路桥市政工程分公司 

合肥燃气集团蓝焰热线 

中建二局四海先锋团队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服务科 

淮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部 

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交通分公司 

漳州市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厦门市智慧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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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营业厅 

福建省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城区管理部 

德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服务窗口 

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海沧营业所 

九江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市直办事处 

宜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收费班 

济南市房产测绘研究院测绘窗口 

济南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 

济南市历下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 

济南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客服管理部 

济南市城肥清运管理二处历下清疏大队 

青岛市一二三一九热线服务中心青年突击队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管理处 

滕州市房地产服务中心 

枣庄市房地产市场交易中心 

烟台市市政养护管理中心第一海水浴场管理所 

泰安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检测中心 

日照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有限公司业务综合科 

泰安市环境卫生管理处橘红环卫服务中心 

泰安市园林绿化处公园管理所南湖公园管理组 

莒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 

济南四建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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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四建集团第四工程项目公司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一建建设分公司 

临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一公司 

济南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服务中心导游班 

临沂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 

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供水热线 

开封市供水总公司营业所女子抄表班 

开封市供水总公司维修处供水抢修服务热线 

开封市供水总公司水质监测站 

洛阳市涧东水厂临涧泵工班 

新乡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新区水厂 

厦门水务集团（新乡）城建投资有限公司 

濮阳市城市管理局“老李服务热线” 

濮阳市自来水公司热线服务队 

濮阳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抢险维修中心 

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 

许昌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市容执法二大队 

许昌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市容执法三大队 

周口市市政管理处技术股 

济源市城投园林绿化有限公司养护一处 

济源市城市环卫服务有限公司清洁公司济水组 

济源北控水务有限公司供水运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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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施州住房公积金中心直属营业部 

襄阳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中心 

黄石市城市管理局执法督察大队（机动执法大队） 

武汉市房产交易中心服务窗口 

武汉市房地产市场管理中心服务窗口 

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政务服务大厅 

湖北省建设工程标准定额管理总站建设工程清单定额编制

组 

湖南省建设干部学校综合办公室 

湖南省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直管理部归集支取窗

口 

湖南省衡阳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鑫源公司牛角巷收费

室 

长沙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数字化城管综合信息处理平

台 

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直属营业部 

耒阳市自来水公司营业所 

科瑞供水维修青年突击队 

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交易服务小组 

广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供水热线 

南宁市阳光居安房屋维修应急中心 

柳州市房产交易所综合服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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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清流热线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政务服务窗口 

海南民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重庆市城市管线综合管理事务中心 

成都建工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四项目经理部 

成都建工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一项目经理部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七公司 

西安市建筑业劳动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渭南市 12319 城建服务热线中心 

甘肃省住房资金管理中心 

中建二局北京分公司丽泽金融商务区项目经理部 

中建三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经理部 

中建四局广州恒大足球场项目部 

中建八局天津平泰大厦项目部 

中建八局东孚公司青浦保障性住房项目部 

中建八局北京新机场项目经理部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南京江北新区项目经理部 

中建八局一公司张英志项目青年突击队 

中建八局总承包公司杭州 G20 峰会主会场建设项目团队 

中建安装南京公司大型场馆机电项目青年突击队 

中建安装军魂匠心青年突击队（中建安装铁军青年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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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系统 

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 374 路 

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 601 路 

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 10 路 90727702 号车组 

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 13 路 90624998 号车组 

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 21 路 9030550 号车组 

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 44 路内环 9630475 号车组 

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 103 路 90527731 号车组 

北京京城地铁有限公司首都机场线 T3 航站楼站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二分公司复兴门站区复兴门

站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三分公司10号线万柳乘务中

心 A 班 

北京公联交通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四惠枢纽站 

北京公联客运站经营有限公司服务台 

北京市首发集团京沈高速公路东坝头收费所穆家峪收费站 

北京首发集团机场南线收费所岗山收费站 

滨海（塘沽）客运总站客运服务部 

天津交通职业学院物流工程系 

天津市公交集团第三客运有限公司 8 路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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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港第四港埠有限公司装卸先锋队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河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高速路政总队沿海支队昌黎大队 

河北高速公路集团公司石安分公司石家庄收费站 

河北省廊坊市交通运输局廊沧高速公路廊坊事务中心 

河北省邯郸市行政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窗口 

邯郸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通卡中心 

河北邢临高速公路开发有限公司邢台收费站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晋中高速公路分公司平遥收费

站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大同北高速公路分公司大同北

收费站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高速公路分公司小店收费

站 

山西交通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省交通科技研发有

限公司汽车检测院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临汾北高速公路分公司临汾收

费站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高速公路分公司滨河收费

站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运城南高速公路分公司风陵渡

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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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分公司

耳字壕收费所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鲅鱼圈收费站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连港收费站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大连收费站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毛家店收费站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沈大高速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沈阳收费站 

辽宁省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沈阳西收费站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长春东收费站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长春北收费站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外轮理货有限公

司滚装船理货服务青年团体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行政服务中心业务受理科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十九大队机动中队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队五大队机动中队 

江苏省泗阳船闸管理所总调室 

江苏省宁淮高速公路六合南收费站 

苏州北广场汽车客运站 

江苏省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执法总队沿江支队第一大队 

徐州市公路网管理与应急指挥中心 

南通汽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南通站务分公司“2816”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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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江苏苏通大桥有限责任公司服务区 

盐城南洋国际机场“飞燕班组” 

江苏淮安洪泽区马浪岗海事所 

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2 路线 

江苏扬子江高速通道管理有限公司江阴大桥收费站 

无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11 路 31238 车组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经营开发部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通科学研究院道路工程研究所 

湖州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信息服务应急指挥中心 

嘉兴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水上直属队思古桥中队 

宁波公交 15 路 37009 号车组 

宁波公运汽车客运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宁波南站 3561服务班 

宁波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五大队 

杭州市综合交通运输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 

温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高速公路执法二大队一中

队 

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台州管理中心临海市区中心所 

舟山海峡轮渡集团有限公司鸭蛋山客运站 

湖州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高速公路二大队 

安徽省皖江船舶检验局服务大厅 

安徽省铜黄高速公路路政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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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芜湖高速管理中心芜湖收费站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管理处金寨路收费站 

安徽省公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合肥汽车客运有限公司莹雪客服中心 

福建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道桥设计二院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轮渡 20”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鼓浪屿站务班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南昌管理中心修水收费所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抚州管理中心井冈山收

费所井冈山收费站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赣州管理中心赣州西收

费所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景德镇管理中心江湾收

费所 

江西省交通监控指挥中心 12328 电话服务中心 

山东华潍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山东聊城汽车总站 

山东省济邹公路管理处 

山东泰安交运集团泰安汽车站红叶服务班 

烟台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交通窗口服务科 

山东高速德州发展有限公司庆云收费站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德州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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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北收费站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收费站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收费站 

山东高速菏泽发展有限公司菏泽收费站 

山东高速济南发展有限公司机场收费站 

山东高速济南发展有限公司济南南收费站 

山东高速聊城发展有限公司冠县收费站 

山东高速聊城发展有限公司聊城东收费站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四公司 

开封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13 路线 

平顶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分公司 6 路线 

平顶山市永丰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有限公司 

安阳公交集团 36 路线 

新乡市公路管理局沥青一库 

新乡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9 路线 

焦作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28 路线 

焦作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5 路线 

南阳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18 路线 

商丘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 路线 

河南省交通运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濮阳分公司濮阳收费站 

河南省交通运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圃田收费站 

河南省交通运输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三门峡分公司灵宝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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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站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港分公司机场收费站

北口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侯寨收费站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潢淮分公司白店收费站 

湖北交投鄂东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红安管理所 

襄阳市公共交通集团责任有限公司五分公司 1 路 

湖北省汉江崔家营航电枢纽管理处运行部 

宜昌长江大桥建设营运集团有限公司高速路桥分公司收费

所 

湖北交投襄阳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襄阳西管理所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湘西分公司吉首东收费站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白箬铺收费站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北盛收费站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湘潭分公司南谷收费站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长沙收费站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黄花收费站 

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珠海收费站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长安收费站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天汕分公司梅州收费站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石湾汽车客运站服务班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通号中心信号竹子林车载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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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城明珠”号游船 

广州公交集团第三公共汽车有限公司汽车维修中心汽电班 

广州长运集团有限公司省汽车客运站售票班 

广州市第二巴士有限公司 509 线 10996 号车组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二支队第五大

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二支队第十一

大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第七支队第二大

队 

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青秀分公司

南宁东收费站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崇左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凭祥收费站 

广西北部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沿海高速公路分公司北海运

营管理中心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武鸣分公司

都安收费站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武鸣分公司

安吉收费站 

广西运德集团南宁凤之岭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埌东汽车

站服务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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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地方水上应急救援中心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东北营运分公司天城收费站 

重庆铁发遂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G93 沙坪坝收费站 

重庆渝黔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綦江收费站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勘察设计四分院 

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环境与景观工程设计

分院 

云南省公路局玉溪公路局通海公路分局秀山公路管理所 

云南省普洱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云南省西双版纳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保山高速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柳园高速公路收费所柳园北收费站 

机场高速公路收费所中川收费站 

兰临高速公路收费所兰州南收费站 

省定西公路局临洮公路段 

兰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9 路线 

兰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77 路线 

兰州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103 路线 

宁夏交投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吴忠收费站 

新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博乐分公司五台收费站 

新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吐鲁番分公司鄯善东收费站 

新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奎屯分公司奎屯东匝道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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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盐湖匝道收费

站 

新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头屯河主线收

费站 

新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阿克苏分公司阿克苏东主线收

费站 

新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昌吉分公司南泉子匝道收费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公路管理局榆树沟收费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营业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机要通信局收发室营业班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室内发行科西早

班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河西区东楼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滨海新区营口道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乐亭县分公司姜各庄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新华区邮电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市长安区邮电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秦皇岛市分公司营业局文化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唐山市建设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邯郸市中华大街邮政支局 

沧州市邮政营业局朝阳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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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市邮政营业局解放西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衡水市和平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廊坊市分公司广阳道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廊坊市分公司广阳道投递站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太原市分公司并州路营业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新城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市中央街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赤峰市白马营业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锡林郭勒盟锡林大街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寄递事业部营运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市伊化北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阿拉善盟寄递事业部中心营业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市寄递事业部铁西广场营业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市五四广场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丹东市分公司七经街邮政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市二道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市同志街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市船营营业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延吉市解放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敦化市新华路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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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四平市地直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通化市新华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白城市青年街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松原市江南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南岗区易通投递支

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分公司南岗邮电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市龙华路邮政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绥化市邮件处理中心邮电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鹤岗市兴山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邮政分公

司太平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市会战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邮政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黄浦区分公司卢湾邮政支局

综合服务台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如皋市分公司江安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泰兴市分公司江平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龙河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察院场支局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湖西营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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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徐州市淮东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解放北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火车站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湖州市分公司华丰营业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蒙城县立仓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黄山市分公司前园南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淮河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滁州市清流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巢湖市分公司长江东路投递

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市三孝口营业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市四牌楼营业处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铜陵市长江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省信息技术局运行维护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吉安市鹭洲东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师范路投递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市营业局广西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泰安市城区寄递事业部火车站第一

营业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经二路邮电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长岛县分公司寄递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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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潍坊市潍州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淄博市柳泉路邮电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聊城市大楼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山东省济宁市城区分公司红星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威海市环翠区寄递事业部中心营业

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趵突泉邮电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临沭县沭新邮电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信阳市区分公司东方红营业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中州中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驻马店市风光路营业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永城市雪枫路邮政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邮政艺术团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彭刘杨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航空路支局邮政班组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市樊城区分公司长虹北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黄梅县分公司民营街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黄石市分公司交通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十堰市城区分公司三堰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荆门市城区分公司泉口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常德市下南门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南门口邮政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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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 11183 广州中心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小榄新永营业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红荔投递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南油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韶关市风采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黄埔区中山大道东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香洲营业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玉林市东门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区分公司解放碑营业室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区南坪西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开州区迎宾街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永川片区分公司西大街营业

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11185 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合川片区塔耳门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片区分公司双龙主城区

支局 

重庆市邮政公司黔江西沙路邮政营业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江北区分公司观音桥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綦江区分公司九龙大道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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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区电报路邮政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前进支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区打铜街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市城关区分公司耿家庄邮政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平凉市分公司西大街营业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庆阳市西峰区分公司中街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市邮政大楼营业厅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城区寄递事业

部青年路第二营业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扬子江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青德里大街邮

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分公司帕

米尔路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吐鲁番市城区寄递事业部吐鲁番市

营业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斯大林街邮政支

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西城区广安门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石家庄市裕华东路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定市五一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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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贤县锦慧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市东洋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肥西县支行营业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众意西路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市金水东路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珠池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容桂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支

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营业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琼海市潭门镇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园

湖路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河池市分行百旺路支行 

济南市赢通速递有限公司 

邹城圆正通速递有限公司营运部 

圆通速递有限公司客服部 

江苏省邮政管理局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吴淞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金山海事局化学工业区海巡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洋山港海事局指挥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闵行海事局政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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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东海海巡执法总队“海巡 01”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浦东海事局政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港海事局船舶安全检查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沧州大港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秦皇岛北戴河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照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宁波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海巡 22”艇 

中华人民共和国舟山岙山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舟山普陀山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温州海事局政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州海事局指挥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泉州南安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州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龙湖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湛江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南海海巡执法总队“海巡 31”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口海事局指挥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山海事局妈湾海巡执法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蛇口海事局海上青年先锋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云港海事局政务中心 

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上海海图中心制图事业部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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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组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汕头航标处惠州航标管理站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救助船队“东海救 101”轮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救助船队“东海救 111”轮轮机部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救助船队“东海救 116”轮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救助船队“东海救 117”轮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救助船队“东海救 201”轮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救助船队“南海救 101”轮 

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救助船队“南海救 116”轮 

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港务管理中心客运站 

交通运输部烟台打捞局救捞工程船队潜水工程部 

镇江海事局交管中心 

镇江大港海事处 

泰州海事局指挥中心 

江阴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江阴长山海事处 

张家港锦丰海事处 

常熟海事局政务中心 

重庆朝天门海事处江北嘴海巡执法大队 

重庆丰都海事处名山海巡执法大队 

重庆巫山海事处巫峡海巡执法大队 

重庆永川海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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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海事局巴东海事处学生渡安全工作小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荆州海事局“蒲公英”安全宣传青年服务

队 

武汉海事局港区海事渡船管理小组 

武汉海事局船舶监督处 

黄石海事局西塞山执法大队 

安庆东流港海巡执法大队 

长江引航中心江阴引航站 

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 

长江水上交通安全通信信息台 

长江万州通信管理处共青团安全监督岗 

长江重庆航道局莲花背信号台 

长江丰都航道处航道维护基地 

长江南京航道处航道科 

长江航道整治中心工程建设二处 

长江重庆航运工程勘察设计院设计所 

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航浚 15 轮 

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长鲸 2 轮 

长江航道测量中心电子航道图中心 

长江口河口海岸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船闸南线集控室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一号闸集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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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航局政府网站工作部 

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南沙检验处龙穴驻厂组 

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江苏审图中心 

中国船级社江阴办事处 

中国船级社青岛分社海洋工程处 

中国船级社上海分社崇明检验处 

中国船级社船舶应急响应组 

中远海运集运中远比利时轮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五桂山轮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中远海运能源新金洋轮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中远海运能源远惠湖轮 

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口”轮 

上海中远海运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中波轮船股份公司永兴轮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人民交通出版传媒管理有限公司道路运输出版中心 

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北京国际移动卫星地面站 

广州港新沙港务有限公司粮油操作部门修站 

南通通海港口有限公司码头操作部桥吊班 

上海长江港口物流有限公司航运业务部 

广州港南沙粮食通用码头分公司生产业务部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铁路分公司港站运转车间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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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大连港轮驳公司“连港 50”轮 

河北省承唐高速公路唐山管理处机场收费站 

山西省公路局晋中公路分局 108 线榆次东长寿至灵石石桥

167 公里路段 

海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第四设计所 

新疆交通投资（集团）责任有限公司奎屯分公司石河子匝

道收费站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贵阳市喷水池邮政营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威海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船舶交通管理中

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洋山港海事局政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海事局指挥中心（搜救中心办公室）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救助船队“北海救 111”轮 

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救捞工程船队潜水队 

长江荆州航道处荆桥航道维护基地 

芜湖海事局文化宣传中心 

长江泸州航道局烟灯房信号台 

江西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景德镇管理中心景德镇

北收费所 

水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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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第一管理所水文组 

天津市水务局排水管理事务中心排水四所青年服务保障队 

上海市水务局行政服务中心（上海市海洋局行政服务中心）

受理窗口 

江苏省秦淮新河闸管理所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常州分局水质科 

山东省淄博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张店分公司城东营销服

务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水政监察支队监察三大队 

河南省石漫滩水库管理局石漫滩水利风景区 

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水资源规划中心 

水利部信息中心网络中心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水文情报预报中心水情室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材料与结构研究所新材料研究

室 

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枢纽院基础与边

坡设计部 

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有限公司明珠宾

馆前厅部 

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小浪底水利枢纽运行班组 

商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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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人事司教育培训处 

合肥百大·鼓楼名品中心金座客服中心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滁州石油分公司滁全路加

油站 

安徽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电子商务团队 

快乐购有限责任公司电视营销中心客户销售部 

快乐购会员电视营销中心外部销售部 

阿波罗商业广场总服务台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天河中怡分公司服务台 

上海安吉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整车运营服务部 

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商业运营中心 

上海拍卖行有限责任公司公益活动策划部 

上海市江桥批发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结算中心 

盘锦兴隆大厦二百有限公司食品商场水果部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礼仪班 

重庆商社博瑞进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武汉中商集团中商百货中商广场店鄂尔多斯专柜 

武汉中商超市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小红帽”服务队 

山东理工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山东德百集团百货大楼女装商场精品部 

山东德百集团百货大楼男装商场精品部 

青岛外商投资服务中心（青岛市商贸发展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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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台宾馆有限公司 

文化和旅游系统 

北京饭店北京厅 

首旅集团京伦饭店行政楼层/商务中心班组 

抱犊寨客运索道 

河北省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假日旅游中心 

河北朝阳沟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金牛大酒店 

河北朝阳沟旅游投资有限公司餐饮部 

保定市白洋淀温泉城管理处 

河北古武当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国内部 

常州金陵明都大饭店总服务台 

无锡锡州花园酒店客务部 

常州中华恐龙园景区游乐运营部 

宿迁国际饭店房务部前厅岗 

江苏省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前厅部总台班组 

徐州市龟山景区管理中心 

江苏省南京市中山陵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电瓶车观光分公司 

江苏省宿迁市项王故里景区营运服务部 

周恩来纪念馆讲解接待科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宾馆总台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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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博物院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宣教部 

南湖景区游客服务中心 

安徽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导游服务中心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北海宾馆总服务台 

黄山国际大酒店餐饮部宴会班组 

黄山西海饭店总服务台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云谷索道下站贵宾室 

安徽天柱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山谷流泉文化园 

（安徽）阜阳生态乐园热带植物园 

（安徽）马鞍山青年国际旅行社导游部 

（安徽）安庆迎宾馆御苑餐厅 

（安徽滁州）红三环大酒店房务部 

（安徽）滁州国际酒店餐饮部 

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缆车分公司 

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索道分公司 

安徽九华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聚龙大酒店 

安徽马仁奇峰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策划中心 

芜湖市铁山宾馆竹苑楼班组 

厦门市鼓浪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 

萍乡市星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昌银彤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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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景花园大酒店客房部 

山东黄河口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东营宾馆贵宾楼 

山东省蓬莱阁景区管理服务中心导游科 

济宁香港大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餐饮部 

泰山风景名胜区泰安市博物馆导游部 

菏泽和平大酒店前厅优质服务岗 

菏泽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市场部 

菏泽牡丹大酒店有限公司前厅部 

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信息中心 

郑州市嵩山饭店餐饮部金桂园餐厅 

河南省南阳宾馆四号楼餐厅服务班 

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处景点服务科（主楼） 

湖北万达新航线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博物馆宣教部 

曾国藩故里管理处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宣传教育部 

湖南海外旅游有限公司导游部 

岳阳市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讲解中心 

潮州广济桥文物管理所 

深圳世界之窗有限公司日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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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饭店前厅接待组 

南宁市银河大酒店前厅部 

桂林市七星景区女子导游班 

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游览部 

三亚大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游客服务部 

黄金海景大酒店 31 楼旋转西餐厅 

大足石刻研究院宣传讲解组 

夔州博物馆社教部 

贵州省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公民旅游中心 

耀州窑博物馆社教科 

茂陵博物馆 

宝鸡市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陕西长恨歌演艺文化有限公司《长恨歌》艺术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宁夏青铜峡市文物管理所 

盐池宾馆（有限公司） 

银川贺兰山文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接待服务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博斯腾宾馆客房部 

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外文文献阅览组 

国家图书馆立法和决策服务部外交与国防组 

卫生健康系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胸外二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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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八病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十一区 

北京佑安爱心家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急救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妇科五病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干部保健科护理组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普通（新生儿）外科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病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中心 

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五官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综合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病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三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急诊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疗保健中心六病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脑血管专业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RICU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血管神经病

学二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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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中药房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预防科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检验科门急诊组 

天津市人民医院肿瘤诊疗中心 

天津市急救中心通讯信息科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

所）淋巴瘤诊疗中心 

天津市儿童医院医学影像科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检验科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推拿科病房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营养科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

所）儿童血液病诊疗中心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部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麻醉科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助孕）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

所）贫血诊疗中心一病区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医学科 EICU 

河北省衡水市第六人民医院外科 

河北省第六人民医院普通精神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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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廊坊市中心血站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创伤急救中心（河北省创伤急救中

心） 

河北省保定市第一医院老年病科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医院客户服务部 

山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骨科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中医院内分泌科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药学部 

山西省肿瘤医院血液内科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医学基础部班主任室 

山西省眼科医院角膜病科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山西省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医学科 

山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山西省中医院肿瘤科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肾内科 

山西省肿瘤医院生物治疗科 

山西省人民医院消化科 

山西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 

山西省心血管病医院心内 1 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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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健康体检部 

山西省肿瘤医院静脉药物配制中心 

山西省眼科医院白内障病科 

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普外科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门（急）诊部 

国药一机医院博爱阳光健康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肝胆胰脾外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小儿急诊急救内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心血管内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第一神经外科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 

辽宁省肿瘤医院医学影像会诊中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宁养病房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传统疗法中心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室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 

辽宁省金秋医院综合老年医学科病房 

辽宁省肿瘤医院肝胆胰外科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吉林省产科质量控制中心）妇科疗区 

吉林省肿瘤医院化疗一科护理组 

吉林省前卫医院胸乳腺外科护理组 

吉林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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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甲状腺外科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中心医院血液透析室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妇科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利民分院妇产科 

黑龙江省海员总医院关怀病房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二病房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海员爱心护理护养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产科医护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药剂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检验科门急诊窗口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灼伤整形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肿瘤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外科青年医师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东十一楼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十七病区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科 24 病区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门急诊办公室 

上海市中医医院脾胃病科 

上海市普陀区中心医院急诊监护室护理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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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胸科医院呼吸内科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医学影像科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相关产品卫生评价科产品卫

生评价组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医护团队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口腔综合科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于井子护理小组 

上海市卫生健康公益咨询服务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青年医护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肛肠科 

上海市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病房 

上海市徐汇区大华医院飞燕护理组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护理组 

华东疗养院保健护理科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放射科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门急诊中西药房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乳腺科护理组 

上海市奉贤区医疗急救中心急救科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急诊护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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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同仁医院急诊输液室青年护理组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医院骨科护理组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卫生政策研究部 

江苏省昆山市中医医院 

江苏省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护理组 

徐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江苏省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临产室 

东台市人民医院青年志愿者服务站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心内科护理组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学雷锋”小组 

江苏省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中心 

江苏省中医院针灸康复科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 

江苏省太湖疗养院健康管理中心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理组 

江苏省血液中心体采科鼓楼采血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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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江苏省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护理组 

江苏省中医院检验科 

江苏省肿瘤医院 209 区护理组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童医学中心护理组 

江苏省第二中医院药学部 

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中药

房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学部 

江苏省南京市南京鼓楼医院急诊中心护理组 

江苏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护理组 

江苏省人民医院胰胆中心护理组 

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胸外科 

江苏省苏州市广济医院“心理援助热线”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输液室 

江苏省中医院门诊中药房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安全与评价所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检测中心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 

江苏省口腔医院口腔颌面外科 

江苏省人民医院心脏科护理组 

泰州市中医院妇科护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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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药房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 

浙江省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心胸外科 

浙江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急诊护理站 

浙江省湖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妇一科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病区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产科病区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浙江省金华市中心医院急诊医学中心 

浙江省绍兴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县人民医院普外科 

浙江省立同德医院急诊医学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肾脏病中心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急诊医学科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手术室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视光诊疗中心 

浙江医院重症医学科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放射物

理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头颈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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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急诊科 

浙江省人民医院检验医学科 

浙江省皮肤病医院上柏住院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门诊药房 

浙江省绍兴诸暨市中医医院重症医学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急诊科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六病区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浙大御跸社区卫生服务团队 

浙江省嘉兴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浙江省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浙江省肿瘤医院） 乳腺外

科 104 病区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浙江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一科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门诊西药房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心内二病区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儿童心血管科 

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结账处 

浙江省温州市人民医院超声科 

浙江省金华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浙江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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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育英儿童医院麻醉手术部 

浙江骨伤医院（杭州詹氏中医骨伤医院）针灸推拿科 

浙江省宁波市第一医院心脏中心 

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华美医院重症医学科 

浙江省温州市中心医院感染科 63 病区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门诊西药房 

浙江省嘉兴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浙江省衢州市中医医院针灸推拿科 

安徽省立医院重症医学科 

安徽省立医院输血科 

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安徽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寄生虫病预防控制科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脑病中心 

安徽省胸科医院（省结防所）胸外科 

安徽省立医院急救门诊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安徽省立医院心血管内科 

安徽省儿童医院康复科 

安徽省淮北市人民医院医学检验科 

安徽省立医院门诊收费处 



73 

安徽省马鞍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青年服务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健康管

理中心 

安徽省合肥市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体检）

中心 

安徽省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护理部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人输液厅 

安徽省立医院药剂科门诊药房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安徽省蚌埠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安徽省胸科医院（省结防所）临床检验中心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智慧中药房 

福建省肿瘤医院腹部肿瘤内科二十四区护理组 

福建省急救中心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产房 

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宁德市医院急诊科 

福建省立医院干部特诊科 

福建省福州市第二医院急诊科 

福建省莆田学院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福建省厦门市妇幼保健院药学部 

福建省肿瘤医院乳腺肿瘤内科 

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信息调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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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预防控制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8 区神经内科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 

福建省厦门市仙岳医院精神卫生部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治疗科 

福建省新生儿救护中心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胸外科 

江西省吉安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女病区 

江西省儿童医院江西省小儿心脏病治疗中心 

江西省肿瘤医院放疗技术科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江西省儿童医院小儿呼吸内科 

江西省儿童医院药学部门诊西药房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术室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江西省肿瘤医院肝肿瘤诊治中心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麻醉与围术期医学科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蟠龙山院区医学检验部 

济南市中心医院肾脏病血液净化科 

山东省青岛市市立医院本部神经外科护理组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健康咨询热线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肿瘤中心七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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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人民医院妇科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康复科 

山东省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急诊科护理组 

济宁市中心血站体检采血科 

山东省济南市中医医院中医药治疗保健康复中心 

青岛市中医医院（市海慈医院）急诊科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泰安市中心医院化疗科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产科 

济南市第四人民医院心血管内一科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心脏中心 

济宁市精神病防治院精神一科 3 病房 

泰安市中医医院院办公室 

山东省血液中心流动采血车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外科重症监护病区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生殖与遗传中心 

山东省青岛市市立医院国际门诊 

潍坊市 120 指挥中心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市南院区急诊科护理组 

山东省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手术室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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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静脉药物配置中心 

青岛市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护理组 

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小儿内科护理组 

淄博市第一医院急诊科护理组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手术室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与营养所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院前急救 

淄博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威海市立医院手术室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急诊医学中心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西区急诊科护士站 

河南省人民医院内四（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河南省南阳市中心血站供血科 

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河南省人民医院脑血管病科（介入科） 

河南省肿瘤医院肝胆胰腺外科 

郑州人民医院急诊科 

河南省胸科医院三病区 

河南省新乡市中心医院检验科门诊 

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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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手术部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口腔诊疗中心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康复中心 

河南省肿瘤医院规划财务部收费处 

河南省洛阳市妇幼保健院（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康复

科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 

河南省鹤壁市人民医院儿科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学美容中心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图科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 

湖北省武汉市第四医院肿瘤科 

湖北省第三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湖北省武汉儿童医院香港路输液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心

脏移植团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内科 

湖北省鄂东医疗集团市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 

湖北省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老年病科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眼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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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急救中心 120 调度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 

湖北省中医院推拿康复科 

湖北省潜江市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急诊内科 

湖北省肿瘤医院淋巴瘤内科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护理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眼科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 

中南大学代谢内分泌研究所 

中南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老年医学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肾内科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胸外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放射科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器官移植科 

湖南省人民医院介入血管外科 

湖南省儿童医院危重症医学一科 

湖南省肿瘤医院头颈外二科 

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 

宁乡市人民医院 120 急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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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中心医院脊柱外科 

广州市中医院肿瘤一区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普通外科 

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一区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肾内科透析科 

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骨伤科一区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脑血管病中心 

深圳市中医院肝病区 

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注射室 

佛山市中医院急诊科护理组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重症医学科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童医学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南海区中医院）急诊科 

中山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深圳福田）急诊科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内科三病区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检验科 

阳江市人民医院 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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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急危重症监护室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 

中山市中医院 ICU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重症医学科（ICU）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门诊部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骨伤一科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神经外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急诊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 

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产科 

东莞市人民医院冠心病重症监护室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检验医学部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重症医学科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脊柱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广州重症孕产妇救治中心 

广东省人民医院协和高级医疗中心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 

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康复医学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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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急诊科 

广东省人民医院东川药房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药学部门诊药房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药学部番禺院区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惠侨医疗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体检）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内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急诊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江滨医院神经内二科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人民医院骨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胸血管外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工人医院检验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监护室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脊柱外科二区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内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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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科 

广西健康体检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瑞康医院产科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肾内科一病区 

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殖医疗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海南省中医院妇产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 

重庆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重庆市人民医院肾病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病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正畸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学检验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内科 

重庆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重庆市人民医院创伤骨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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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科 

重庆市中医院肾病科 

重庆市人民医院老年病科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特需门诊 

重庆市急救医疗中心创伤外科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 

重庆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 12320 健康信息服务部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科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住院部手术室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东院急诊科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肾病中心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药学部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门诊导诊中心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检验科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绿色生命通道急救

组” 

贵州省人民医院急诊内科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 

贵州省人民医院麻醉科 

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小儿内一科 

贵州省贵阳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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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科 

贵州省人民医院普外科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贵州省贵阳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内科 

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心身科一病区 

云南省昆明市延安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老年病科 

云南省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感染大科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药学部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检验科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疫情监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

中心 

云南省文山郑保骨伤科医院 

陕西省西安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陕西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护理组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 

陕西省人民医院麻醉手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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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中医医院脑病病区 

陕西省肿瘤医院普外科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血液风湿病科 

陕西省 12320 卫生健康热线管理中心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 

陕西省西安急救中心调度科 

陕西省延安市人民医院超声诊断科 

甘肃省中医院急救中心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所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救护中心（NICU） 

甘肃省肿瘤医院乳腺科 

甘肃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心外科 

甘肃省人民医院急诊科 

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重症医学科 

青海省中医院急诊科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普通外科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眼科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心血管中心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门急诊药房（含肿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疆急救中心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胸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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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医院妇产科一病区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医疗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药剂科中草药调剂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科（呼吸科）护理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CCU 病房护理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创伤一科护理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ICU 护理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科护理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护理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血液科护理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十五区护理组 

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检验科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剂科中草药调剂组 

北京医院药学部门诊药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内科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全科医学科（普通内科）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健康医学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一病房 

中日友好医院药学部 

中日友好医院检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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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中日友好医院急诊科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急诊室 

中国医学科院阜外医院急重症抢救中心 ICU 护理团队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心脏外科中心护理团队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信息中心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病防制所 

应急管理系统 

北京市天安门地区消防救援支队故宫特勤站 

北京市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双榆树消防救援站 

天津市消防救援总队灭火救援指挥部指挥中心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消防救援大队 

河北省秦皇岛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北戴河站 

河北省涉县消防救援大队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消防救援站 

山西省阳泉市城区南山消防救援站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消防救援支队杭锦后旗大队 

辽宁省本溪市明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辽宁省北镇市消防救援大队 

辽宁省北票市北大路消防救援站 

辽宁省盘山县消防救援大队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永安街消防救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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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黄浦区车站消防救援站 

上海市闵行区杜行消防救援站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消防救援站 

江苏省镇江市扬中市消防救援大队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消防救援大队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孟家沟消防救援站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湖消防救援站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消防救援大队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消防救援大队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消防救援大队 

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消防救援大队 

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消防救援大队 

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消防救援大队 

江西省南昌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八一消防救援站 

江西省庐山市消防救援大队 

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消防救援大队 

江西省赣州市瑞金市消防救援大队 

井冈山市消防救援大队 

青岛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一站 

烟台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消防救援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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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荣成市消防救援大队 

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路消防救援站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文峰路消防救援站 

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消防救援大队 

湖北省孝感市消防救援支队 

湖北省孝感市应城市东大街消防救援站 

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鱼岳消防救援站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消防救援大队 

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市章华大道消防救援站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江汉路消防救援站 

湖南省湘潭市韶山市消防救援大队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消防救援大队 

湖南省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湖南省张家界市永定区古庸路消防救援站 

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消防救援大队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消防救援大队 

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市福兴消防救援站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消防救援站 

广东省中山市黄圃消防救援站 

广东省湛江市雷州市西湖消防救援站 

广东省茂名市高州市宝光消防救援站 

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银湖路消防救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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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肇庆市四会市东城消防救援站 

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东安大道消防救援站 

重庆市大渡口区刘家坝消防救援站 

重庆市南岸区上新街消防救援站 

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消防救援站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晒光坪站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消防救援站 

四川省自贡市消防救援支队 

四川省绵阳市消防救援支队火炬街特勤站 

贵州省贵阳市息烽县龙泉大道消防救援站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环城北路消防救援站 

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梅影路消防救援站 

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怒江路消防救援站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康昂多南路消防救援站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消防救援站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新华路消防救援站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消防救援站 

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新华消防救援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阿拉山口市消防救

援大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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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设计所二室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限公司防城港项目部李海班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 508 所回收着陆技

术研究室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165 所一室测量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一研究院一部十室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五研究院 502 所软件研制中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第八设计部三室总体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 772 研究所 FPGA 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空天业务部结构与

机构系统技术研究室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四院 401 所发动机试验研究室

测控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通信与导航卫星总

体部 AIT 中心 

航天科技集团六院 101 所运载试验技术事业部上面级发动

机试验测控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研究院 7111 厂研发中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 704 所三室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第十二研究所姿态

控制系统研究与设计工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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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四院 42 所高能课题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 508 所研发中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七研究院 7111 厂 12 车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 812 所空间环模试

验技术组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第二总体设计部第二研究室 

北京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安保科技部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南京晨光集团研发中心膜盒工部首

次载人交会对接项目青年研制团队 

中国航天科工四院四部战术导弹地面设备研究室总体组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航天三江万峰公司测控技术研

究室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航天建设肯尼亚项目团队 

航天信息江苏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航西飞总装厂大运技术团队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特种飞行器研究所水动力研究

中心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航电系统

综合研究室 

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八研究所超大型集装箱船研发团队 

中船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研发部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〇一研究所底盘部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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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加温器专项组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洲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

司第一设计研究院化工事业部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特钢事业部 102 车间锻造三班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第二〇一研究所仿生移动机器人技

术团队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客户管理部

客户联络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三研究所第十六专业部射

频/微波滤波器产品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电科技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驻

巴基斯坦办事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十八研究所预警探测研发

中心预研组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声光电有限公司微波事业

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研究所情报侦察团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十研究所某系统二类监测

站项目团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电国基南方集团有限公司单

片电路事业部微波毫米波功放芯片设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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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九研究所第一事业部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研究所航空软件团队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联合作战信息

系统项目组 

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志愿者工作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八采油厂

樊学采油作业区学三计量接转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中油气

开发部塔中第一联合站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川中油气矿仪陇采油气作业区龙

岗 001-8-1 井 

中国石油抚顺石化公司烯烃厂储运车间火炬管廊班组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南湖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新丰加

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东岭加

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普庆加

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钦州销售分公司金湾加

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株洲销售分公司醴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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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醴陵服务区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泰国项目

GW80 钻井队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第三钻井工程分公司

50542 钻井队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第四钻井工程分公司

30605 钻井队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管道局第四工程分公司盾构工程

第三分公司（CPP-4D3 机组）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管道局第三工程分公司

CPP352 机组 

渤海装备钻井装备公司电泵电缆厂挤制班组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限公司机体加工中心班组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伊拉克鲁迈拉油

田开发技术支持项目组 

中国石油运输有限公司新疆塔里木运输分公司轮南油田服

务公司试采队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油国际管道公司中乌天然气管

道项目 WKC1 首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北苑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北京销售分公司右安门加油站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管具技术服务中心管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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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天然气净化厂

净化一车间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采油二厂油气处理部二号联合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燕山石化运保中心仪表二部聚乙烯

班高压岗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二部延迟

焦化装置区域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分公司北京站加油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建设有限公司第二工程公

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2504 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胜利炼油厂催化裂

化装置催化岗位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郑州石油分公司扬子路加

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石油分公司京石路加油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石油工程塔里木分公司 70136

钻井队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海洋石油局上海钻井分公

司勘探三号钻井平台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云南昆明石油分公司安宁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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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加油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浙江杭州石油分公司杭州建国北路

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石油分公司客服中心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新疆新春石油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春风联合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广东广州石油分公司珠江二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河北邢台城区第一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南昌红谷滩石油分公司丰

和加油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茂名石化炼油分部联合八车间加氢

装置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热电部汽机联合装置

#4 机内操岗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炼油部联合八车间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天然气处理厂第三

气体处理厂运行岗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文卫采油厂采油管

理四区集输班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采油三厂油气处理部三号联合站 

中国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井下作业公司海洋试修工

程部试油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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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上海石化芳烃部 3 号芳烃联合装置

1 号抽提外操岗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五部 PX

装置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广州石化催化重整联合装置技术组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设备室青年

突击队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沪西石油分公司嘉定加油

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浙江杭州石油分公司秋涛路加油站 

中国石化贵州安顺石油分公司天龙加油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江苏常

州常嘉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梧州石油分公司都连加油

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广东佛

山南海佛平路加油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工程有限公司工艺安装室

管道一组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

名分公司化工分部乙二醇车间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芳烃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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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装置压缩机岗位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韩（武汉）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应急救援中心炼油中队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江汉油田分公司涪陵页岩气公

司技术中心 

中国石化上海高桥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炼油一部润滑油加氢

装置异构脱蜡内操岗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海油服钻井事业部南海四号

平台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南海东部石油研究

院深水勘探室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渤海石油研究院辽

东湾勘探室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研究设计院 

中海石油宁波大榭石化有限公司生产运行一部工艺二班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海油发展配餐服务绥中终端班

组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气电集团中海福建燃气发电有

限公司集控运行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苏浙沪

输气分公司上海白鹤作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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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西气东输分公司苏浙沪

输气分公司 

国家管网集团东部原油储运有限公司邹城输油处临邑输油

站运行班 

国家管网集团东部原油储运有限公司南京输油处仪征输油

站运行班 

国家管网集团东部储运有限公司管道特种作业中心穿越工

程处青年突击队 

国家管网集团东部原油储运有限公司宁波输油处大榭岛输

油站青年突击队 

国家电网华北电力调控分中心调度运行处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城区供电公司营销部营业班 

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95598 远程工作站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滨海供电分公司中新生态城供电服务

中心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城东供电分公司青光供电服务中心内

勤二班 

国网沧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于庄运维班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邯郸供电分公司丛台供配电中心

业务受理二班 

国网衡水供电公司供电抢修一班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隆尧县供电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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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任丘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业务受理一班 

国网邢台供电公司桥西供配电中心营业班 

国家电网公司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设备状态

评价中心 

国网平顺县供电公司西沟供电所 

国网翼城县供电公司营业班 

国网山西省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 1000kV 特高压长治站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山东省电力公司德州供电公司中心营业

厅 

国网上海市南供电公司营业厅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热线支持中心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雨花营业厅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电力调控中心自动化运维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通供电分公司通信运检班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州供电公司电力

调度控制中心地区调控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常州供电公司配电运检工区电力 110

抢修班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扬州供电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

业及电费服务室营业一班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舟山供电公司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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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分公司定海供电营业厅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绍兴供电公司绍兴

供电营业厅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台州供电公司椒江

供电营业厅 

国网金华供电公司经济技术研究所 

国网衢州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地区调控班 

国网温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运维一班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苍南县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东阳供电公司横店供电所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杭州供电公司城南供电分公司钱

江新城营业班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嘉兴供电公司城北变电运维班 

秀东变电运检中心电气试验班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江山市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 

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金华供电公司变电检修中心变电二次

检修班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丽水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修试）

电气试验班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丽水市莲都区供电公司供电营业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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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庆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地区调度

班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巢湖市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

业厅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池州供电公司供电营业班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滁州供电公司紫薇路营业班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合肥供电公司变电运维中心樊洼

运维班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六安供电公司皖西路营业厅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马鞍山供电公司花雨路营业厅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铜陵供电公司长江路营业厅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营销服务中心客户服务部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供电公司台江供电营业厅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供电公司鼓楼供电营业厅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供电公司马尾供电营业厅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永安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客户服

务中心）营业班 

国网漳州供电公司抢修班 

国网鄂州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志愿服务队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十堰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地区调度

班 

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黄石供电公司城区供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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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湖南电力张家界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室 

国网湖南供电服务中心（计量中心）95598 远程工作站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娄底供电分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

心地区调度班 

国网湘西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地区调度班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许昌供电公司莲城大道供电营业厅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检修公司 500 千伏群英变电站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商丘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

班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南昌供电分公司东湖营业班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赣州供电分公司供电服务中心客户服

务班 

国网江西省电力公司供电服务管理中心服务运管部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高新供电公司营业班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青川客户服务中心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大英县供电分公司变电检修班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公司空港变电运维班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沈阳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业

及电费部营业二十五所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镇赉县供电公司坦途供电所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大庆供电公司红岗供电公司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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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厅 

国家电网公司黑龙江电力齐齐哈尔供电公司信息通信分公

司调度班 

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哈尔滨供电公司道里区供电公

司华兴营业班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汉中供电公司营销部营业一班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安供电公司环城东路供电营业厅 

国家电网陕西张思德（延安枣园）共产党员服务队（枣园

供电所） 

国网兰州新区供电公司营业班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青海省电力公司海西供电公司格尔木市

供电公司营业班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吴忠供电公司利通区供电公司营业

班 

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石嘴山市惠农区供电公司营业班 

国家电网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力公司乌鲁木齐电业局

调度中心调度运行班 

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变电检修中心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巴西控股公司特高压部项目处 

国家电网公司武汉南瑞雷电监测与防护技术实验室 

松花江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吉林丰满发电厂维护部发电机班 

国网英大传媒集团《国家电网报》编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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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直属营业部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超高压输电公司曲靖局 500kV

罗平变电站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山供

电局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电网自动化班 

黄埔供电局大客户服务团队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供

电局青秀供电分局配电抢修班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供

电局变电管理一所 500 千伏邕州变电站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南宁供

电局城西供电分局供电服务一班 

安顺供电局服务调度班 

中国南方电网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凯里供电局继保自动

化一班 

南方电网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山东公司黄台电厂继电保护班 

华能（福建）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运行部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煤业公司华煤砚北煤矿洗煤厂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营口电厂运行三值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山东发电有限公司白杨河发电厂热工二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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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糯扎渡水电厂水库部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华亭煤业公司东峡煤矿 1140人车等

候室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洱源马鞍山风

电场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淮南田家庵

发电厂设备维修部电气三班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大唐彬长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大唐新疆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托克逊

风电场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大唐国际托克托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网络安全与控制部热控车间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大化水

力发电总厂百龙滩发电部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共和

光伏电站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十里泉

发电厂 330MW 六号机组生产线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十里泉

发电厂电气检修车间变配电班青年安全文明岗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邹县发

电厂集控运行分场三期集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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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华电青岛发电有限公司运行车间二

期集控室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控仪队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集控运行班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宁德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周宁电

站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华电可门发电有限公司发电运

行部集控运行专业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分公司）乌江渡发电厂维护部电气二次班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分公司）构皮滩发电厂维护部保护班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宝珠寺水力

发电厂发电部操作班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广安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维修部

热工队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衢州乌溪江分公司二次专业组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华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燃机集

控室 

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有限公司营销客服部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华电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供热

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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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国电南自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

司工程中心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上电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检

修分公司机械二队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上电电力运营有限公司磁

浮青年运行检修班 

中国电力安徽淮南平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辅机运行部二期

集控室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工艺系统所力学室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 AP1000 首堆核岛工程建设青年管理团队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电气仪控所信息组 

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景德镇发电厂生产技术部

点检中心 

国家电投集团山西铝业有限公司压溶二车间甲班 

乌东德工程建设部技术管理部 

三峡巴基斯坦第一风电有限公司 

中国三峡集团长江电力梯调中心水文气象预报团队 

中华鲟研究所水生态修复研究室 

三峡新能源云南姚安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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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集团长江电力三峡电厂运行四值 

国能双辽发电有限公司检修部电气分场继电班 

科环集团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设计中心（综合

能源事业部） 

国家能源集团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神东救护消

防大队上湾中队 

国能包神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机务分公司神木北运用车

间 SS4B89#+SS4B90#乘务组 

国家能源菏泽发电公司热工分部主控班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能蚌埠发电有限公司运

行部一值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治安保卫总队安保大

队 

国能朔黄铁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两万吨列车指导组 

国能（天津）大港发电厂有限公司自动化车间热控一班 

国能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一发）发电部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集团公司大柳塔煤矿综采一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客户服务中心 10000 号青年团

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营业部洪山广场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企业信息化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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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松原源江路营业厅 

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延边分公司营销中心营业班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公司梅山路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淮河路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五里墩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芜湖路营业厅 

湖南天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维护业务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

无线综合勘察设计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武林广场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创新产品运营中心/信息

网络分公司呼叫业务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公司中南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客服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分公司香格里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政企客户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分公司标杆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 10000 号福州话务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瓦房店抱龙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南油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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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网络维护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话务运营

部 A 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五岭广场营业厅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电信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喀什分公司人民西路营业厅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巴州分公司 202 区域营销中心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五区分公司东单营

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八区分公司车公庄

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大兴分公司黄村营

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信息安全部

计费账务单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栾城区惠源路营

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廊坊市分公司银河北路营

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分公司信息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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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分公司中山路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大石桥市分公司繁荣营业

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盘锦市分公司投诉

处理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辽宁辽阳市分公司西关营

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伊春市伊美区分公司营业

班组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无线网运营

中心“雄鹰”青年突击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乐桥自有营

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百丈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客户服务部高

价值客户服务维系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临沭县分公司中心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BPO业务营

销服务中心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前台受理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郑州市分公司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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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郑州市分公司存量

价值经营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郑州市分公司百花

路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随州市分公司网络部网优

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呼叫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永州市分公司黄古

山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省长沙市分公司系统

集成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政企 BG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客服呼叫中

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禅城新概念

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新时空广场

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客户俱乐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泸州市分公司大山坪营业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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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广安市分公司客户服务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黔南州分公司都匀市公众

营服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甘肃省分公司客服呼叫中

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玉树藏族自治州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客户满意运营

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公司石

嘴山市分公司大武口区贺兰山南路营业厅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服务营销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东街营业厅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东莞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人民路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网络管理中心

综合管理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西有限公司百色分公司向阳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网络部网络监控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通化分公司新华营业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烟台芝罘分公司西大街旗

舰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陕西渭南分公司四马路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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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达州万源分公司长青路营

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网络管理中心安全与增值

业务支撑室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服务营销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晋陵中路营业

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民生路旗舰店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大同分公司清远西街营业

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网络管理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三里庵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漳州分公司市区营销服务

部竹围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高新技术

开发区公司北京路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承德路沟通

100 店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服务营销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西有限公司长治分公司紫金东街直营

店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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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行业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椒江城区营销

部（椒江白云网格）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临江路营业

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定安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网管中心监控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移铁通山东济南分公司家客

支撑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黑龙江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开发区营

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天河路润粤服

营厅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河南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平舆分公司

解放路营业厅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 

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研究五所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事业本部 

成都中电锦江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市场部技术服务办公室 

北京中电华大电子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公司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制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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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贴片生产部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华睿川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TL 班组 

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熊猫汉达科技有

限公司制造部校试三班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党建云”项目组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税务事业本部大数据中

心 

湖南长城信息金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研发团支部 

中国中电国际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深圳迪富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动力

总成事业部发动机传动器厂发动机车间装配二线甲工段 

四川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长春丰越公司制造部焊装课四

门两盖班组 A 值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商用车

开发院 J6P 驾驶室白车身轻量化设计团队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长春

生产整车制造三部总装三车间生产区域二段丙班 

东风商用车有限公司车辆工厂装配五车间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司工厂总装车间 

一重集团铸锻钢事业部炼钢厂 100 吨电炉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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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核电装备公司手工焊殷存

柱班组 

一重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核电装备公司装配作业分

部主容器班组 

一重集团（黑龙江）重工有限公司重型装备制造厂装配一

组 

一重集团铸锻钢事业部水压机锻造厂锻造二锻班组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机械设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投

资管理部会计管理处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恒天集团青岛宏大络筒机厂单

锭班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机重装二重装备铸锻公司炼

钢厂 80 吨电炉班组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电力工

程设计研究院热机设计室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工国际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医疗建筑研究所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机重装二重装备重机公司重

机厂 FAF260 数控镗床班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航上海海虹实业（集团）

巢湖今辰药业有限公司技术系统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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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辅机容器车间深孔钻

岗 

东方电气（成都）氢燃料电池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鞍钢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一回收作业区青年技术小分队 

鞍钢集团有限公司攀钢集团西昌钢钒有限公司炼铁厂回收

作业区青年集体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冷轧厂四冷轧分

厂 1730 酸轧机组青年集体 

中国宝武宝钢股份武钢有限能源环保部热力分厂燃机发电

作业区 

中国宝武武钢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武钢好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饮料事业部（饮料销售团队）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中铝铝板带有限公司生产部铸

轧工区生产一班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

限公司财务部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铝加工事业部变形合金工区生产

一班 

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艺室压延组 

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航线客服部 

汇洲航运有限公司运营保障部 

中远海运集运中远亚洲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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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嘉信山轮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远海运能源新岳洋轮 

集装箱运营中心 

南通中远海运川崎技术本部生产设计部生技船体科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技术工艺部船体工艺室 

舟山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经营部 

中远海运客运有限公司“葫芦岛”轮客运部 

上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航运技术与安全部船舶水动力性

能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客舱服务部“蓝色

旅途”乘务组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中化蓝天有限公司上虞基地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

究院 

安徽开发矿业有限公司提升车间卷扬集控班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铜部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仪器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医疗器械事业部 

通用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 

新兴集团所属中国新兴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三公司技术

质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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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集团所属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七公司 

航天中心医院神经内科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二局西南公司重庆中央云璟二

期总承包工程项目部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二局核电建设分公司市场部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三公司北京分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基

础设施事业部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建五局中建隧道成都机场南线

（一期）综合管廊项目经理部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福州滨

海新城综合医院（一期）项目部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建八局南方公司粤东分公司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建八局西南公司东安湖体育公园

项目部 

国投罗钾硫酸钾厂加工车间加工三班 

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限责任公司动力厂热控检修班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招商中铁控股有限公司广西全兴高速

公路兴安收费站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招商中铁控股有限公司广西岑兴高速

公路玉林收费站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飞机气动能源工程技术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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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物理部气动设计室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飞机结构强度工程技术所机

身部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零件加工中心钣金车间工

艺组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飞机电控集成工程技术所

EWIS 部 

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飞机结构强度工程技术所功

能结构部系统强度室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梦

幻工作室 

中节能（甘肃）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昌马风场检修三班 

中煤张家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传动分公司青年先锋排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实

业公司徐庄分公司机厂车间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三工程处

机械修配厂 

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工程处屯南

项目部 115 队燕群峰班组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岩土室 

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选煤工程三所选煤室

（工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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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储装自控研究所 

徐州中联水泥有限公司熟料车间电气技术组 

中国建材国际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玻璃设计院工艺所 

石英玻璃重点实验室 

绿色建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生态环境功能材料研究团队 

中建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易单网运营项目团队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吉林总队地质环境研究院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工艺所设计研发

小组 

中国有色集团中国有色桂林矿产地质研究院有限公司矿产

地质研究所 

中国有色集团中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铜板带公司热轧

工段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研金属复材技术有限公司国家有

色金属复合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磁性

材料事业部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

源与生态环境材料事业部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研资源环境技术研究院（北京）

有限公司生物冶金国家工程实验室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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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材料事业部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研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有色

金属结构材料事业部 

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康普锡威科技有限公司 

矿冶集团矿山工程研究设计所地压监测技术团队 

北矿亿博公司新型地下混装炸药车项目组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绿色建筑中心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

司技术中心车外开发部二组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转

向架制造中心焊接车间机械手班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

限公司技术研发中心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永济有限电机公司一机车间机

一班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客车事业部

塞拉门班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大同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研究院制动

室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生产制

造部 CRH3（高速动车组）调度组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产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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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中心车体开发部铝合金车体室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铝合金

厂司机室班 

中国中铁川藏铁路青年创新创效百人攻坚组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印尼雅万高铁青年创新创效百

人攻坚组 

中铁四局一公司提质增效青年突击队 

中国中铁电气化局京沪高铁维管公司济南维管段泰安网电

工区 

中国中铁隧道局盾构及掘进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部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物贸集团鲁班电子商务青

年突击队 

中国中铁置业集团贵州有限公司贵阳中铁阅山湖青年突击

队 

中国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同业部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局宁波经堂庵跟车辆段

项目青年突击队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第二十一项目部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铁运公司神朔

铁路第一运营指挥部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地铁公司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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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轨道交通 B1 线一期九标项目部集体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

公司桥梁院第一设计研究所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东

铁营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项目部 

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铁发遂渝公司潼南收费站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四航局斯里兰卡项目部 

中交一公局二公司拉萨项目总经理部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公局集团新疆 G575 项目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一航局一公司大桥先锋号 

中国港湾美洲区域公司 

中交（苏州）城市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唐山项目部 

中交二航局五分公司特大桥青年突击队 

中交第三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京津塘高速公路北部新区段

高架工程 2 标段项目部 

中交四航局湛江港项目部 

国药大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朱雪焱 PI团队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疫苗二室生产

组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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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71 疫苗课题组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酿酒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利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大

连国际会议中心 

中国建设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滨海新区分公司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

公司测绘公司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勘察设

计研究院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地质勘查院资源评价中心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五四二纺

织有限公司后纺细纱丙班六组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际华三五零二职业装有限公司职业

装研究院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际华三五四二纺织有限公司整理车

间宽幅修布班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三五三四制

衣有限公司三车间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铸管部三区 

中国航油集团天津石油有限公司加油一站 

中国航油集团重庆石油有限公司机场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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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电网分公司

线路处（送电室）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电网工程公

司变电部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勘测公司岩

土工程部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机务处汽

机科 

中国能建中电工程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勘测工程分公

司青年突击队 

中国能建东电一公司红沿河项目部电仪工程处电缆班 

中国能建安徽电力建设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机械化公司维保

班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反应堆工程

设计与安全研究中心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深圳中广核工

程设计有限公司主控室与人机界面设计室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运行一部三值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海景酒店有限公司前厅部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锦绣中华民俗村寨部 

华侨城集团欢乐谷公园管理部安全管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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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集团公司深圳华侨城大酒店有限公司房务部 

山东鲁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贵和购物中心 

三亚山海天 JW 万豪酒店礼宾部 

海关系统 

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 

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报关厅 

北京海关所属中关村海关、北京西城海关联合报关厅 

北京海关所属亦庄海关报关厅 

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一站式报关大厅 

北京海关所属首都机场海关查验中心 

天津海关所属天津保税区海关海港保税区综合业务科 

天津海关所属天津东疆海关查验一科 

石家庄海关所属秦皇岛海关报关大厅 

石家庄海关技术中心食品理化实验室 

呼和浩特海关所属二连海关 

呼和浩特海关所属乌拉特海关 

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十八里海关查验科 

大连海关所属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旅检二科 

大连海关所属大连港湾海关综合业务科 

沈阳海关沈阳所属桃仙机场海关旅检三科 

长春海关所属长春龙嘉机场海关监管二科 

长春海关所属长春兴隆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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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海关所属黑河海关驻大黑河岛办事处旅检一科 

上海海关所属浦东国际机场海关综合业务处综合业务一科 

上海海关所属浦江海关综合业务三科 

上海海关所属外高桥港区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船舶监管科 

南京海关 12360 服务热线 

南京海关所属金陵海关驻邮局办事处报关厅 

南京海关所属苏州海关报关厅 

南京海关所属无锡海关报关厅 

南京禄口机场海关旅检工作组 

南京海关所属江阴海关关税科 

南京海关所属南通海关综合业务二科 

南京海关所属张家港海关报关厅 

南京海关所属常州海关报关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扬州进出口玩具检验所 

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报关厅 

上海海关学院苏州分校（海关总署苏州外事教育培训基地）

餐饮会场部 

杭州海关所属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旅检现场 

杭州海关所属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报关大厅 

杭州海关所属湖州海关报关大厅 

杭州海关所属嘉兴海关报关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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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关所属嘉兴海关驻乍浦办事处报关厅 

杭州海关所属嵊泗海关报关大厅 

杭州海关所属台州海关口岸卫生检疫服务队 

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驻萧然办事处报关厅 

杭州下沙园区跨境电子商务海关服务大厅 

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市民中心窗口 

杭州海关所属温州海关综合业务二科 

杭州海关所属温州海关驻瑞鳌办事处报关厅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 

杭州海关保健中心“奋进队” 

宁波海关所属北仑海关进口科 

宁波海关所属大榭海关“智慧物流”监管中心 

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业务大厅 

宁波海关所属宁波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宁波海关口岸

门诊部）体检组 

合肥海关所属蚌埠海关报关厅 

合肥海关所属阜阳海关报关厅 

合肥海关所属黄山海关报关厅 

合肥海关所属铜陵海关报关厅 

合肥海关所属芜湖海关报关厅 

马尾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南平海关综合业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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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海关综合业务科 

榕城海关驻福清办事处查验一科 

厦门海关所属泉州海关驻泉港办事处报关大厅 

厦门海关所属海沧海关综合业务二科 

南昌海关所属赣州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南昌海关所属景德镇海关报关大厅 

南昌海关所属九江海关报关大厅 

南昌海关所属南昌昌北机场海关 

南昌海关所属青山湖海关报关大厅 

南昌海关所属上饶海关行政审批受理大厅 

南昌海关所属宜春海关报关大厅 

青岛海关所属黄岛海关报关大厅 

青岛海关所属烟台海关驻港口办事处税收征管科 

青岛海关所属烟台海关驻芝罘办事处稽查二科 

青岛海关所属青岛大港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青岛海关所属日照海关综合业务科 

青岛海关所属威海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青岛海关所属龙口海关业务大厅 

青岛海关所属荣成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青岛海关所属济宁海关报关大厅 

青岛海关所属临沂海关综合业务科 

青岛海关所属莱州海关综合业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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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关所属蓬莱海关报关大厅 

青岛海关技术中心化工矿产品检测中心 

济南海关所属淄博海关业务大厅 

济南海关所属潍坊海关综合业务大厅 

济南海关所属东营海关报关大厅 

济南海关所属聊城海关业务大厅 

郑州海关所属商丘海关综合业务科 

郑州海关所属技术中心化学实验室 

郑州海关所属新郑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郑州海关所属郑州机场海关旅检二科 

武汉海关所属武汉天河机场海关旅检一科 

武汉海关所属汉阳海关稽查科 

武汉海关所属武汉天河机场海关旅检三科 

长沙海关所属长沙黄花机场海关旅检现场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机场海关旅检一处 

广州海关技术中心食品与化妆品研究所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卫生检

疫技术部 

广州海关 12360 服务热线 

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旅检科 

广州海关所属番禺海关莲花港监管科 

深圳海关所属罗湖海关港澳进境现场 



135 

深圳海关所属罗湖海关旅检班组 

深圳海关所属深圳湾海关旅检大厅综合处置岗 

深圳海关所属深圳宝安机场海关综合业务科通关服务岗 

深圳海关所属蛇口海关综合业务科 

深圳海关所属大鹏海关综合业务科 

深圳海关办公室总值班室 

深圳海关所属笋岗海关监管二科 

拱北海关所属闸口海关缉毒组 

汕头海关所属揭阳海关智慧治理工作队 

汕头海关所属普宁海关查检科 

汕头海关所属汕头港海关进口监管科 

黄埔海关 12360 热线工作室 

黄埔海关所属东莞海关保税监管三科 

黄埔海关所属凤岗海关综合业务二科 

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驻新会港办事处 

江门海关关税处验核工作室 

湛江海关所属茂名海关水东办业务现场 

湛江海关所属霞山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湛江海关技术服务小分队 

湛江海关所属湛江机场海关空港口岸现场 

湛江海关所属霞山海关“霞光青年”服务队 

南宁海关所属南宁吴圩机场海关旅检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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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海关所属邕州海关综合业务组 

南宁海关所属钦州海关实验室 

南宁海关所属防城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实验室 

南宁海关所属东兴海关监管二科 

南宁海关所属东兴海关监管五科 

南宁海关所属友谊关海关监管二科 

南宁海关所属友谊关海关旅检现场 

南宁海关所属水口海关口岸监管组 

南宁海关所属桂林海关监管三科 

南宁海关所属柳州海关综合业务科 

南宁海关所属河池海关综合业务组 

海口海关所属三亚海关免税品监管一科 

海口海关所属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属地查验处 

重庆海关所属西永海关 

重庆海关所属两路寸滩海关 

重庆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门诊部 

锦城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青白江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贵阳海关所属贵阳龙洞堡机场海关 

滇中海关综合业务科 

昆明长水机场海关旅检一科 

打洛海关口岸监管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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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海关口岸监管一科 

南伞海关行邮科 

瑞丽海关监管一科 

勐腊海关驻磨憨办事处 

盈江海关口岸监管一科 

云南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检验部 

河口海关综合业务科 

拉萨海关所属拉萨贡嘎机场海关 

西安海关所属西安咸阳机场海关旅检科 

乌鲁木齐海关所属红其拉甫海关 

乌鲁木齐海关所属哈密海关 

乌鲁木齐海关所属阿拉山口海关报关大厅 

乌鲁木齐海关所属塔城海关报关大厅 

税务系统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东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怀柔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密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丰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丰台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西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西城区税务局第六税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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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海淀区税务局花园路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石景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石景山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门头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房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昌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延庆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河东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南开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海光寺办

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东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武清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静海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中新天津生态城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新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藁城区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

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井陉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承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张家口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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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迁安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献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间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邢台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唐山市丰南区税务局唐坊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衡水市桃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信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邢台市襄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邯郸市丛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太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霍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蒲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繁峙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治市上党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襄垣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盂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左权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阳城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柳林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平遥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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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榆社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灵丘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阳泉市郊区税务局河底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平定县税务局娘子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治市税务局组织人事科 

国家税务总局长治市屯留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治市潞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津市税务局赵家庄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乌海市海勃湾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乌珠穆沁旗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阿拉善左旗税务局吉兰泰镇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察哈尔右翼前旗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乌拉特前旗税务局乌拉山镇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乌拉特前旗税务局白彦花镇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乌拉特中旗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二连浩特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奈曼旗税务局青龙山镇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敖汉旗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城县税务局八里罕镇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宁城县税务局天义镇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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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察右前旗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巴彦淖尔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阿鲁科尔沁旗税务局社会保险费与非税收入

股 

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 

国家税务总局沈阳市铁西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沈阳市和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沈阳市沈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桓仁满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港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黑山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老边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宏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沈阳市浑南区税务局东湖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沈阳市沈河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沈阳市苏家屯区税务局陈相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大企业专属服务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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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千山风景名胜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丹东市振兴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本溪市南芬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彰武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办税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稽查局检查一科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南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绿园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兴隆山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二道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公主岭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船营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龙潭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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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昌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四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四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辉南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靖宇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白山市税务局驻政务大厅窗口 

国家税务总局白山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白山市浑江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白城市洮北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白城市税务局收入核算科 

国家税务总局通榆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扶余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汪清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图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延吉市税务局新兴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延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朝阳区税务局所得税科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绿园区税务局法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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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榆树市税务局五棵树开发区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西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道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南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阿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哈尔滨市双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齐齐哈尔市建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牡丹江市爱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牡丹江市阳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安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宁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林口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佳木斯市向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桦川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汤原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肇州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兰西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税务局七星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漠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桦川县税务局江川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绥化市北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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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大庆市萨尔图区税务局拥军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黑龙江省农垦九三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黄浦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静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虹口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一窗多能”

组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综合平台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松江区税务局第十税务所青年快速响

应团队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区税务局第十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咨询服务一科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浦东新区税务局第四十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长宁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浦口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江宁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江宁区税务局征收管理科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玄武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惠山区税务局钱桥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宜兴市税务局丁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锡北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阴市税务局青阳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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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新沂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泉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鞠英纳税服务工

作室 

国家税务总局常熟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常熟市税务局辛庄税务分局 3 组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税源管理一

股 

国家税务总局太仓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吴中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张家港市税务局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

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启东市税务局近海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安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如东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通州区税务局西亭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灌云县税务局燕尾港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赣榆区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响水县税务局陈家港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高邮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仪征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仪征市税务局新城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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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广陵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沭阳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泗洪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宿迁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张家港保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下城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滨江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富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萧山区税务局瓜沥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萧山区税务局临浦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温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温州市瓯海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越城区税务局斗门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越城区税务局驻区政务办窗口 

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柯桥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诸暨市税务局暨南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新昌县税务局纳税服务股（办税服务厅） 



148 

国家税务总局海宁市税务局长安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桐乡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州市南浔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德清县税务局武康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湖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办

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永康市税务局经济开发区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衢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龙游县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玉环市税务局纳税服务股（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台州市黄岩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天台县税务局纳税服务股（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舟山市税务局普陀山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舟山市定海区税务局金塘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青田县税务局油竹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 12366 纳税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蜀山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淮北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蚌埠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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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谢家集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马鞍山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业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芜湖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铜陵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庆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黄山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宿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霍山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无为市税务局高沟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陵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池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12366 纳税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市台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福州市马尾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漳州市龙文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泉州市丰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石狮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永安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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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莆田市涵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南平市延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邵武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武夷山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上杭县税务局古田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武平县税务局十方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漳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闽侯县税务局上街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 12366 纳税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江西省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南昌市西湖区税务局桃花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昌市青云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

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南昌市湾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九江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办

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庐山风景名胜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九江市浔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景德镇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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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乐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萍乡市安源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萍乡市湘东区税务局下埠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余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办

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于都县税务局梓山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瑞金市税务局象湖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宜春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办

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宜春市袁州区税务局三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丰城市税务局尚庄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高县税务局敖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饶市广信区税务局罗桥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上饶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办

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安市吉州区税务局习溪桥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泰和县税务局沿溪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抚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办

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黎川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历下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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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市中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槐荫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莱芜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济南市莱芜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临淄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沂源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薛城区税务局沙沟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市中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滕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滕州市税务局级索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营市垦利区税务局胜坨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营市河口区税务局孤岛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饶县税务局大王经济开发区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

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芝罘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蓬莱区税务局大辛店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蓬莱区税务局北沟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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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招远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丘市税务局景芝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局高密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诸城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济宁市兖州区税务局新兖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曲阜市税务局王庄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邹城市税务局中心店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泰安市泰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泰安市岱岳区税务局山口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泰市税务局新汶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肥城市税务局汶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肥城市税务局老城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文登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乳山市税务局下初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乳山市税务局税收风险管理股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日照市税务局稽查局 

国家税务总局日照市岚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五莲县税务局中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莒县税务局东莞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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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临沂市税务局驻政务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临沂市兰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临沂市河东区税务局汤头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蒙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德州市德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临清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滨城区税务局北镇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邹平市税务局魏桥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博兴县税务局陈户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成武县税务局永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单县税务局南城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张店区税务局湖田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潍坊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宣传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巩义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荥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税务局银河税务

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开封市鼓楼区税务局西司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殷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文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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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林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乡市红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辉县市税务局孟庄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武陟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淇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山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陕州区税务局观音堂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卢氏县税务局五里川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三门峡市陕州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渑池县税务局张村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

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阳市宛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西峡县税务局白羽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阳市卧龙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民权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商丘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商丘市睢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县税务局浒湾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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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西工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新安县税务局磁涧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洛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税源管理股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新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

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汝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项城市税务局秣陵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济源市税务局稽查局 

国家税务总局驻马店市驿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建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罗山县税务局楠杆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汉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武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青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洪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洪山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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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襄阳市樊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老河口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宜城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宜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宜昌市猇亭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税务局纳税服务

股（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竹溪县税务局蒋家堰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松滋市税务局王家桥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荆门市东宝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鄂州市梁子湖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孝感市孝南区税务局车站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赤壁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随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随州市曾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宣恩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天门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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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潜江市税务局广华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江岸区税务局所得税科 

国家税务总局宜城市税务局鄢城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黄石市西塞山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十堰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十堰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荆门高新区·掇刀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办税

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武穴市税务局武穴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咸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恩施市税务局小渡船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仙桃市税务局张沟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县税务局空港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石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市雨湖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县税务局花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韶山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岳阳县税务局公田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衡阳市雁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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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澧县税务局甘溪滩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桃源县税务局桃花源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化县税务局梅城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隆回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湖南郴州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双牌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冷水江市税务局金竹山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新化县税务局西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沅陵县税务局五强溪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会同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

局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望城区税务局雷锋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乡市税务局灰汤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纳税服务组 

国家税务总局桃江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永州市冷水滩区税务局梅湾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永州市冷水滩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郴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洪江市税务局安江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花垣县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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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 12366 咨询台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海珠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荔湾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开

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开

发区税务局）夏港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前山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税务局驻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北滘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乐昌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公主路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大埔县税务局高陂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

科（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道滘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大岭山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石排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虎门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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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江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国家税务

总局江门市江海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化州市税务局鉴江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稽查二科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拱北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禅城区税务局张槎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大良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乳源瑶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青秀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柳州市柳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秀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岑溪市税务局糯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海市海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陆川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池市宜州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兴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贵港市港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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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防城港港口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柳州市税务局所得税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西壮族自治区税务局纳税服务和宣传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田东县税务局平马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桂林市七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灵山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浦北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宾阳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宁市武鸣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美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海甸办

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吉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迎宾路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三沙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儋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琼海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金马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陵水黎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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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12366 纳税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洋浦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文昌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万州区税务局龙沙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涪陵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渝中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渡口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南岸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北碚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长寿区税务局八颗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两江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两江新区税务局大竹林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税务局（重庆西永综

合保税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武侯区税务局机投桥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双流区税务局西航港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大邑县税务局悦来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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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自贡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泸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检查三股 

国家税务总局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绵阳市涪城区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元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元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国家税务总局遂宁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充市高坪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仪陇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充市嘉陵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华蓥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安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达州市达川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达州市通川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万源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雅安市名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松潘县税务局川主寺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汶川县税务局水磨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阿坝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色达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甘孜藏族自治州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凉山彝族自治州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纳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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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综合科 

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云岩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南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南明区税务局二戈寨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贵阳市花溪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遵义市红花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

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顺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毕节市七星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织金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贞丰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凯里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玉溪市江川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

局 

国家税务总局昆明市五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香格里拉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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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丽江市古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鹤庆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日喀则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山南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林芝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墨脱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林芝市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阿里地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那曲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西藏自治区税务局纳税服务和宣传中心

12366 组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和宣传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案件审理科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曲江新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浐灞生态区税务局广运潭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新城区税务局长乐西路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柏树林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莲湖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未央区税务局谭家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鄠邑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宝鸡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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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岐山县税务局蔡家坡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吴起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坪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紫阳县税务局毛坝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铜川市印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淳化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韩城市税务局西庄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渭城区税务局中山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铜川市耀州区税务局董家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铜川市印台区税务局城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铜川市印台区税务局广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子长市税务局瓦窑堡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神木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强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城固县税务局上元观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康市汉滨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陕县税务局城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旬阳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洛南县税务局景村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商南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玉门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瓜州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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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瓜州县税务局柳园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永昌县税务局朱王堡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张掖市甘州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嘉峪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白银市白银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景泰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合作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徽县税务局柳林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礼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庄浪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清水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庆阳市西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永靖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张掖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创业路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静宁县税务局威戎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陇南市武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文县税务局碧口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城中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乐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天峻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玛沁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城西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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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城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海东市平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德令哈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格尔木市税务局东城区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玛多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石嘴山市惠农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平罗县税务局崇岗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中卫市沙坡头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吴忠市红寺堡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吴忠市利通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12366

热线）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办

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兴庆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宁夏回族自治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固原市原州区税务局古雁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盐池县税务局大水坑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吴忠市税务局稽查局检查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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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税务局白芨沟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石嘴山市惠农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

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中宁县税务局石空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灵武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阿拉山口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哈密市伊州区税务局城东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石河子城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昌吉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博湖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和田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库车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海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伊吾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英吉沙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鄯善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税务

局王家沟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税务局幸福路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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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克拉玛依市白碱滩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哈密市伊州区税务局三道岭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哈密市伊州区税务局石油新城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东疆

征收管理科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税务

局火车北站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 12366 纳税服务热线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中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普兰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沙河口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甘井子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

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旅顺口区税务局铁山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鄞州区税务局首南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鄞州区税务局邱隘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蛟川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镇海区税务局澥浦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北仑区税务局新碶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大榭开发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慈溪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慈溪市税务局周巷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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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余姚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余姚市税务局泗门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海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象山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象山县税务局丹东税务所日常管理组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奉化区税务局莼湖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奉化区税务局溪口税务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稽查局检查科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12366 纳税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思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集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翔安区税务局新店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海沧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稽查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思明区税务局莲前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思明区税务局开元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黄岛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 12366 纳税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胶州市税务局李哥庄税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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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崂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李沧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市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莱西市税务局水集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平度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市民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市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城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综合业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征收管理科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罗湖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福田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区税务局税政科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区税务局征收管理科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蛇口税务局法制科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福永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纳税服务和宣传中心 12366 纳

税服务热线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龙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宝安区税务局福海税务所 

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174 

北京市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业务管理部 

吉林省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朝阳分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中心来电来信来访科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总队十二支队 

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电梯检验二室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热工能源所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总队十一支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许可分局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宿迁分院 

江苏省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服务科 

江苏省徐州市检验检测中心食品质量检验所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 

浙江省宁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店分局 

浙江省余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丈亭市场监督管理所 

浙江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业务服务窗口 

浙江方圆检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浙江省绍兴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中药天然药物检验所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机电设备检验中心 

福建省计量科学研究院客户服务中心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福州检验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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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检测研究院检验三部 

江西省纤维检验局检验科 

江西省计量测试研究院业务管理部 

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电器安全能效检验研究所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标准信息与咨询服务中心 

山东省标准化研究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管理中心 

青岛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电梯检验部 

山东省淄博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六大队 

潍坊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综合业务室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秘书科 

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指挥中心 

湖北省荆州市市场主体登记服务中心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务中心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珠海检测院业务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投诉举报指挥中

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移动式压力容器检

验所 

北京芳雪药店 

北京更香茶叶有限公司 

北京国邮通通信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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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南门涮肉有限公司前厅部 

北京嘉寓门窗幕墙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 

北京金吉列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良乡盛通家居广场市场有限公司市场部 

北京美丽年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服务部 

北京市闽龙世纪建材市场有限公司市场教育部 

北京日东升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运营部 

北京正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友云平台 iuap 

天津珠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售后服务部 

小护士（天津）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农夫种猪场 

红桥天奕商城卢萍时装屋 

天津市宏伟蓝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天津市精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业务部 

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项目部 

天津市宝屐鞋业有限公司 

四平神农医院门诊部 

牡丹江市顺峰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前厅部 

上海丹爱法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3u 品牌团队 

上海奉浦医院输液室 

上海金都物资有限公司销售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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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精益电器厂有限公司塑壳车间预组装小组 

上海聚通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聚通装潢营销中心 

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新天地旅业集团有限公司出境部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客服部 

济南重卡至尊润滑油有限公司生产部 

青岛福瀛建设集团装饰城现场部 

青岛权品七汤温泉度假酒店有限公司综合部 

山东蓝伞国际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运营部 

山东荣昌育种股份有限公司育种班组 

山东信豪鸿腾大酒店有限公司宴会部 

潍坊豪杰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封市雪莉美容院 

濮阳市悦尚城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诚信钢结构有限公司 

荆门星球家居博览中心 

天门市工人文化宫事业发展科  

湖南中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乙酸仲丁酯生产车间 

湖南高岭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 

湖南邵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永州东收费站 

湖南省智超投资控股集团行政管理部 

湘西海圳集团吉首市民族艺术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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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众利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荣县欣阳通讯有限责任公司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眉山市青年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昆明市盘龙区德胜桥豆花米线店 

普洱华夏志寰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公司业务大厅 

甘肃新乐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兰州悦达通讯有限公司 

武威市森祥车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威市亚美保健有限公司 

青海省富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佳禾医药有限公司零售部 

广电系统 

河北广电信息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衡水分公司 

山西省吕梁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山西省翼城县融媒体中心采编股 

山西广播电视台社会与法治节目中心《热线》栏目 

山西省大同市广播电视台《中华大同人》栏目 

辽宁省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爱+公益梦想行动”十大公益主

播团队 

辽宁广播电视集团（台）都市频道《新北方》栏目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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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新闻传媒中心新闻采访部 

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有限公司礼宾接待部 

上海广播电视台技术中心传送播出部播出科 

上海青浦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透视》栏目组 

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96296

客服热线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零距离》栏目组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电视播出中心安全播出保障团队 

浙江省杭州市广播电视台交通经济广播资讯部 

浙江省杭州市广播电视台西湖明珠频道新闻部 

浙江省杭州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浙江省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杭州黄龙路营业部 

浙江省嘉兴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营业中心 

浙江省宁波市华数广电网络有限公司呼叫中心 96371 热线

团队 

福建广播影视集团广播交通广播 

福建省厦门广播电视集团技术中心直播团队 

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 

山东省济南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 

山东省聊城市电视台新闻中心 

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帮》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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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事业部 

河南广播电视台《梨园春》栏目组 

湖北省武汉市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采编部 

湖北省武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湖南广播电视台播控中心播出科 

广西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分公司东葛营业

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广播电视台《政府在线》栏目 

海南省海口市广播电视台电视新闻中心 

海南广播电视台《直播海南》栏目组 

重庆市北碚区融媒体中心广播部 

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党团员青年突击队 

贵州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百姓关注》栏目组 

贵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贵州广播电视台体育旅游频道《法治第 1 线》栏目组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陕西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陕西省西安市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甘肃电视台《今日聚焦》栏目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节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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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客户发展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2073 台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地球站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塔发射台节传机房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东南广播电视维护中心天线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七二台甲机房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五五二台甲机房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七五一台发射机房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青年突击队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西安监测台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塔桅设

计所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热线 12》栏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南海之声广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时政新闻中心微视频工作室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早间节目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音频节目部新闻团队 

金融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存款保险制度处 

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 

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 

中国人民银行丹东市中心支行反洗钱与支付结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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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铁岭市中心支行国库科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科技处软件科 

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泰州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泰州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科（营业室） 

中国人民银行青岛市中心支行经常项目管理处货物贸易外

汇管理组 

中国人民银行东营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中心支行国库科 

中国人民银行黄石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科（营业室、反洗

钱科） 

中国人民银行随州市中心支行国库科 

中国人民银行咸宁市中心支行综合服务大厅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支付结算处综合业务管理组 

中国人民银行汕头市中心支行国库科国债综合组 

中国人民银行韶关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 

中国人民银行梅州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云浮市中心支行科技科 

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调查统计

科）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金融研究处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清算中心技术运维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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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科技处系统管理科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办公室秘书科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资本项目处外资管理科 

中国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会计财务处会计管理科 

中国人民银行成安县支行综合业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黄骅市支行综合业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会计财务处综合组 

中国人民银行吉县支行综合业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国库处 

中国人民银行白山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白山市中心支行科技科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信贷政策管理

科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外汇管理科 

中国人民银行嘉兴市中心支行外汇管理科 

中国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征信管理科 

中国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外汇管理科 

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经常项目管理处非现场监测

分析科 

中国人民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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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营业部业务网点科 

中国人民银行开封市中心支行办公室（后勤服务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周口市中心支行国库科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营业部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国库处会计核算科 

中国人民银行株洲市中心支行科技科 

中国人民银行九江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科（营业室） 

中国人民银行河池市中心支行支付结算科（营业室） 

中国人民银行三亚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心支行科技科 

中国人民银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中心支行科技科 

中国人民银行阿里地区中心支行国库科 

中国人民银行天水市中心支行国库科 

中国人民银行吴忠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金融稳定

科） 

石家庄印钞有限公司凹印 417 机台 

昆山钞票纸业有限公司水印车间制网甲班 

中国银保监会青岛监管局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处 

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营业部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 

大连银行白玉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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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木樨地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体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营业部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三阳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西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闵行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街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亲贤北街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成都）后台运营

中心 

中国证监会上海专员办技术调查处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推广部 

中国证监会大连商品交易所飞创公司产品研发中心 

国家开发银行战略客户部客户二处 

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客户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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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开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客户三处 

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客户四处 

国家开发银行安徽省分行评审处 

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科技金融处 

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客户一处 

国家开发银行广西分行客户三处 

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评审处 

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客户一处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客户二处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客户一处 

国家开发银行新疆分行营运处 

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公司客户一处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产品协调处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天水市分行直营业务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江阴市支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二连浩特市支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兴安县支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滨州市分行运营科技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咸宁市分行直营业务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东安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新街口支行营业室营业厅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西区支行营业部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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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亚运村北辰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芳群园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玉东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城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天津十一经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佟楼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胜利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长安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衡水胜利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西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运城解放路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春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本溪解放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雷锋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源大什字支行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斜桥支行 

工商银行上海市南京东路第三支行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人民广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营业部理财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四平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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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徐家汇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证券大厦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徐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新街口支行财富管理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扬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州解放路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州高新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州羊坝头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州庆春路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杭州延中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营业部个人业务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营业部营业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义乌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六安皖西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晋江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德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章江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中支行营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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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南大观园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泺源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济南高新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解放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垦利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芜莱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日照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菏泽开发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南阳路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福塔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建设路支行营业室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小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开封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长沙韶山路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长沙司门口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银讯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武汉汉阳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武汉三八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襄阳解放桥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随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清远新城支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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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江门港口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佛山市向秀丽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佛山市南海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南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惠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华东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中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中山五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长堤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花都雅居乐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署前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桂林阳桥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玉林解放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南宁南湖支行客户经理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南宁桃源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草市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春熙路步行街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春熙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牛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盐市口支行营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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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五粮液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盘水钟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贵阳诚信路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贵阳交际处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贵阳甲秀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贵阳文化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南屏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北京路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曲江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西安高新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渭南韩城市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吴起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延安宝塔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宜川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兰州中央广场第二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兰州金城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酒泉鼓楼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西宁城东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西宁城西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西宁中心广场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西宁城中支行营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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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青海分行格尔木昆仑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明德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新民路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博州阿拉山口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市宝安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湾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百货前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沙河口支行个人贷款中心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香港中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龙口路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北仑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鼓楼支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东区支行营业室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中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软件园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锦丰支行 

工商银行常熟老县场支行 

工行苏州道前支行营业部 

工商银行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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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票据营业部上海分部 

中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杭州开发一部 

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网络一部 

中国工商银行（澳门）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审批部 

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合肥陶冲湖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合肥新站高新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阜阳颍州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淮北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芜湖新市口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宣城城中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东莞松山湖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天河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东莞市虎门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东莞市黄江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东莞市塘厦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东莞市长安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东莞市厚街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顺德乐从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顺德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北秀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广州西湖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高新支行营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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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内蒙古满洲里分行营业室 

农行宁夏分行营业部营业厅 

中国农业银行宁夏银川西夏支行营业部 

农行宁夏分行银川解放西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银川开发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银川南郊支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北京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安高新分行

营业部 

农行咸阳中华广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勉县和平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莲湖路中段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充顺庆绸都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昌市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安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城西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杭州滨江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杭州市朝晖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杭州市西湖支行营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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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嘉兴市分行心连心营业中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普陀山支行 

农行义乌中兴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山支行 

农行绍兴分行营业部营业中心 

中国农业银行绍兴上虞舜山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闵行区华漕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嘉定区安亭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宝山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松江支行国际金融部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金山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徐汇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普陀区陆家宅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滨江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溪新华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贵阳市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贵州省水城县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仁怀茅台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佟楼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光荣道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六纬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咸阳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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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分行营

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翠亨广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蓝水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章贡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东湖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九龙湖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饶广丰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九龙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广州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城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江海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璜土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淮海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邗江工业园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扬州新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国贸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柳江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鹿寨县雒容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分钟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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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石碶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丽园北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周巷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中山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临汾金钥匙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大同市振兴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运城河东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太原晋贸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运城北大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晋城晋煤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临汾侯马市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西宁市城西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令哈市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格尔木分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门源县青石嘴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黄河路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海东乐都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青海省分行玛沁县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犁铧街（兵团）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建设路兵团支行营业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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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延安路（兵团）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五星路兵团支行营业

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河子北泉兵团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大连星海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大连民生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峡崤山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安阳分行市区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栾川县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龙湖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渝中上清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两江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南岸南坪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沙坪坝华宇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大渡口九宫庙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梁平屏锦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青岛杭州路分理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延安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青岛李沧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崂山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秦皇岛迎宾支行营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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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邢台邢东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武汉大东门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襄樊市谷城石花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武汉汉阳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掖城关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东方红广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中央广场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银白银区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峪关酒钢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华信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安市赛岐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鼓楼支行营业厅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建瓯市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华林支行营业厅 

农行漳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厅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福建省三明市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石井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莆田石庭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光市支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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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泰安石横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兰山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州市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太行山路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邹平市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银河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大王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潍坊潍城支行营业部 

农行新疆分行哈密伊州支行营业室 

农行新疆分行乌鲁木齐中山路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衡阳衡州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雨花区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五一大道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国贸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福田支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科技园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西丽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福永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龙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锦绣江南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龙兴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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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市渤海新区支行 

中国银行燕郊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廊坊市开发区支行 

中国银行山西省临汾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辽分行东城支行 

中国银行丹东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沈阳大东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营口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上海市洋泾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支行 

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市场部 

中国银行江苏无锡滨湖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江苏无锡高新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江苏南通启东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江苏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江苏南通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江苏盐城大丰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浙江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人民路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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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淮北分行相山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漳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岩新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福州师大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鼓楼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威海荣成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平顶山建华支行 

中国银行武汉水果湖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人民东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市桥南支行 

广东惠州分行营业部储蓄专柜 

中国银行广东珠海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广东省东莞分行长安支行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出国金融服务中心 

中国银行北海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龙泉驿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成都天府大道支行 

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武侯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中长江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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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巴南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遵义市湘山支行 

中国银行都匀市剑江支行 

中国银行昆明东风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宝鸡高新广场支行 

陕西省分行营业部个人金融团队 

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营业部结算团队 

中行西安翠华路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大雁塔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西安二环世纪星支行营

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行西安鼓楼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放路支行 

中国银行西安尚德路支行 

中国银行西安四府街支行 

中国银行咸阳空港新城支行 

中国银行格尔木昆仑路支行 

中国银行石河子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区石河子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支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营业部大堂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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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昆山鹿城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宁波市鄞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禾支行 

中国银行青岛香港西路支行 

中国银行信息科技运营中心网络通讯团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市东岗西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朝阳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东四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西四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友谊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天津时分行河西平山道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王顶堤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开发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公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中山支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中山支行（辽宁省分行营业部）沈中支

行 

中国建设银行鞍山分行营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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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分行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锦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大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沈阳岐山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长春一汽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吉林省分行长春西安大路支行个人金融部 

中国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佳木斯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哈尔滨学府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南岗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金茂支行 

建行上海东方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团结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宝钢宝山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黄浦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地广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国际业务部市场营销科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常州分行武进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常州分行金坛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常州分行溧阳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镇江丹阳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盐城分行射阳支行营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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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无锡分行信用卡业务部综合管理

团队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南京汉中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南京中山南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南通分行如皋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南通分行启东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扬州分行仪征城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绍兴分行诸暨东风支行 

浙江绍兴大通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绍兴分行大

通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温州分行瓯海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义乌福源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舟山普陀山支行营业部 

建行杭州宝石支行营业部 

建行杭州高新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椒江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嘉兴分行桐乡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马鞍山湖东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合肥钟楼支行个人理财中心 

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合肥庐阳支行营业部现金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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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行铜陵城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泉州分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莆田分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州城南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州城北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州鼓屏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州广达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工作婺源天佑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工作南昌省府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湖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天佑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州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安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胜利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历下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大观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城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威海分行营业部营

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潍坊分行营业部营

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淄博齐鲁石化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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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聊城市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泰安分行新汶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州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潍坊分行高新支行

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解放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二七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郑州金水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洛阳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航海东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绿城支行新密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武汉百步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武汉江夏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州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湘潭市分行湘潭县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芙蓉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中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长沙体育新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长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支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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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长沙芙蓉支行井湾子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市分行南大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长沙华兴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登峰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羊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署前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营业部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城区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常平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潮州分行湘桥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福建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林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望园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营业部营业厅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营业部储蓄专柜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园湖北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邕州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新民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新海航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口海府支行柜面结算业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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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金盘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口美舍河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龙华支行营业部储蓄专柜 

海南省分行营业部储蓄专柜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义龙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涪陵分行新星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市分行两江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杨家坪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九龙坡西彭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坪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重庆万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成都新华支行双楠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成都南郊支行（成都新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宜宾分行营业部 

建行泸州分行营业室（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分行泸州分行

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拉萨市冲吉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河滨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甲秀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小河支行 

贵州省分行六盘水市向阳北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碧海花园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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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贵阳市朝阳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和政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同心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银川西城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铁道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人民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

黄河路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五家渠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分行营业

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盐田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沙河口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甘井子新区支行机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行红旗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金普新区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慈溪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北仑华山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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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集美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青岛市南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海尔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昆山分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吴中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苏州相城支行营业部 

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风险管理处资产保全团队 

总行武汉审计分部非现场与 IT 审计处（中国建设银行） 

交通银行天津市分行新安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信用卡中心客户服务部 VIP

客户服务团队 

交通银行金融服务中心客户服务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东和春天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太原城北支行 

交通银行武汉金融服务中心营运部客户服务 2114 班 

交通银行北京望京西园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信用卡中心客户发展部线上

渠道客户发展团队 

交通银行成都锦江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漕河泾支行 

交通银行苏州分行园区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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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平洋信用卡中心催收和反欺诈部

综合管理团队 

交通银行北京林萃路支行营业室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银大厦支行 

交通银行苏州分行吴中支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成都都江堰支行营业室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玄武支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南阳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城根街支行 

中信银行南昌分行营业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光大银行太原分行营业部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世纪城支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舜耕支行 

光大证券东莞南城鸿福路营业部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总部 

光大永明人寿运营管理部电话中心 

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酒店管理中心会展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直属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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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张家口市高新区支公

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国际业务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城北支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下关支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榕城市福清支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肥城支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分公司东岳大街营

销服务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市小榄支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拉萨市分公司出单中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那曲分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 95518 客服

中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市分公司理赔事业部

车险分部定损部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州中心支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中心支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客户服务管理中心联络

中心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运营服务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 95519 客户联络



215 

中心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客户联络中心青

年团队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华阴支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第一营业部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广东分公司营业部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 

山西尧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路支行 

恒丰银行苏州分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银保监会温州监管分局农村银行机构监管科 

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办公室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平监管分局统计信息与风

险监测科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安支行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营业部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德支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支行营业部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瑞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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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城支行 

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秀峰支行 

重庆银保监局统计信息与风险监测处 

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昆明新兴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昆明城南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大理州分行庆丰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丽江古城支行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电话中心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玉龙县支公司 

南京证券银川民族北街证券营业部 

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客户一处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禾山支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第二支行营业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营业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广东省分行信贷管理处 

供销系统 

北京市供销合作社昌平新世纪商城黄金部 

河北省邢台市供销合作社邢台机动车辆服务有限公司业务

大厅 

山西省商业供销职工医院内科住院部 

山西省供销合作社山西省盐业公司太原分公司配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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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铁岭县李千户供销合作社马侍郎桥村众合榛子专业

合作社 

辽宁省辽阳市供销合作社辽阳市翰林府大市场有限公司 

浙江省供销合作社浙江爱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省供销合作社杭州果品集团有限公司市场第五营业班

组 

浙江省缙云县供销合作社燕京啤酒（浙江仙都）有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供销合作社绍兴大通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副食商场烟酒柜 

浙江省湖州市供销合作社浙北大厦超市总服务台 

浙江省湖州市供销合作社浙北大酒店总服务台 

安徽省供销合作社安徽瑞美福植物保护有限公司 

安徽省供销合作社安徽辉隆瑞美福农化集团有限公司销售

事业一部 

江西省供销合作社江西旅游商贸职业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供销合作社临沂市供销石油公司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农产品有限公司市场部 

山东省枣庄市供销合作社山东贵诚集团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幼儿园 

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河南金鹭特种养殖股份有限公司饲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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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供销合作社河南豫棉宾馆有限公司前厅部 

河南省南阳市供销合作社南阳市欣华商贸有限公司建材大

世界 

河南省南阳市供销合作社南阳市南都宾馆 

河南省南阳市供销合作社南阳市银河宾馆 

河南省内乡县供销合作社内乡县新大新有限公司新大新商

场 

湖北省武汉市供销合作社黄鹤楼茶叶有限公司营销部 

湖北省武汉市供销合作社武汉市银鹏纺棉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供销合作社湖南留芳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客房部 

广东省茂名市供销合作社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百货副

食部收款组 

广东省茂名市供销合作社茂名市明湖百货有限公司明湖商

场大家电组 

广东省东莞市虎门供销社粤华家电公司 

贵州省供销合作社贵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管理系 

陕西省汉中市勉县供销合作社勉县新世纪商城 

铁道系统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站哈西客运车间

“冰凌花”服务台班组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车务段香坊站运输

班组一班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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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三棵树机务段运用一车间

“青年先锋”电力机车组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客运段北京车队

Z15/6 次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客运段齐京车队

T47/8 次一组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海拉尔车务段免渡河站运

输青年调车组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阜新车务段小东站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客运段客运一车队 Z117

次第五乘务组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客运段客运一车队 Z118

次第三乘务组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梅河口车务段兴隆河站 

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站沈北客运贵宾室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型养路机械运用检修

段道岔捣固车间 03662 班组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客运段 D705/2 次列车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客运段京哈动车车队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南站客运车间甲班高架

组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西站客运车间 036 候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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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站运转车间甲调五组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邯郸车务段官庄站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秦皇岛车务段立存示范调车

组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电力机务段东风

7-5338 机车组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工务段石家庄探伤车

间石家庄探伤三工区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客运段城际车队邯郸

—秦皇岛 K7726 次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站客运车间贵宾室班

组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唐山车务段古冶站下行配车

甲班第一调车组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唐山机务段秦皇岛运用车间

DF11-306 机车组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唐山机务段调小运用车间

DF8B 型 0020 小运转“甲字”机车组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塘沽站军粮城车站调车丁班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电务段天津城际高速车

间京津客专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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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张家口车务段宣化站运转车

间丁班一调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西电务段三家店车间斜

河涧信号工区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站太原客运车间软席班

组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车辆段太原动车所乘务

组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介休车务段介休站甲班甲调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电务段萨拉齐车间

萨拉齐信号工区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客运段包京车队

K263/4 次列车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西机务段 DF8B 

5165 机车组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车站呼西运转

车间丙班调车组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集宁机务段二连运用车

间 DF7G 9002 机车组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科研所新技术研发组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乌海工务段碱柜线路车

间碱柜线路工区 



222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锡林浩特车务段锡林浩

特站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安阳综合段安阳东站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襄阳客运段襄宜车间 T49/50

次第二、第五乘务组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客运段直达乘务车间

Z37/8 次列车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襄阳机务段襄阳检修车间电

器班组 

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特警支队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研究院轨道车辆研究所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襄阳电务段电子设备车间襄

阳信息工区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汉电务段武昌南电务车间

乌龙泉信号工区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信阳电务段驻马店西客专电

务车间区域分析中心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东站运转车间一班第四

调车组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安康工务段巴山工务车间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客运段 T42/1 次女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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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组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客运段 Z20/19 次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西站西安国际港站货运

车间营业大厅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站济南西客运车间客服

中心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客运段北京动车队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南站济南客运车间孜慧客

服中心 

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站客运车间西候车室 

上海铁路公安局上海公安处松江站派出所七宝线路警务室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站“158”雷锋服务站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机辆段上海运用车间 

“周恩来号”机车组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站虹桥“心尚”服务工

班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站上南客运车间“心

尚”服务团队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车辆段南昌动车组运用

所检修一组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电务段电子设备车间

CTC/TDCS 控制中心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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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九江车务段共青城车站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客运段京广车队京广二

组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九客运段高铁动一车队动

一组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九客运段京深车队京深一

组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九客运段广九车队广九二

组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机务段 DF12-12 机车包

乘组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电务段广州南高铁信号

车间广州南检修南工区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北车辆段轮轴车间轮对

检修组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车站爱心（军人）候车

室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株洲北车站调度车间三场控

制台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怀化车务段思蒙车站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客运段长京车队 Z2/1次

第二包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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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海口车务段亚龙湾站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柳州工务段柳州探伤车间女

子探伤班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百色车务段汪甸站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柳州车站客运车间要客室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柳州车站运转一车间甲班三

调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柳州机务段桂林运用车间一

车队第五指导组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柳州机务段检修车间青年电

器包修组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车辆段南宁动车所检修

一组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站软席服务组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客运段 Z5/6 次第二、五

组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远车务段山腰站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北车辆段轮轴车间段修

探伤组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工务段师宗线路车间中

寨线路维修工区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机务段昆明运用车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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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二指导组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客运段一车队京直八组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昆明站客运车间“金花·彩

云之窗服务台”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陇西车务段陇西车站“富民

号”车队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武威南车务段武威南车站运

转丙班二调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电务段太阳山信号车间

大水坑检修工区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货运中心货运业务部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客运段北京车队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迎水桥车站调度车间甲班二

四调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客运段广州车

队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机械环工院环评所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线站院站三所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电子所青年科技攻关团

队 

中国铁路专运中心客运段乘务三车队 

中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虹桥站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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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组织独立开展部分 

 

北京市 

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总店经营部 

北京天恒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百万庄分公司 

北京张一元茶叶有限责任公司茶庄 

德胜街道政务服务中心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脑病科 

北京市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工程管理科 

国家大剧院市场部 

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青年火化班 

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颐养园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四分公司马泉营站区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四分公司西二旗站区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喷漆厂 MRA1 交验工段精修 B 班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总装厂总装部底盘部底盘线

四班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总装厂总装部主线内饰部内

饰一线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仁和轿车部总装车间底盘 2 班 

中建八局发展建设分公司青岛国际啤酒城改造项目 T1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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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工程项目 

北京建贸新科建材有限公司北京科勒卫浴旗舰店 

金隅北京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检验业务受理大厅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会展部二层班组 

北京五洲大酒店总机班组 

北京首开亿方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通惠家园分公司工程部 

全聚德和平门店宴会班组 

中国全聚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全聚德前门店餐一

班组 

现场管理一部收款二组 

北京汽车博物馆科教团队 

中国电信北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北京公司网络运行维护部资源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静安营业厅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单营业厅 

北京铜牛进出口有限公司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沟桥支行营业部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谷支行营业部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焦化厂区域办事处双合

家园公租房项目管理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通州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城区二分公司广渠门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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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城区一分公司三元桥营业

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京有限公司网络运行管理中心网络监

控室 

北京红星股份有限公司包装车间 

星海钢琴（河北）有限公司共青号总装生产线 

实创医谷产业园东区项目集体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地铁公司天津滨海新

区轨道交通 B1 线一期九标项目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三区分公司西客站

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三区分公司西单营

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国

际客服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

话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八区分公司五棵松

营业厅 

北京商务会馆前厅部 

北京市三元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青年模范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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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八达岭高速公路管理分

公司清河收费管理所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开高速公路管理分公

司杜家坎收费站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开高速公路管理分公

司西红门收费站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沈高速公路分公司穆

家峪收费站 

北京市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信息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后勤一站式服务大厅 

北京城市学院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中心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骨科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病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产一病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二病房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急诊抢救室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神经科高干病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 23 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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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病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所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剂科门诊药房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研究创伤组 

北京十一学校青年学者型教师研究会 

天津市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仁堂提取车间醇提取组 

天津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天津市职业技能培训研究

室）咨询服务部 

天津市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八研究所锌银一次电池工程组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中医科 

天津宾馆集团公司礼堂部中剧场服务班 

天津轨道运营集团新立站区 

河北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集体 

河北省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GeoEast 地

震数据处理解释一体化系统开发项目组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库尔

勒分院 

中国石油集团公司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勘

探事业部阿曼项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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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大庆物探一

公司 2287 地震队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宣教部 

开滦钱家营矿业分公司皮带区—600 水平平运一部皮带巷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管道局第四工程分公司盾构

工程第三分公司（CPP-4D3 机组） 

国网沧州供电公司营销服务中心业务受理班 

国网保定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二次检修二班 

河北省省级财政支付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平乡县河古庙支局 

廊坊分公司移动大厦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张家口分公司宝善街营业

厅 

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 

经济生活频道《今日资讯》栏目组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频率群（交通广播） 

唐山海关报关大厅 

中国联通石家庄市分公司中山路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千禧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张家口市分公司政企客户事业

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邢台市分公司中兴东大街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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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衡水市分公司全客户运营中心

114 班组 

中国联通保定市分公司东风西路营业厅 

鹿泉区生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 

石家庄市数字城管桥西监督大队 

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5 路线 

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1 路线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总店调剂部 

河北省木兰围场国有林场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承德乾隆醉酒业有限责任公司博物馆 

河北省张家口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河北省张家口市煤气总公司管网所调压队维修班 

河北省张家口市 120 急救中心 

河北省张家口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国网秦皇岛供电公司海港区供电中心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老龙头景区发展中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秦皇岛市开发区支公司 

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财政服务大厅 

河北省秦皇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认定中心 

唐山市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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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物流分公司新区铁钢站 0161 包乘组 

廊坊市财政局办公室 

廊坊日报社新闻采访部 

廊坊市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公安局巡警特警大队 

保定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1 路线 

河北省保定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 

河北省保定市供水总公司客户服务部 

保定市财政局预算处 

保定日报社广告部（广告管理中心） 

沧州日报要闻时事部 

衡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支行 

邢台市热力公司 

中钢集团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加工五分厂电工班 

河北省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庞矿机掘一队 

河北金牛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东庞矿选煤厂重介车间 

河钢邯钢炼铁部 5#高炉车间团支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中华支行营业室 

邯郸市市政排水管理处西污水处理厂 

河北朝阳沟旅游投资有限公司餐饮部  

河北朝阳沟旅游投资有限公司  

河北省邯郸市市政工程管理处路灯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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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市市政排水管理处管网管理处 

邯郸市涉县消防救援大队 

邯郸银行总行营业部夜间银行 

邢台银行邯郸分行营业部 

邯郸市肥乡区人民检察院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邯郸市丛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

务厅） 

河北省邯郸市第一医院心内科 

中国华冶西部矿山建设青年突击队 

山西省 

大同鹊山精煤有限责任公司综采队 

山西大众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工程研究所青年

岗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手撕钢”青年创新创效基地 

太原天然气有限公司管线所检修工段 

太原海关技术中心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太原迎泽大街证券营业部 

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机电厂支架制造下料工段 

山西大同市永和红旗美食城 

大同世纪北方电器有限责任公司 

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一矿选煤厂重介一队重介洗

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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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机场海关 

山西省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服务中心（山西省血液中心） 

山西太原市财政局办公室 

太原青年创业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山西襄垣县财政局预算股 

晋西集团晋机公司冲压分厂装配交验班组 

吕梁市财政局预算科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会计学院 

中化二建集团公司幼儿园教师组 

山西铁道大厦 

中北大学后勤集团维修中心电工班 

山西芮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关支行营业大厅 

山西焦煤集团西山煤电铁路公司古交机务车间 

山西省脑瘫康复医院针灸科 

太原矿山机器集团有限公司刘胡兰小组 

山西省长治市客运中心有限公司售票处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东曲煤矿综采二队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四台矿大型设备队副立井绞车房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接待中心游客接待部 

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皇城相府管理处导游部 

大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山西省汾阳市贾家庄裕和花园酒店客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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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博物院公众服务部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西铭矿充电超市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营业部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白洞矿业公司全国煤矿生产安全教育

基地”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成装一厂成五车间玻乙班

贴票组 

山西省人民医院骨科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晟泰公司晋城古书院工贸有限公司万德

福超市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运输工程分公司第二运输段

HXD17134 机车包乘组 

山西省人民医院磁共振室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忻州支行 

榆次新东方培训学校 

吕梁市离石区道路运输管理所 

长治银行府西支行 

朔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山西太长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武乡收费站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马脊梁矿综采一队 

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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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包头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公路分公司台格收费

站 

突泉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喀喇沁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电业局修试管

理一处继电保护二班 

内蒙古伊泰煤制油有限责任公司维保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采气厂苏里格第二天然

气处理厂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供电局固阳供电分

局新建供电所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系统运行部调度一处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电力科学研究院

分公司继电保护及综自研究所 

二连浩特市公安局公安行政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东乌珠穆沁旗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能新朔铁路机务分公司检修车间电器组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地面服务分公司

青年服务中心 

内蒙古河套灌区水利发展中心信息化领导小组建设管理办

公室 

包钢轨梁厂生产部调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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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锡林热电厂生产部热工

班组 

内蒙古伊敏煤电公司伊敏露天矿维修部汽修车间检修三班 

包头市土右电力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电力线路施工队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电业局修试管

理处继电保护班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超高压供电局输

电管理一处 

内蒙古集通铁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锡林浩特综合维修

段桑根达来电务车间 

包钢销售分公司销售大厅 

内蒙古阿里河林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森林消防大队 

红云红河烟草集团乌兰浩特卷烟厂卷接包车间甲班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兰察布市分公司寄递事业部营运

中心 

鄂尔多斯市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蒙东公司伊敏电厂检修部热工专业机控

班 

中国航天科工六院 46 所 605 室特种推进剂组 

乌海市公安局海勃湾分局刑警大队 

鄂尔多斯文体交通广播 

内蒙古东信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东杨公路收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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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储备粮通辽东郊直属库有限公司 

中国联通乌海市分公司新华西街营业厅 

中国联通乌海市分公司中心营业厅 

杭锦旗公安局锡尼镇第一派出所 

鄂托克前旗人民检察院 

鄂尔多斯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 

鄂托克旗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 

北奔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包头总装公司底盘车间 

中国联通包头分公司钢铁大街中心营业厅 

鄂尔多斯移动通信分公司伊金霍洛街营业厅 

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红岗公司四分厂小车组 

鄂尔多斯达南路营业厅 

中国航天科工六院红峡公司二车间浇注组 

内蒙古森工集团满归林业局有限公司绿星宾馆 

内蒙古大兴安岭莫尔道嘎森林工业有限公司龙岩山庄服务

总台 

丰镇发电厂汽机检修队 

辽宁省 

沈阳市红十字会医院泌尿外科 

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发动机装配厂

传装班 

沈阳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系统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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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大东管理部 

中铁九局塞尔维亚项目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 

大连公交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汽车六分公司 524 路 

大连华锐重工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电焊一班 

大连银行中山支行白玉支行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集团）重症监护病房 

大连市友谊医院肝胆外科 

华能大连电厂运行一值 

大连农商银行开发区支行营业部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普通外科 

大连交运集团新北线客运中心金州新区中心汽车站站务班 

辽宁省大连市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广播十大公益主播

团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瓦房店市抱龙营业厅 

鞍钢集团博物馆青年集体 

抚顺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抚业务部 

抚顺银行营业部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抚顺分行 

本溪市人民检察院青年检察官先锋队 

丹东银行锦山支行 

宽甸满族自治县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团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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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 

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口分行营业部 

阜新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一分厂 02 号机组 

辽宁省阜新市公安局机动车辆管理所车辆管理科 

阜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辽阳市宏伟区基层事务服务中心 

忠旺集团模具一厂 

辽宁省盘锦市华锦集团乙烯分公司聚乙烯一车间总控岗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 

国网辽宁电力沈阳供电公司浑南 HN 创新工作室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金海采油厂

集输大队洼一联合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高升采油厂

集输大队高一联合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辽河油田分公司曙光采油厂

采油作业六区 605 号采油站 

吉林省 

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检修运维事业部调试车间

调试一班 

长春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长春市大众物流装配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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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 

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二幼儿园 

吉林省榆树钱酒业有限公司 

松花江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吉林丰满发电厂检修中心机械工

程处水轮机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供电公司大客户服务中心市

场拓展班 

吉林化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丝四纺车间络筒丙班 

吉林化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丝三车间加工生产线 

吉林市气象台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江北支行 

吉林化建电仪工程青年突击队 

吉林省吉林市露天市场管理中心 

吉林市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管理科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有机合成厂

苯乙烯装置苯乙烯精馏岗 

吉林省四平市第一高级中学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吉林银行四平分行营业部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平铁东支行 

四平市邮政分公司铁东揽投部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金汇支行 

通化市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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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市财政局预算科 

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宏达支行 

通化万通大酒店有限公司餐饮部 

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仓储中心 

临江市建国街道解放社区居民委员会 

国网新源吉林松江河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分场 

前郭县民族歌舞传习中心 

吉林省松原市前郭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经办服务大厅 

吉林白城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吉林省白城经济开发区市政园林环卫管理站 

白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 

白城市华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计量检验所 

延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营销分公司 

长白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池北支行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白城洮安东路营业厅 

黑龙江省 

国网哈尔滨供电公司道里区供电公司华兴营业班 

航空工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飞机设计研究

所结构设计室机翼组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工艺部锅炉工艺室 

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冷作分厂四工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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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汽发分厂转子加工组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管子分厂手工氩弧焊

组 

哈尔滨城乡规划展览馆 

哈尔滨市企业信用融资担保服务中心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六小学英语组 

黑龙江省大庆市博物馆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南山街道办事处 

黑龙江鸡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城郊支行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三慧文化用品经销有限公司销售

部 

黑龙江省伊春森林博物馆 

黑龙江省伊春市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 

鹤岗市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嫩江市人民检察院政治部 

塔河县北极星宾馆餐饮部 

国家税务总局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

局 

大兴安岭漠河林业局财务核算中心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钻探工程公司钻井二公司 1205钻井

队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一采油厂第三油矿中十六联合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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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二采油厂第六作业区采油 48 队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第二采油厂铁人纪念馆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大罐队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中油电能公司供电公司杏南运维部

张铁匠巡视操作队运行六班 

黑龙江省水上搜救指挥中心总值班室 

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哈同运营分公司二龙山收

费站 

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哈同运营分公司哈尔滨东

收费站 

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齐嫩运营分公司共和收费

站 

黑龙江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佳木斯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业务受理科 

上海市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招商稳商团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婚姻管理所结婚登记浦东南路窗口 

今亚珠宝诺工坊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徐家汇市场监督管理所监管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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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行政服务中心双创服务组 

徐汇区牙病防治所口腔颌面外科 

徐家汇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一口式”前台受理部

门 

长宁区华阳路街道社区管理办公室 

上海香雪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捷惠便利店 

长宁区天山消防救援站 

上海新长宁房产销售有限公司销售部 

江宁学校“明辉教师教育基地”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上海市普陀第一房屋征收服务事务所有限公司“春晖”征

收班组 

光明村大酒家品牌服务组 

上海绿波廊酒楼三楼服务组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老城隍庙店药品柜组 

新世界城总服务台 

上海市黄浦区车辆停放管理公司南京路步行街班组 

上海静安区白领驿家两新组织促进中心 

上海市宝山区张庙街道司法社工点 

上海市金山区就业促进中心朱泾分中心 

上海市金山区山阳民兵哨所 

上海金都物资有限公司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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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永进电缆（集团）有限公司行政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南翔老街游客中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研究所盛同公司“智慧灯杆

研发团队” 

上海第一八佰伴新世纪商厦总服务台 

上海市第一医药商店（依嘉）劳模服务创新工作室 

上海世博百联商业有限公司总服务台 

上海市现代流通学校《现代流通学生报》报社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事

业部 

上海巴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第十二车队 118 路青年班

组 

上海强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业务调度分公司62580000班组 

漕河泾创业中心国际创新创业孵化服务团队 

上海深水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营运操作部口岸查验区班组 

上海供水热线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汽轮机厂人力资源部 

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液压泵厂李斌班组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管膜车间胡惠忠组 

上海海仑宾馆行政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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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工程公司青年项目管理部 

上海农商银行宝山支行营业部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山支行营业部青年团队 

上汽乘用车公司创梦先锋设计团队 

延锋汽车内饰系统有限公司亚太技术中心工程三部一科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总店 

上海燃气热线 962777 服务平台 

上海地铁第二运营有限公司世纪大道站 

上海地铁第三运营有限公司东安路站 

上海地铁第四运营有限公司八号线耀华路站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人民广场站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十号线虹桥枢纽区域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一号线 125 号列车乘务组 

上海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一号线上海火车站站 

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新农村和棉麻公司投资业务部 

隧道股份运营集团市政养护沪宁江桥收费站 

上海市辐射环境安全技术中心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大气环境监测团队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综合业务部现场监测组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质标所色质谱检测技术研究室 

上海市审计局电子数据审计处计算机审计攻关小组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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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学斯霞”小队 

南京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南京人民大会堂汉府饭店会务礼仪班 

江苏省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调度处置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事局指挥中心 

南京市江宁区财政局 

江苏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钟亭营业部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财政局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江宁分局行政审批服务科 

金陵晚报社“虎凤蝶行动活动部” 

苏宁金服集团 

江阴市图书馆 

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 

无锡政和职业介绍所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无锡灵山胜境梵宫会务班组 

无锡灵山胜境随喜堂营业组 

江苏无锡市财政局预算管理处 

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客运服务部站务一中心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支行 

宜兴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徐工集团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底盘分厂中小吨位装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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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徐工集团徐工消防安全装备有限公司消防车研究所 

徐州宣武集团有限公司管理服务部 

徐州市不动产登记交易服务中心 

江苏中烟徐州卷烟厂生产制造处卷包工段 

江苏徐州市殡仪馆殡仪引导班 

徐州市泉山区财政集中支付中心 

徐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和平北路证券营业部 

常州市武进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常州市人才市场管理办公室 

常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武进分中心 

常州市武进区行政审批局 

常州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金坛分中心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江河港武水务（常州）有限公司武进供水服务中心 

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路俊琦工作室” 

苏州农村商业银行盛泽支行 

苏州御亭现代农业产业园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审计局经济责任审计科（中心） 

太仓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结算中心 



252 

苏州沙家浜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昆山市财政局陆家分局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杨舍证券营业部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横扇支行 

江苏张家港市财政局 

江苏昆山市财政局高新区分局 

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城支行 

南通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江苏省南通高新区财政局 

南通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风景区管理处 

连云港供电公司新海营业厅 

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部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通灌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东方 1 号创意产业园创意团队 

盐城市亭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峰分局第二巡查组 

江苏仁禾中衡会计师事务所 

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部汽机化学班 

盐城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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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市财政国库集中收付中心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仪征分公司行政管理区域沟通团队 

扬州市邗江区行政审批局 

宝胜集团营销管理中心 

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游客中心 

江苏丹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后巷支行 

江苏扬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江苏恒顺集团灌装线青年集体 

国家统计局泰州调查队 

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甸中心所 

泰州市姜堰区预算外资金管理办公室 

靖江市融媒体中心时政要闻部 

江苏兴化市预算外资金管理办公室 

泰州市泰兴市融媒体中心新闻部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 

江苏省省级机关第一幼儿园青年教学组 

江苏省省级机关实验幼儿园国际部 

江苏省外事翻译中心 

江苏会议中心（钟山宾馆）贵宾楼 

江苏苏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安保班组 

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制盐分厂盐硝控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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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息结算中心客户服务部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中餐部嘉宾厅 

浙江省 

杭州地铁 2 号线钱江路站 

杭州市西湖游船有限公司画舫礼宾组 

杭报集团都市快报服务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公交集团幼儿园 

杭州市临安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征缴管理科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建德热电厂电运岗位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巷口支行营业部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杭州长运客运站场有限公司中心站心馨岗 

杭州大厦宾馆总台 

杭州大厦购物城礼宾岗 

杭州大厦购物城总服务台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世纪联华庆春店收银课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汽车分公司 38 路

2—7301 号车组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汽车分公司 16 路 

溪口市场监督管理所 

象山县行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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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奉化区规划测绘设计院 

宁波市 81890 求助服务中心 

宁波市鄞州区公共事务受理中心 

宁波市行政服务中心 

宁波通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 

国网乐清市供电公司柳市供电所 

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温州站客运作业区 

温州空港贵宾服务有限公司 

温州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台 

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瑞安分中心 

温州信达交通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维护部仪控一班 

长兴综合管理所 

湖州市图书馆借阅中心 

湖州市气象台 

湖州市社保服务中心综合服务大厅 

浙江省湖州市市级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安吉新闻集团民生部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国家税务总局海盐县税务局于城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嘉兴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 

嘉兴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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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恒光电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滨海分公司 

绍兴柯桥排水有限公司中控室 

绍兴市第一中学生物教研组 

绍兴市高级中学高一年段 

绍兴虞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枫桥南管理站 

绍兴市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虞诸（安亭）管理处绍

兴南收费站 

绍兴市公共交通集团第一有限公司 8 路线 

绍兴市上虞区便民服务中心 

浙江嵊州瑞丰村镇银行营业部 

嵊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 

绍兴恒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浙江横店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市婺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狮市场监督管理所 

舟山市审批办证服务中心 

舟山市气象台 

舟山市城市展示馆 

杭州银行舟山分行营业部 

浙江临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临海市机关事务中心保卫科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发电厂运行部 7（8）号机

组集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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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金兄弟珠宝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 

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服务中心 

丽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事大厅 

丽水市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丽水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四部常减

压区域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四部加氢

精制区域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一部老五

套区域 

浙江省大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路工程公司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运行

二处 1 号主控室 

浙江衢州巨化氟化公司二车间甲烷氯化物工段 

浙江浙能天然气运行有限公司调度中心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大酒店前厅部总台班组 

安徽省 

安庆市望江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亳州市 12345 市长热线办公室 

亳州市委办公室综合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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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颍淮农村商业银行古楼支行 

合肥供水集团营业大厅 

安徽省淮北市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支队 

淮北市传媒中心网络编辑部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黄山高速公路管理中心 

安徽省黄山风景区玉屏客运索道有限公司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狮林大酒店总台班组 

黄山长江徽杭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六安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霍山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六安爱心车队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三勘探队 306 钻机 

泗县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马鞍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马鞍山市图书馆流通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二〇工厂结构部修理二工段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涂装二车间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装三车间 

安徽省广德市实验中学德育处 

郎溪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徽商银行铜陵狮子山支行 

铜陵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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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开发区支行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综合调研室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综合秘书室（秘书一室） 

中国科学院 EAST 边界诊断组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田集发电厂热控班 

淮南市科技创新公共服务中心 

淮南市市长热线办公室 

徽商银行滁州分行丰乐路支行 

安徽省蚌埠市财政支付中心 

淮河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生态环境监测与科学研究中

心水环境监测室 

蚌埠市市长热线服务中心 

池州市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铜陵市政务服务中心 

蚌埠市殡仪馆殡仪服务部 

阜阳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安徽省芜湖长江大桥公路桥有限公司收费分公司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安公路管理处 

安徽皖通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管理处包河大道收费

站 

福建省 

福建省三明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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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县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综合科 

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厦门市思明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漳浦县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检察院 

厦门海关隶属厦门机场海关旅检现场 

福建仙游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鲤城支行 

福建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福建南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福建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福建莆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峤支行 

福建广电网络集团鹭江分公司后滨营业厅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清支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北磨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漳州分公司市区营销服务

部竹围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鲤城区营销中

心九一路营业厅 

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消防救援大队 

福建省漳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古雷港经济开发区消防救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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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消防救援大队 

三明市将乐县消防救援大队 

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消防救援大队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检查一科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龙岩供电公司城区供电营业厅 

国网南平供电公司城区供电客户服务中心 

国网厦门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湖滨南营业厅 

国网漳州供电公司配电应急抢修班 

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城厢供电营业厅 

福建水口发电集团有限公司检修公司电气检修处自动化班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调控中心调控处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台江供电营业厅 

国网福州省电力有限公司福州供电公司马尾供电营业厅 

国网三明供电公司城区客户服务中心 

国网三明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地区调度班 

国网福建电力有限公司永安市供电公司营销部（客户服务

中心）营业班 

福建省 121 地质大队地质勘查院 

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龙岩高速公路支队一大队古田中队 

连城县冠豸山游客中心 

厦门铁路公安处龙岩车站公安派出所综合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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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汀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服务窗口 

南平市烟草公司延平分公司卷烟营销办公室 

福建省泉州金星大酒店前厅部 

泉州市公安局临江派出所 

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 

中国电信石狮分公司九二路营业厅 

福建省德化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服务窗口 

惠安县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晋江市中医院急诊医学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市分公司 

福建省漳州市中医院急诊科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分行营业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漳州市胜利路支局 

兴业银行漳州分行营业部 

漳州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漳州大酒店分公司总机班组 

江西省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总装厂内饰一班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小蓝工厂总装全顺线吊装班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中山路支行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南昌市政公用集团 96166 客服热线中心 

南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望城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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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地铁项目管理分公司 

南昌市西湖区八一消防救援站 

大江网（中国江西网）采编中心 

南城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江西省抚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吉安广播电视台全媒体采集编辑中心 

江西吉安海关报关厅 

江西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管理处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国库集中收付核算中心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吴城保护管理站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市分公司广场购书中心文

教部 

江西九江海事局监督科 

九江市财政局办公室 

九江银行光华支行 

江西省庐山博物馆宣教部讲解组 

庐山园门管理局北门换乘中心收费班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萍乡分行 

萍乡市国土资源勘测设计院 

江西省萍乡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江西省上饶市城乡规划展示馆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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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招标三部 

山东省 

山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卷包车间 

齐鲁银行运营部客服中心 

济南市市中区政务服务中心 

济南市振邦保安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泉城路保安大队 

济南四建集团第八工程项目公司 

济南市全民健身中心场馆服务队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研究开发部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钢城支行 

山东省青岛疗养院康复保健中心 

海尔山庄餐厅部 

海尔文化创新体验中心 

青岛公交集团隧道巴士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 304 路线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巴士有限公司 31 路队 

齐商银行中心路支行 

山东省淄博市政府市民投诉中心市长专线电话室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淄博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山东鑫迪家居装饰有限公司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审批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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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政务服务热线办公室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山东正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DCC 主控室 

烟台市喜旺食品有限公司销售部 

烟台银行西大街支行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城支行 

高密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山东重工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动力发动机技术研究院仿

真研究部 

潍坊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服务大厅 

山东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流水三线 

济宁高新区为民服务中心 

济宁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一所 

邹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三孟管理所 

山东省济宁市水务综合执法支队 

曲阜市三孔文化旅游服务公司文博讲解中心 

泰安市政务服务热线管理中心 

泰安市神憩宾馆 

泰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威海市商业银行文登支行 

威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市区管理部 

荣成市郭永怀事迹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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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商务发展中心 

刘公岛游客中心 

荣成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共威海市委机要局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环翠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日照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临沂市国土资源局测绘院 

平原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发酵事业部 

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解放路支行 

德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新厂灌装车间 

聊城市东昌府区检察院白云热线 

临清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聊城市高唐县财政收付中心 

博兴县人才工作管理服务中心 

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政务服务中心 

大唐鲁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部 

国家税务总局郓城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营业部 

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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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购物广场店安保科 

山东能源枣矿集团柴里煤矿机电运输科 

滨州市博兴县农村商业银行营业部 

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济南长途汽车总站 

山东省齐鲁晚报志愿者服务中心 

山东省射击队 

齐鲁石化公司烯烃厂裂解车间 

中建八局第一建设有限公司装饰设计研究院 

山钢股份莱芜分公司型钢厂小型轧钢车间轧钢大班 

东营农村商业银行东城支行 

山东威海客运段进京乘务组 

山东滨州粮食和物资储备集团有限公司 

济宁市邹城规划展览馆管理处 

济宁市财政绩效评价中心 

河南省 

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客运一中心乘务一室 

兰考焦裕禄纪念园管理处 

开封市晟茂皮鞋商行 

洛阳市涧西区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部 

中国船舶七二五所三室橡胶制品车间 

中国船舶七二五所洛阳双瑞橡塑科技有限公司二车间 



268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大学生服务班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矿山机器厂重数车间龙门铣班 

平顶山市平高集团技术中心试制厂装配车间 

平顶山市卫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院急诊科 

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案件综合审判庭 

新里程安钢总医院 

河南润安工程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安阳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 

安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处 

鹤壁市国库支付中心 

鹤壁市鹤山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新乡市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日化部 

河南能源焦煤公司赵固二矿大学生创新工作室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海外事业总部 

河南省焦作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焦作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综合服务大厅 

濮阳市地产管理处 

国家税务总局濮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濮阳市华龙区幼儿园 

台前县国库收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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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许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监控系统研发部 

许昌瑞贝卡水业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许昌南收费站  

漯河市财政信息中心 

漯河市实验中学语文教研组 

北控南阳水务集团维修处 

信阳东站区域管理办公室 

信阳市羊山新区财政局 

罗山灵山茶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 

周口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河南省周口市人民检察院法警支队 

国家税务总局周口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契税大厅 

周口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驻马店市科技学校 

驻马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处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精炼厂电解四工序 

济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综合服务大厅 

济源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河南省大河网大河论坛 

河南省审计厅计算机审计中心 

河南省黄河迎宾馆任务接待区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报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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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密码资源中心 

河南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原油田分公司文留采油厂文中采

油管理一区 17 号计量站 

湖北省 

潜江市积玉口镇财政管理所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财政局国库集中收付中心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黄州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武汉市消防救援支队江汉区江汉路消防救援站 

来凤县消防救援大队 

湖北省咸宁市消防救援支队嘉鱼县鱼岳消防救援站 

监利市消防救援大队 

监利市章华大道消防救援站 

孝感市消防救援支队 

应城市东大街消防救援站 

湖北交通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武汉市轮渡公司客运分公司江城 1 号 

武汉地铁集团轨道交通 1 号线运转车间 

武昌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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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市场服务部 

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武汉市长专线 

富士康武汉科技工业园海关协管大队富三路电子闸口岗 

武汉港务集团客运站旅游集散中心 

湖北省武汉晨鸣汉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4800新闻纸生产线 

武汉综合交通研究院有限公司 

武汉卷烟厂制丝车间甲班制丝组 

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网络维护中心网络操作维护中心云支

撑团队（交换平台室） 

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武昌分公司东亭支局 

中国电信武汉分公司政企客户部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政务窗口管理

办公室 

武汉武商集团世贸广场一楼 

武汉武商集团世贸广场总服务台 

武汉武商集团武商广场购物中心总服务台 

武汉中百集团中心百货大楼郭和平工作室 

武汉市汉阳区房产交易中心 

江汉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一条龙服务窗口” 

襄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8 线路 

湖北三鑫金铜股份有限公司采矿车间反井钻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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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中银富登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部 

十堰市人民政府市长公开电话办公室 

钟祥市博物馆社教与陈列部 

钟祥市明显陵管理处旅游接待科 

荆门市东方百货大厦现场管理部 

大悟县新城镇财政所 

湖北移动网管中心 AEGIS 班组 

湖北武汉市武昌区社会福利院服务中心 

湖北武汉江汉区环保局青年突击队 

武汉市民之家政务服务大厅 

竹山县政务服务中心 

襄樊航天化学动力总公司特种材料研究室 

湖北省老河口市国土资源局办事大厅 

荆州博物馆宣教部 

荆门市星球家居博览中心 

湖北鄂钢集团公司鄂钢医院外二科（骨科） 

湖北鄂州市新华书店 

湖北鄂州市鄂城区兴业农村信用合作社 

鄂州市国土资源局城区直属分局 

湖北长城花园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营销部 

鄂州市农村综合产权交易中心 

咸宁市通城县国库收付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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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通城县马港镇财政所 

恩施新闻网编辑部 

恩施州城市规划展览馆 

神农架林区财政局国库收付中心 

湖北省软件行业协会秘书处 

随州市广水市财政局国库收付中心 

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三峡办事处 

中国三江航天集团红林机械厂数控加工中心 

湖南省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小学德育工作室（少先队辅导员工作室） 

长沙火车南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 

长沙市开福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长沙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附属第一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湖南省株洲市规划信息中心 

湖南省株洲市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分中心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动力厂超高压余能发电车间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宽厚板厂一线轧钢车间 

湖南省湘潭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企业养老保险结算中心 

湖南省衡阳市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市场开发客服管理部 

湖南衡邵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衡阳西渡收费站 

湖南邵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邵阳县收费站 



274 

湖南省邵阳市中心医院儿观室 

岳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一分公司 20 路公交线 

湖南省常德市临澧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服务大厅 

湖南省常德市澧县人力资源市场暨社会保障服务中心 

湖南省张家界荷花机场航务部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观光电车分公司导乘一班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障服务大

厅 

湖南博长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棒线厂高线车间 

湖南东安县财政局预算股 

永州市新田县医疗保障局 

湖南省地质勘探院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气象台 

湘西长行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凰支行 

湖南省龙山县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 

中建五局吴冬生建设团队 

中建五局装饰幕墙专业设计院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学生管理组 

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乐翔贵宾服务分公司贵宾服务

部 

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汽车运输服务分公司交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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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验票分队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城乡发展工程

院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

计院资源经济室 

广东省 

广州市一汽巴士有限公司 10 路 4850 车组 

白天鹅宾馆房务部管家综合班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一中心车站服务

一部长寿路中心站黄沙站 

广州市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总装一科底盘系 

广州市番禺区环境监测站 

广州市信访局信访岗 

广州快速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机场收费站 

广州市净水有限公司猎德分公司调度班 

广州市海珠区人才服务管理中心 

广州市荔湾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现代中药研究院 

广州开发区行政服务管理中心 

广州市海珠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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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三中心车站服务

五部体育西中心站 

广州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越秀分中心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三中心车站服务

五部乘务三分部 

广州越秀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广东科学中心分公司客户服务

部 

正佳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正佳广场客户服务部 

广州华影青宫电影城有限公司 

广东珠海金湾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集控分部 E 值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 

鹤山市明鹤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江门公用水务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咨询服务部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检修部电一班 

云硫矿业采选公司棒磨车间 V 系列班组 

中山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综合业务部 

广东中山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综合大厅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小榄分局服务厅 

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石龙分局办事服务大厅 

广东韶钢松山股份有限公司物流部铁运作业区铁水运行班

0066 机调组 

兴宁市福兴消防救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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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鸿艺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梅州雁南飞茶田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供水有限公司沙口水厂 

佛山市三水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广东省高明监狱一监区 

广东健力宝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一部罐一线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沥兴社区居民委员会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长者呼援服务平台呼叫班 

汕头市人民政府总值班室 

中共汕头市委值班室 

南方电网广东阳江供电局蝶岭巡维中心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计划部 

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呈驰高新科技化工分公司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乐东 22-1 气田 

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业务受理处 

深圳市万厦居业莲花北村管理处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客运一分公司罗湖站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市场与客户管理部 

深圳市宝安区社会福利中心保育部特护班 

富士康科技集团 CAA-iPEBG-先锋开发制造总处制造一处

和谐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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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公安局南头派出所情报指挥室 

深圳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客运一分公司竹子林客车二队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直营事业部 

惠州市 12345 热线平台 

东莞市寮步镇文化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惠州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惠州分公司云网安交付运维中心 

广东万绿湖旅游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票务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 

国家税务总局柳州市鱼峰区税务局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托架班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雅支行 

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19 路公交线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柳州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 500 千伏

沙塘变电站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柳州城区分公司驾鹤营业厅 

柳州宾馆服务总台 

柳州商场服务总台 

柳州威立雅水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营业大厅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冷轧板带厂准备车间磨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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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焦化厂三四焦车间甲班 

广西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烧结厂中和车间翻车机班 

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急诊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梧州市海事局政务中心 

广西钦州市钦北区子材消防救援站 

凤山县人民检察院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研究院实验一科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林供

电局 500 千伏玉林变电站 

贺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四大队二中队 

国家税务总局钟山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北海市城区分公司北部湾西路营业厅 

中国移动广西公司合浦分公司解放路营业厅 

百色起义纪念馆 

水口海关口岸监管组 

中国电信广西柳州分公司龙城路营业厅 

中国电信广西桂林分公司中山中路营业厅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合面狮水力发电厂运行车间中

控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百色海事局 

崇左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广西贵港北控水务有限公司营业部收费班 



280 

南宁青秀山风景名胜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导游班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崇左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崇左收费站  

防城港市气象台 

中华人民共和国梧州海事局政务中心 

南宁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明秀客服中心 

中共广西区委党校后勤服务中心客房总服务台 

广西交科集团有限公司环保研究院 

中建五局南宁牛湾港疏港大道项目 

南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 投诉举报指挥中心 

中交天航局钦州港项目部 

海南省 

海南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安全保卫部 

三亚市 12345 政府服务（12301 旅游服务）热线 

中石油海南销售有限公司海口海港加油站 

国家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金马） 

国家税务总局定安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重庆市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巴南支队龙洲湾救援站 

重庆渝环生物能源有限公司技术设备管理部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和街支行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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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八局西南公司来福士广场项目总包工程（B 标段）项

目部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北供电分公司空港变电运维班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区供电分公司九龙供电中心营业一

班 

重庆科技馆 

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10 线 

重庆轨道集团轨道交通 2 号线临江门车站 

重庆轨道集团轨道交通 2 号线杨家坪车站 

重庆轨道集团轨道交通 1 号线沙坪坝车站 

重庆轨道集团大堰乘务二队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两江工厂总装一车间调试组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两江工厂总装三车间交付区 

重庆交通运业有限责任公司重庆汽车站服务总台 

重庆市沙坪坝区融媒体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

所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820 线 

重庆两江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465 线 

重庆西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261 线 

重庆市动物园管理处动物管理科猛兽队 

重庆市江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勤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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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大阳沟派出所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交巡警支队解放碑大队临江门岗组 

重庆市公安局渝北区分局交巡警支队杨雪峰大队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黄山大道站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信息中心政务服务组 

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运行部一值 

重庆铁路公安处特警支队 

中冶赛迪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赛迪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重庆市大渡口区消防救援支队刘家坝救援站 

四川省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6511 客服中心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营业室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侯支行营业部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团支部 

成都地铁 1 号线电客车 3 队 

成都地铁天府广场站 

航空工业成飞部装一厂十一工段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病科 

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第一分中心城中服务部 

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信

息化研究中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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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脏内科护理组 

国家税务总局成都市温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巡警（防暴）大队 

成都市龙泉驿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女子执法中队 

成都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灌分公司崇义收费站 

四川省成都机场高速公路收费站 

国网自贡供电公司沿滩区供电中心营业厅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市分行营业部 

四川省自贡市财政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攀枝花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公司 7 路 

国家税务总局攀枝花市仁和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有限公司攀枝花分公司临

江路营业厅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酿酒公司泸州老窖酒国家非遗传承

中心国窖班 

广汉市融媒体中心 

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公安局特（巡）警大队 

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技术中心 

长虹集团大数据团队 

广巴高速元坝收费站 

四川广旺集团广元国际大酒店前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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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受理中心 

遂宁市明星酒店有限公司 

内江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1 公交线路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内江市东兴供电分公司营业班（客户

服务班） 

夹江天福观茶园有限公司茶庄部 

乐山市商业银行市中区支行营业室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南充市人民中路邮政所 

西充县财政国库支付中心 

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 

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质量检测中心理化检测室 

五粮液集团公司专职消防队 

宜宾市清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大竹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巴中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南江县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雅安市名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四川仁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西部大区设计分院 

四川汶马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都汶管理处映秀收费站 

鞍钢集团攀钢西昌钢钒板材厂过程自动化点检组 

中国民航飞行学院广汉分院机务工程部团员安全监督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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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四所 411 室 

四川能投高县电力公司罗场供电所 

川煤集团华荣能源公司绿水洞煤矿青安岗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机电制造安装分局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一分局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生态环保工程

分公司咨询一所 

中建西部建设西南有限公司郫县厂 

中铁二院川藏铁路项目青年突击队 

四川省成都市成都天府阳光酒店前厅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高升桥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四川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太升营业

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德阳分公司泰山北路营业

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泸州分公司水井沟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绵阳分公司江油纪念碑营

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网络管理中心监控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宜宾分公司金沙江营业厅 

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成雅分公司成都收费站 

四川省肿瘤医院放疗中心技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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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ICU） 

四川省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贵州省 

贵州省气象台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长沙路消防救援站 

贵州省机场集团贵阳机场股份公司地服公司值机班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毕节分行织金支行 

贵州开磷集团矿肥有限责任公司计量控制站 

贵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 96015 调度客服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六枝人民路营业厅 

国家税务总局清镇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贵州茅台集团融媒体中心 

贵州清镇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诚信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中心 

中国航发黎阳航空动力有限公司机匣分厂技术质量室 

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道真鱼塘分公司 

贵州茅台集团股份公司包装车间 5 班 

瓮福集团贵州天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氨醇醚车间 

贵阳银行直属支行营业部 

遵义市杂技歌舞艺术有限公司 

贵州烟叶复烤有限责任公司毕节复烤厂打叶车间 

贵阳银行花溪支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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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振华集团永光电子有限公司（国营第八七三厂）玻封

二极管车间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公司防灾理赔部 

中铁五局二公司伍铁公司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铝电解设计分院 

国家税务总局安顺市西秀区税务局蔡官税务分局 

贵阳市第十一幼儿园 

贵州天怡豪生大酒店 

中铁五局四公司华南区域指挥部青年突击队 

中铁五局四公司西南片区工程指挥部青年突击队 

中铁五局一公司长沙工程指挥部 

云南省 

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客运二部东风广场站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12345 市长热线平台 

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文化传习馆 

大理市消防救援大队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老年病科 

云南白药清逸堂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大理石油福星加油站 

保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流动查缉大队 

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管理委员会 

瑞丽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288 

大理旅游集团崇圣寺三塔文化旅游区分公司 

宾川鸡足山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索道经营部 

北隆赞湖综合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驰宏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熔炼厂艾萨炉主控岗位 

丽江古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永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云南大理销售分公司金花加油站 

中国石油云南昆明销售分公司张本荷加油站 

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昆明东管理处小喜村收

费站 

云南交投集团昆明西收费站团支部 

云南世博旅游景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中心客户服务部 

西藏自治区 

西藏阜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阜康大药房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服务营销中心 

国网拉萨供电公司营业大厅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山南供电公司城区供电服务中心 

山南市华康医院 

国家税务总局那曲市税务局办税务服务厅 

中国人民银行那曲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统计科 

林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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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林芝市分公司

委员会 

昌都市藏医院住院部 

昌都分公司中路营业厅班组 

昌都市公安特警支队 

中国人民银行昌都市中心支行会计业务科 

西藏电信 10000 号客服中心 

陕西省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运营一中心车辆

一部检修二分部 

陕西西凤酒营销管理有限公司 

宝鸡市陇县天成镇财政所 

宝鸡天下汇商业有限公司安保部 

铜川市新耀污水处理厂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宣教中心 

延安农商银行永昌路支行 

延安市新区投资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榆林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榆林市青年服务中心 

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略分公司西乡管理所 

陕西省岚皋县人民检察院律法先锋俱乐部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营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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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六研究院第十一研究所二室

五组 

中核陕西铀浓缩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 CD 运行一值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钻探技术研究所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钻探技术与装备研发中

心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钻探装备制造中心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卫星应用事业部微

波技术室 

中联西北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三院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铜川分输站 

中建西部建设北方有限公司临潼预拌厂 

陕西高速公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秦岭服务区分公司 

陕西恒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办公室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绕城分公司绕南管理所高

新区收费站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西禹公司富平管理所 

陕西省西安汽车站共青团“小红帽”服务队 

陕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西禹公司澄城管理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陕西有限公司西安金花分公司金花互助

路营业厅 

中国中铁一局北京地铁“京英”青年突击队 



291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局大瑞铁路项目青年突

击队 

中国中铁一局新运公司朔黄铁路肃宁分公司 

中铁一局新运公司广州地铁八号线项目青年突击队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长庆油田分公司第八采油厂

樊学采油作业区学三脱中心站 

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线路运输院轨道设计研

究所 

甘肃省 

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兰州市城关区盐场消防救援站 

兰州市城关区东岗消防救援站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街道畅家巷社区 

兰州兰石换热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全焊车间 

天水星火机床有限责任公司数控精密精度调试班组 

甘肃省嘉峪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嘉峪关市酒钢支行 

酒钢集团宏兴股份公司焦化厂二炼焦作业区焦炉调温班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硫酸分厂生产乙班 

金川集团铜业有限公司电解一分厂电解班 

金川公司镍冶炼厂闪速炉车间生产作业区丙班 

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三清渠水力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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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高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电尕信用

社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兰州石化公司化肥厂 AB 锅

炉装置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管道运维服

务公司安装工程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玉门油田分公司炼油化工总

厂常减压蒸馏车间 

甘肃华亭煤业集团公司华亭煤矿掘进二队 

甘肃电投张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 

甘肃电投大容白龙江发电分公司石门坪水电站 

敦煌国际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局花海灌区管理处赤金峡水库管

理所 

青海省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西供电公司格尔木市供电公司营业

班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塔尔湾人民法庭 

青海省海东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青海省西宁市西宁公交集团一分公司 1 路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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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钾肥分公司采收车间 7 号采船

班组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服务大厅 

宁夏六盘水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公司 

中卫市泰和热力有限公司文萃供热站 

宁夏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遥感测绘勘查院遥感无人机航空

飞行队 

石嘴山公路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固原市西吉县明星客运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 

吴忠市吴忠中学信息技术教研组 

宁夏杰佳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固原市西吉县明星客运汽车出租有限责任公司志愿者服务

队 

宁夏哈纳斯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96517 热线 

石嘴山市星瀚市政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供排水公司户服

务中心 

红寺堡区道路运输管理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分公司综合维护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虹桥营业厅 

中国电信宁夏分公司 10000 号客户服务营销中心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吴忠分公司新生街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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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银川解放东街营业所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宁夏石化公司化肥三厂合成一班 

宁夏广播电视台少儿频道 

银川市妇幼保健院产科 

银川河东机场海关旅检三科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开发区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有限公司吴忠分公司青铜

峡广场营业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乌鲁木齐市精神病福利院（安宁医院）慢四病区 

乌鲁木齐市儿童福利院特殊教育部 

中国气象局乌鲁木齐沙漠气象研究所气候与绿洲冰雪研究

室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乌鲁木齐市支队特勤大队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博州支队阿拉山口市大队 

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财政局预算科 

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第一小学教学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苗苗幼儿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行政服务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密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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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其拉甫海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阿拉山口海关报关大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塔城海关报关厅 

乌鲁木齐银行营业部营业室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税

务局迎宾路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博乐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氯碱厂聚氯乙烯车间 

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航空安全保卫部消

防救援中心一号消防救援站 

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安全检查总站行李

检查室“侍卫号”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应急抢险救

援中心带压大修 DY06181 队 

西部黄金克拉玛依哈图金矿有限责任公司地质测量部 

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昌吉电气分公司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线缆厂裸线车间 

新疆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新变厂总装车间 

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室北郊运维班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阿克苏分公司南城加油站 

国网能源伊犁煤电有限公司热控检修班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行政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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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塔里木石油公寓前厅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哈得油气

开发部跃满采油作业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克拉油气

开发部克拉采气作业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西南勘

探开发公司行政事务部生活接待中心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西南勘

探开发公司行政事务部塔里木喀什石油酒店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

研究院勘探所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迪那油气

开发部牙哈采气作业区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东河油气

开发部东一联合站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阿勒泰分公司布尔津幸福路加油

站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青年路加油站 

中石油新疆销售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红山路加油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医院妇产科一病区 

第二师冠农果茸绿源糖业车间电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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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师新疆天业节水灌溉股份有限公司滴灌二车间 

第八师石河子天域新实化工有限公司质检科 

第八师石河子天域新实化工有限公司离子膜车间 

第八师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5598 呼叫中心 

第十师新疆屯南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山救护中队 

第十一师北新国际安哥拉项目部 

中央和国家机关 

61889 部队一大队一中队新华门哨位 

中央办公厅机要局通信中心一处 

61889 部队二大队三中队人民大会堂东门哨位 

中央办公厅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宣传教育处宣传科 

中共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文津俱乐部二处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北戴河接待办公室服务二处 

中办秘书局会议处 

中央办公厅通信局话务处 

中央和国家机关保密技术服务中心销毁处 

中办秘书局值班室二处 

61889 部队五大队一中队护泳区队 

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 

中科数创（北京）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南海事务处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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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信息中心 

外交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菁冰连”海冰团队 

农业农村部法规司行政审批办公室 

中国农业科学院呼伦贝尔野外观测研究站 

审计署驻重庆特派员办事处财政审计处 

北京和平里宾馆市场部 

北京友谊宾馆友谊宫聚祥园餐厅 

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中国特稿社 

新华社国内部中央新闻采访中心政文采访室 

新华社总编室研究室 

新华社总编室值班室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研究部加速器技术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龙芯团队 

中国科学院空间信息处理与应用系统技术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生物成像

中心 

中国天气网 

国家气象中心天气预报室 

中国建设银行结算与现金管理部现金管理产品处 

中国建设银行审计部新资本管理审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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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宝斋木版水印工艺坊 

中版教材有限公司 

国防科工局二司一处 

国家知识产权局客户服务中心（检索咨询中心公共服务处）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受理服务窗口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 

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国际评论编辑室 

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社交媒体运营一室 

人民日报社海外版记者部 

人民日报社总编室要闻四版编辑室 

人民日报社政治文化部党建采访室 

人民日报社技术部运行管理处 

中国儿童中心实验幼儿园 

中国科技会堂客房部服务组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日报社网络信息中心（“正义网”）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查日报社总编室 

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畅想数字音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培训管理部 

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老部长秘书室 

教育部国际司欧洲处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设备认证中心受理部 



300 

上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上海机场边检站执勤一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处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食品安全标准研究中心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考试入闱团队 

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局跨境人民币业务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行政受理服务大厅 

中国经济信息社新华财经事业部 

新华社国内部央采中心政文采访室 

新华社国内部央采中心经济采访室 

光明网新闻中心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中国网）社交媒体部 

中邮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基础平台部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宁夏局一七七处物管科 

中国地震局办公室值班室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信息中心（网络举报管理中心）三处 

中央组织部办公厅技术保障处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党群外事协调局翻译处 

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一局（国务院总值班室）信息处 

中国政府网运行中心 

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开奖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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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部国家减灾中心卫星应用部 

自然资源部机关服务局物业管理部保洁部会议班 

农业农村部干部管理学院学员服务中心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奶产品质量与风险评

估创新团队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客服管理部 

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分析工作组 

民航系统 

中国民用航空西藏自治区管理局地面服务部旅客服务室 

成都民用航空医学中心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地面服务部金沙值

机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客舱服务部芙蓉乘

务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客舱服务部西子乘

务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客舱服务部春晓乘

务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客舱服务部银鹰乘

务组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国航之眼”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第三飞行大队四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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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委员会电话销售服务中心

全球要客中心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金凤组 

中国国际航空内蒙古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百灵乘务组 

东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东航设备服务有限公司升降平

台车维修保养组 

东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操作保障部营业厅 

上海航空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金鹤品牌乘务组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北分公司客舱服务部“凌

燕”品牌乘务示范组 

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金孔雀”乘务组 

东方航空云南有限公司飞行部“凌云机组” 

中国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航线维修部二车间

“志远号”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地面服务部“领燕”服务

团队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地面服务部高端旅客服务

中心 

中国东航江苏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凌燕”乘务示范组 

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飞行部“苏鹰”飞行示范组 

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地服部“苏馨”示范组 

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飞机维修部航线一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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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温馨组”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飞行签派部“希

望号” 

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金翼品牌乘务组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客舱服务部“凌

燕”乘务示范组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青岛飞行部“鲁

鹰”飞行示范组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飞行部“皖鹏”飞

行组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客舱服务部“赣

燕”乘务示范组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客舱服务部“凌

燕”乘务示范组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客舱服务部“凌

燕”乘务示范组 

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客舱服务部“凌燕”乘务

分部 

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地面服务部“真情”服务

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地服部服务室前台

服务 



304 

新疆分公司飞行部 737 六分部“天鹰”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飞机维修基地“航

英”示范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分公司客舱部银桂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售票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客舱部微笑共青团

乘务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客舱部“银燕”共

青团乘务组 

北京南航地面服务有限公司红棉阁青年文明号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客舱部“木棉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95539 五星钻石服

务热线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客舱部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保卫部蓝盾号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天涯知己乘务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含笑乘务组 

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客舱部“虹云”乘务示范组 

南航广州营业部销售服务中心“春蕾号”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总队 A320 机队“飞鹰

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服部国际值机科“外航展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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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服部中转科“启航号”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航班不正常处

理室“精诚”班组 

中国南方航空广州白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安检保卫部“精

盾”号青年文明号 

三亚凤凰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检查站站安检一室 

厦门航空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处 

厦门航空地面服务保障部乘机处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客运营销委闽南营销中心 

厦门航空宾馆客房部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鲁雁乘务组”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风险控制中心放行风险控制单

元 

深圳航空南宁分公司“刘三姐”特色乘务组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客运服务室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工程技术分公司航线分部维修三队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委员会大客户服务室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委员会收益管理中心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风险控制中心飞行签派分部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巴渝风采”乘务组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心连心乘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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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党员乘务组” 

浙江长龙航空维修工程部“飞虎队”班组 

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客舱部“珑瑄”示范组 

浙江长龙航空地面服务部“航韵”示范组 

浙江长龙航空有限公司地面服务部“萤火虫”示范组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区管理部董建柱班组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公共区管理部东区停车模

块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控制中心卫星班组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消防支队一号站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安全检查站旅检一分部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航站区派出所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交通警察支队 

江西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安检护卫部“空港卫士”班组 

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国际机场分公司航空护

卫部旅客检查分部“彩虹”班组 

河北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机务工程技术分公司机务保障

部“亮剑”班组 

吉林空港贵宾服务有限公司运行服务部“铃兰班组” 

北京首都机场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供电站东 110kV 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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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机场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暖通分公司运行部 

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东区安检部一科 

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东区安检部三科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

运行指挥中心运行指挥室“张彪班组” 

内蒙古自治区民航机场集团乌海机场公司 

上海浦东机场运行指挥中心 AOC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站区管理部现场运行科现场

问讯“翔音组”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保障部旅检一科“蓝

天下的卫士”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保障部旅检二科“安

心通道” 

上海国际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虹桥旅客服务中心“艳阳

组” 

上海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公司安检护卫保

障部旅检四科“安馨港”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空运输服务分公司国内

值机部值班主任柜台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青年突击队 

沈阳桃仙机场安检中心彩虹班组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地勤服务分公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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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客服部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安检保卫部旅检二科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贵宾服务公司贵宾服务部 

临沂机场有限公司安检站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地勤服务部旅客服务科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有限公司逸飞祥贵宾服务部 

湖南机场集团乐翔贵宾服务分公司贵宾服务部 

湖南机场集团汽运分公司交通中心售验票分队（诚曦班组）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有限公司旅客服务部旅客服务室 

河南省机场集团信息机电管理中心团支部 

深圳机场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检查站旅检二大队 

深圳市机场地面服务公司国内服务部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候机楼管理中心问讯广播服务部“心

悦”班组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中心 

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地服客运服务部接登机服务项目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安全检查站“向阳”班组 

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安检站彩云班组 

西双版纳机场地面服务部“雨林清泉”值机班组 

四川九寨黄龙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运营分公司安检护卫部 

西部机场集团航空地勤（西安）有限公司值机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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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航空安全保卫部一

号消防救援站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田（于田）机场安全检

查站 

新疆天缘航旅有限责任公司贵宾部“心缘”班组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东北公司大连分公司航空加油

站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华北公司第二油库运行控制室 

华南蓝天航空油料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武汉航空加油站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西南公司成都航空加油站 

中国航油新疆航空油料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航空加油站加油

三分队 

中国航油集团云南石油有限公司昆明机场加油一站 

中国航油集团北京石油有限公司首都机场一号加油站 

深圳承远航空油料有限公司航空加油站 

民航华北空管局空管中心终端管制二室 

民航华北空管局气象中心预报室 

山西空管分局管制运行部进近管制室 

民航东北空管局空管中心塔台管制室 

民航东北空管局空管中心气象中心预报室 

民航东北空管局黑龙江分局塔台管制室 

沈阳空管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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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空中交通管制中心

浦东塔台管制室 

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空中交通管制中心

终端管制室 

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浙江分局管制运行

部塔台管制室 

中国民用航空华东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江西分局管制运行

部区域管制室 

中国民用航空厦门空中交通管理站管制运行部区域管制室 

民航中南空管局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塔台管制室 

民航河南空管分局区域管制室 

民航珠海进近管制中心管制运行部 

民航湖北空管分局管制运行部塔台管制室 

民航深圳空管站管制运行部塔台管制管制室 

民航海南空管分局技术保障部区管设备室 

民航中南空管局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区域管制一室 

民航海南空管分局三亚区域管制中心 

中国民用航空中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通信网络中心系统

开发室 

民航西南空管局管制中心塔台管制室 

民航西南空管局气象中心预报室 

民航重庆空管分局技术保障部终端设备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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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西南空管局飞服中心飞行报告室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甘肃分局管制运行

部区域管制室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管制中心团委区域

管制室 

新疆空管局空管中心区域管制中心区域管制一室三组 

华北空管局终端管制中心塔台管制室 

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宁夏空管分局预报

室 

中国民用航空局第二研究所科研中心多点定位项目组 

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洛阳分院航空站安检站“安馨班

组” 

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 

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三部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肥分所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山东分所 

海南立信长江会计师事务所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第二业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