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文件 
 
 

苏文明委〔2019〕14 号 

 
关于表彰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村镇的决定 

 

各设区市、县（市、区）文明委，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 

近年来，全省各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坚持物质文明建设

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

进乡风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文明村镇创建活动，着力提升农民

精神风貌和社会文明程度，涌现出一批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精

神文明建设成效突出的先进典型。 

为充分展示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激励各地区各

部门开展精神文明创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按照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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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关、确保质量的原则，经过严格评选，省文明委决定，授予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等 344 个乡镇“江苏省文明乡镇”称号，授

予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官塘河村等 1367 个村和社区“江苏省

文明村（社区）”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乡镇、村（社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

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挥榜样表率作用，持续深化文明村镇创

建活动，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排头兵。

全省各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围绕构筑道德风尚建设高地，大力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

风、淳朴民风，以乡村文明建设的新成效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为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乡镇名单 

2．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村（社区）名单 

 

 

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19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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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乡镇名单 
（344 个）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溧水区白马镇、溧水区石湫街道、

溧水区和凤镇、溧水区晶桥镇、溧水区洪蓝街道、高淳区砖墙

镇、高淳区漆桥街道 

无锡市：江阴市华士镇、江阴市新桥镇、江阴市璜土镇、

江阴市月城镇、江阴市周庄镇、江阴市长泾镇、江阴市顾山镇、

江阴市祝塘镇、宜兴市周铁镇、宜兴市官林镇、宜兴市万石镇、

宜兴市张渚镇、宜兴市湖㳇镇、宜兴市丁蜀镇、宜兴市徐舍镇、

宜兴市和桥镇、宜兴市杨巷镇、宜兴市西渚镇、宜兴市新建镇、

锡山区锡北镇、锡山区羊尖镇、锡山区东港镇、惠山区洛社镇、

惠山区阳山镇、江阴市青阳镇 

徐州市：丰县大沙河镇、丰县赵庄镇、丰县梁寨镇、丰县

宋楼镇、丰县华山镇、丰县师寨镇、沛县安国镇、沛县大屯街

道、沛县敬安镇、沛县沛城街道、沛县栖山镇、沛县杨屯镇、

睢宁县双沟镇、睢宁县梁集镇、睢宁县魏集镇、睢宁县沙集镇、

睢宁县王集镇、睢宁县李集镇、邳州市碾庄镇、邳州市陈楼镇、

邳州市官湖镇、邳州市铁富镇、邳州市土山镇、邳州市港上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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邳州市新河镇、邳州市邢楼镇、新沂市高流镇、新沂市邵店镇、

新沂市棋盘镇、新沂市双塘镇、新沂市窑湾镇、新沂市马陵山

镇、铜山区汉王镇、铜山区张集镇、铜山区棠张镇、铜山区柳

泉镇、铜山区郑集镇、铜山区茅村镇、铜山区利国镇、贾汪区

汴塘镇、贾汪区大吴街道、贾汪区潘安湖街道 

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金坛区儒林镇、金坛区直溪镇、

金坛区朱林镇、溧阳市埭头镇、溧阳市别桥镇、溧阳市戴埠镇、

溧阳市上兴镇、溧阳市天目湖镇、武进区湖塘镇、武进区牛塘

镇、武进区洛阳镇、武进区湟里镇、武进区雪堰镇、武进区前

黄镇、武进区遥观镇、新北区薛家镇、新北区西夏墅镇、新北

区罗溪镇、新北区新桥镇、新北区孟河镇、钟楼区邹区镇、天

宁区郑陆镇 

苏州市：张家港市南丰镇、张家港市金港镇、常熟市辛庄

镇、常熟市海虞镇、太仓市城厢镇、昆山市玉山镇、吴江区同

里镇、吴中区金庭镇、相城区黄埭镇、苏州高新区（虎丘区）

浒墅关镇、张家港市锦丰镇、张家港市塘桥镇、常熟市古里镇、

太仓市沙溪镇、昆山市花桥镇、昆山市淀山湖镇、吴江区黎里

镇、吴江区震泽镇、吴中区木渎镇、张家港市凤凰镇、张家港

市杨舍镇、常熟市支塘镇、常熟市董浜镇、常熟市尚湖镇、太

仓市浮桥镇、昆山市周市镇、昆山市锦溪镇、吴江区平望镇、

吴江区盛泽镇、吴江区松陵街道、吴中区东山镇、张家港市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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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镇、张家港市大新镇、常熟市梅李镇、太仓市浏河镇、昆山

市陆家镇、昆山市周庄镇、常熟市沙家浜镇 

南通市：海安市城东镇、海安市墩头镇、海安市白甸镇、

海安市南莫镇、海安市曲塘镇、海安市李堡镇、如皋市搬经镇、

如皋市丁堰镇、如皋市九华镇、如皋市石庄镇、如皋市磨头镇、

如皋市下原镇、如皋市东陈镇、如东县双甸镇、如东县栟茶镇、

如东县洋口镇、如东县丰利镇、如东县马塘镇、如东县河口镇、

海门市常乐镇、海门市四甲镇、海门市余东镇、启东市王鲍镇、

启东市汇龙镇、启东市近海镇、启东市南阳镇、通州区金沙街

道、通州区石港镇、通州区二甲镇、通州区先锋街道、通州区

川姜镇 

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赣榆区石桥镇、赣榆区宋庄镇、

赣榆区柘汪镇、赣榆区海头镇、赣榆区墩尚镇、赣榆区班庄镇、

海州区浦南镇、东海县青湖镇、东海县温泉镇、东海县桃林镇、

东海县安峰镇、东海县双店镇、灌云县杨集镇、灌云县东王集

镇、灌云县龙苴镇、灌南县汤沟镇 

淮安市：淮安区施河镇、淮安区车桥镇、淮安区博里镇、

淮安区石塘镇、淮阴区刘老庄镇、淮阴区淮高镇、淮阴区渔沟

镇、淮阴区三树镇、洪泽区老子山镇、洪泽区蒋坝镇、洪泽区

西顺河镇、洪泽区岔河镇、洪泽区三河镇、涟水县南集镇、涟

水县红窑镇、涟水县保滩街道、涟水县黄营镇、盱眙县黄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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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盱眙县古桑街道、盱眙县马坝镇、金湖县戴楼街道、金湖

县银涂镇、金湖县吕良镇、金湖县前锋镇、金湖县金北街道、

金湖县金南镇、金湖县塔集镇 

盐城市：东台市梁垛镇、东台市富安镇、东台市安丰镇、

东台市时堰镇、东台市五烈镇、东台市东台镇、东台市唐洋镇、

建湖县建阳镇、建湖县近湖街道、建湖县颜单镇、建湖县恒济

镇、建湖县冈西镇、建湖县九龙口镇、射阳县盘湾镇、射阳县

海河镇、射阳县合德镇、射阳县长荡镇、阜宁县益林镇、阜宁

县沟墩镇、阜宁县花园街道、滨海县坎北街道、滨海县八滩镇、

滨海县正红镇、响水县黄圩镇、大丰区新丰镇、大丰区南阳镇、

大丰区草庙镇、大丰区西团镇、盐都区大纵湖镇、盐都区潘黄

街道、盐都区郭猛镇、盐都区张庄街道、盐都区楼王镇、亭湖

区黄尖镇、亭湖区南洋镇 

扬州市：宝应县氾水镇、宝应县柳堡镇、宝应县夏集镇、

高邮市菱塘回族乡、高邮市高邮镇、高邮市卸甲镇、高邮市临

泽镇、仪征市大仪镇、仪征市刘集镇、仪征市马集镇、仪征市

新城镇、江都区武坚镇、江都区丁伙镇、江都区小纪镇、江都

区仙女镇、江都区大桥镇、邗江区瓜洲镇、邗江区公道镇、广

陵区头桥镇、广陵区李典镇、广陵区沙头镇、广陵区湾头镇、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泰安镇 

镇江市：丹阳市吕城镇、丹阳市珥陵镇、丹阳市皇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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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丹北镇、丹阳市陵口镇、丹阳市访仙镇、句容市后白镇、

句容市郭庄镇、句容市下蜀镇、句容市天王镇、扬中市新坝镇、

扬中市油坊镇、扬中市西来桥镇、丹徒区世业镇、丹徒区上党

镇、镇江市姚桥镇、镇江市大路镇 

泰州市：靖江市新桥镇、靖江市西来镇、靖江市马桥镇、

泰兴市黄桥镇、泰兴市虹桥镇、泰兴市古溪镇、泰兴市姚王镇、

泰兴市广陵镇、泰兴市曲霞镇、兴化市戴南镇、兴化市张郭镇、

兴化市沈伦镇、兴化市安丰镇、兴化市合陈镇、兴化市荻垛镇、

兴化市茅山镇、兴化市大邹镇、兴化市千垛镇、兴化市兴东镇、

兴化市周庄镇、泰州市永安洲镇、泰州市胡庄镇、泰州市大泗

镇、姜堰区娄庄镇、姜堰区白米镇、姜堰区溱潼镇、姜堰区张

甸镇、姜堰区俞垛镇、姜堰区沈高镇 

宿迁市：沭阳县庙头镇、沭阳县陇集镇、沭阳县桑墟镇、

沭阳县新河镇、沭阳县李恒镇、泗阳县张家圩镇、泗阳县众兴

镇、泗阳县新袁镇、泗阳县临河镇、泗阳县裴圩镇、泗阳县王

集镇、泗阳县南刘集乡、泗洪县城头乡、泗洪县半城镇、泗洪

县龙集镇、泗洪县青阳街道、宿城区双庄街道、宿城区埠子镇、

宿城区龙河镇、宿城区洋北镇、宿城区蔡集镇、宿城区陈集镇、

宿豫区新庄镇、宿豫区大兴镇、宿豫区曹集乡、宿豫区关庙镇、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蔡乡、湖滨新区井头乡、洋河新区洋河

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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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村（社区）名单 
（1367 个） 

 

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官塘河村、栖霞区八卦洲街道新

闸村、栖霞区龙潭街道马渡村、栖霞区西岗街道桦墅社区（村）、

江宁区麒麟街道锁石社区（村)、江宁区淳化街道青龙社区（村)、

江宁区禄口街道尚洪社区（村）、江宁区汤山街道龙尚社区（村）、

江宁区禄口街道石埝社区（村）、江宁区淳化街道滨淮村、江宁

区汤山街道湖山社区（村）、江宁区麒麟街道泉水社区（村)、

江宁区谷里街道亲见社区（村）、江宁区麒麟街道袁家边村、江

宁区麒麟街道建南社区（村)、江宁区禄口街道陆纲社区（村)、

江宁区横溪街道安民社区（村）、江宁区秣陵街道建东社区（村）、

江宁区横溪街道官长社区（村）、浦口区星甸街道九华村、浦口

区汤泉街道瓦殿村、六合区竹镇镇大泉社区（村）、六合区雄州

街道龙虎营社区（村）、六合区程桥街道桂花社区（村）、六合

区龙袍街道长江社区（村）、溧水经济开发区爱景社区（村）、

溧水经济开发区荷花社区（村）、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山社区（村）、

溧水区白马镇石头寨社区（村）、溧水区东屏街道丽山村、溧水

区洪蓝街道塘西村、溧水区石湫街道上方村、溧水区和凤镇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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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山社区（村）、溧水区晶桥镇笪村、溧水区石湫街道九塘村、

高淳区砖墙镇四园社区（村）、高淳区阳江镇东湖社区（村）、

高淳区淳溪街道宝塔社区（村）、高淳区古柏街道武家嘴村、高

淳区漆桥街道茅山社区（村）、高淳区固城街道蒋山社区（村）、

高淳区固城街道庙岗社区（村）、高淳区东坝街道和睦涧社区

（村）、高淳区东坝街道东坝社区（村）、高淳区桠溪镇蓝溪社

区（村）、高淳区桠溪镇瑶宕社区（村） 

六合区大厂街道扬子第二社区、浦口区泰山街道柳洲社区、

六合区大厂街道四周社区、浦口区顶山街道金汤街社区、玄武

区梅园新村街道明故宫社区、玄武区玄武门街道公教一村社区、

玄武区锁金村街道锁五社区、玄武区孝陵卫街道银城东苑社区、

玄武区新街口街道成贤街社区、玄武区玄武湖街道樱驼花园社

区、玄武区红山街道北苑社区、玄武区玄武门街道台城花园社

区、秦淮区五老村办事处淮海路社区、秦淮区大光路办事处蓝

旗新村社区、秦淮区瑞金路办事处瑞金新村社区、秦淮区月牙

湖街道富丽山庄社区、秦淮区朝天宫办事处秣陵路社区、秦淮

区朝天宫办事处张府园社区、秦淮区红花街道阳光里社区、秦

淮区夫子庙街道莲子营社区、秦淮区秦虹街道枫丹白露社区、

秦淮区秦虹街道旭光里社区、建邺区南苑街道国泰民安社区、

建邺区莫愁湖街道北圩路社区、建邺区双闸街道江湾社区、建

邺区沙洲街道中胜社区、建邺区江心洲街道洲岛家园社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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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区兴隆街道奥体社区、鼓楼区中央门街道工人新村社区、鼓

楼区热河南路街道小桃园社区、鼓楼区宁海路街道颐和路社区、

鼓楼区宝塔桥街道幕府西路社区、鼓楼区下关街道多伦路社区、

鼓楼区小市街道河路道社区、鼓楼区江东街道清河新寓社区、

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鼓楼区中央门街道新门口社区、

鼓楼区挹江门街道丁山社区、栖霞区马群街道花岗社区、栖霞

区西岗街道齐民路社区、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十字街社区、栖霞

区燕子矶街道太平村社区、栖霞区仙林街道亚东社区、雨花台

区雨花街道翠竹园社区、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康盛花园社区、雨

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安德门社区、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景明佳园

社区、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梅欣社区、雨花台区板桥新城新林社

区、江宁区汤山街道古泉社区、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社区、江

宁区秣陵街道家园社区、江宁区禄口街道彭福社区、江宁区横

溪街道西岗社区、江宁区汤山街道孟墓社区、江宁区湖熟街道

新农社区、江宁区江宁街道牌坊社区、江宁区汤山街道青林社

区、江宁区汤山街道汤山社区、浦口区永宁街道永宁社区、浦

口区江浦街道烈士塔社区、浦口区桥林街道兰花塘社区、六合

区雄州街道龙津社区、六合区竹镇镇金磁社区、六合区雄州街

道方州社区、溧水区永阳街道板桥社区、溧水区永阳街道宝塔

路社区、高淳区淳溪街道河滨社区 

无锡市：江阴市澄江街道皮弄村、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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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夏港街道普惠村、江阴市利港街道西奚墅村、江阴市南

闸街道观山村、江阴市云亭街道佘城村、江阴市璜土镇璜土村、

江阴市璜土镇小湖村、江阴市青阳镇悟空村、江阴市青阳镇新

安村、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江阴市华士镇陆桥村、江阴

市华士镇向阳村、江阴市周庄镇金湾村、江阴市周庄镇山泉村、

江阴市周庄镇华宏村、江阴市周庄镇宗言村、江阴市长泾镇泾

南村、江阴市长泾镇蒲市村、江阴市顾山镇红豆村、江阴市顾

山镇赤岸村、江阴市顾山镇氵国东村、江阴市祝塘镇五福村、

宜兴市宜城街道沧浦村、宜兴市新街街道陆平村、宜兴市屺亭

街道后亭村、宜兴市新庄街道核心村、宜兴市芳桥街道金兰村、

宜兴市张渚镇善卷村、宜兴市张渚镇茗岭村、宜兴市张渚镇五

洞村、宜兴市太华镇乾元村、宜兴市西渚镇白塔村、宜兴市徐

舍镇洴浰村、宜兴市徐舍镇美栖村、宜兴市杨巷镇黄家村、宜

兴市官林镇都山村、宜兴市新建镇新建村、宜兴市高塍镇梅家

渎村、宜兴市和桥镇北庄村、宜兴市周铁镇分水村、宜兴市周

铁镇沙塘港村、宜兴市丁蜀镇施荡村、宜兴市丁蜀镇西望村、

宜兴市湖㳇镇张阳村、宜兴市湖㳇镇大东村、宜兴市湖㳇镇洑

西村、宜兴市万石镇余庄村、锡山区东北塘街道农坝村、锡山

区安镇街道山河村、锡山区厚桥街道年余村、锡山区厚桥街道

新厚桥村、锡山区东港镇山联村、锡山区锡北镇斗山村、锡山

区锡北镇周家阁村、锡山区锡北镇东房桥村、锡山区鹅湖镇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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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村、锡山区羊尖镇龙凤巷村、锡山区羊尖镇严家桥村、惠山

区堰桥街道长馨村、惠山区玉祁街道蓉东村、惠山区玉祁街道

民主村、惠山区洛社镇张镇桥村、惠山区洛社镇润杨村、惠山

区洛社镇新开河村、惠山区洛社镇万马村、惠山区洛社镇花苑

村、惠山区阳山镇桃源村、惠山区阳山镇阳山村、惠山区阳山

镇光明村、惠山区阳山镇尹城村、新吴区梅村街道梅村村、新

吴区鸿山街道七房桥村、新吴区鸿山街道大坊桥村、宜兴市官

林镇义庄村、江阴市云亭街道花山村、江阴市徐霞客镇阳庄村、

锡山区厚桥街道谢埭荡村、惠山区洛社镇保健村、滨湖区胡埭

镇鸿翔村、惠山区洛社镇杨西园村 

江阴市澄江街道先锋社区、江阴市夏港街道普惠苑社区、

江阴市华士镇华士社区、江阴市新桥镇康定社区、江阴市澄江

街道北大街社区、宜兴市丁蜀镇公园路社区、宜兴市宜城街道

宝东社区、宜兴市宜城街道新华社区、宜兴市宜城街道民主社

区、梁溪区崇安寺街道东河花园社区、梁溪区南禅寺街道新江

南花园社区、梁溪区江海街道金宁社区、梁溪区广益街道尤渡

社区、梁溪区通江街道老戏馆弄社区、梁溪区广瑞路街道广瑞

一村社区、梁溪区迎龙桥街道五爱家园社区、梁溪区清名桥街

道沁园第一社区、梁溪区金星街道阳光城市花园社区、梁溪区

金匮街道五星家园第一社区、梁溪区扬名街道五星社区、梁溪

区山北街道惠泉社区、梁溪区北大街街道南尖社区、梁溪区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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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街道金马社区、梁溪区迎龙桥街道曹张新村第一社区、锡山

区东亭街道春星社区、锡山区东亭街道映月社区、锡山区鹅湖

镇甘露社区、锡山区东北塘街道梓旺新村社区、惠山区钱桥街

道舜柯社区、惠山区钱桥街道藕乐苑社区、惠山区长安街道长

宁社区、滨湖区马山街道和平社区、滨湖区蠡湖街道美湖社区、

滨湖区蠡湖街道景丽东苑社区、滨湖区河埒街道水秀社区、滨

湖区荣巷街道龙山社区、滨湖区蠡湖街道中南社区、新吴区江

溪街道太湖花园第二社区、新吴区旺庄街道红旗社区、新吴区

硕放街道南星苑第二社区、新吴区梅村街道香梅第一社区、新

吴区梅村街道泰伯花苑第三社区、新吴区鸿山街道鸿运苑第一

社区、新吴区新安街道新安花苑第一社区、新吴区旺庄街道高

浪社区、滨湖区华庄街道落霞苑第二社区、梁溪区黄巷街道高

泾社区 

徐州市：丰县宋楼镇杨楼村、丰县华山镇大程庄村、丰县

首羡镇渠阁村、丰县大沙河镇二坝村、丰县梁寨镇红楼村、丰

县顺河镇顺河村、丰县赵庄镇金刘寨村、丰县顺河镇岳庄村、

丰县梁寨镇新腰里王村、丰县凤城街道张寨村、沛县安国镇安

国村、沛县汉源街道北孔庄村、沛县河口镇张李庄村、沛县胡

寨镇草庙村、沛县沛城街道孔庄村、沛县沛城街道李集村、沛

县沛城街道任庄村、沛县张寨镇陈油坊村、沛县张寨镇于楼村、

沛县张庄镇范庄村、沛县朱寨镇甄楼村、睢宁县睢城街道八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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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村）、睢宁县魏集镇陶河村、睢宁县邱集镇大社村、睢宁

县凌城镇李圩村、睢宁县岚山镇大魏村、睢宁县李集镇郝庄村、

睢宁县沙集镇东风社区（村）、睢宁县官山镇灯塔村、睢宁县古

邳镇吴口村、睢宁县双沟镇官路村、睢宁县姚集镇高党社区

（村）、邳州市炮车街道四王村、邳州市陈楼镇院许村、邳州市

岔河镇桥北村、邳州市铁富镇姚庄村、邳州市官湖镇新华村、

邳州市赵墩镇城河村、邳州市邢楼镇大堌村、邳州市土山镇街

南村、邳州市占城镇小山村、邳州市邹庄镇邹埠村、邳州市戴

庄镇滕湖村、邳州市岔河镇岔河村、邳州市炮车街道果园村、

邳州市官湖镇大王庄村、新沂市墨河街道神井村、新沂市窑湾

镇三桥村、新沂市高流镇耀南村、新沂市棋盘镇大冲村、新沂

市邵店镇朱圩村、新沂市邵店镇沂北村、新沂市马陵山镇高原

村、新沂市北沟街道神山村、新沂市港头镇新圩村、新沂市阿

湖镇练马村、新沂市双塘镇高塘村、铜山区何桥镇马行村、铜

山区茅村镇任庄村、铜山区利国镇西李村、铜山区棠张镇沙庄

村、铜山区柳泉镇北村村、铜山区柳泉镇前亭村、铜山区马坡

镇大新庄村、铜山区铜山街道望城村、铜山区柳新镇魏庄村、

铜山区刘集镇丁场村、贾汪区青山泉镇房上村、贾汪区紫庄镇

岐山村、贾汪区大泉街道办事处泉西村、贾汪区潘安湖街道办

事处马庄村、贾汪区大吴街道办事处小吴村、徐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大庙街道大庙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湖街道上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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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土楼村 

丰县中阳里街道古丰社区、沛县沛城街道汉台社区居民委

员会、睢宁县睢城街道红叶社区、邳州市运河街道向阳社区、

新沂市新安街道新临社区、新沂市新安街道新苑社区、铜山区

铜山街道无名山社区、铜山区铜山街道焦山社区、贾汪区大泉

街道办事处大泉社区、贾汪区老矿街道办事处五号井社区、鼓

楼区环城街道办事处煤港社区、鼓楼区琵琶街道办事处清水湾

社区、鼓楼区铜沛街道办事处机场社区、鼓楼区黄楼街道办事

处彭校社区、鼓楼区牌楼街道办事处华厦社区、鼓楼区铜沛街

道办事处道北社区、鼓楼区丰财街道办事处下淀社区、云龙区

彭城街道晓光社区、云龙区子房街道响山社区、云龙区黄山街

道工院社区、云龙区骆驼山街道阳光社区、云龙区大郭庄街道

兴云社区、云龙区大龙湖街道蝶梦社区、云龙区黄山街道绿地

北社区、泉山区泰山街道风华园社区、泉山区王陵街道光明社

区、泉山区湖滨街道开元四季社区、泉山区翟山街道管道社区、

泉山区段庄街道矿东社区、泉山区永安街道荣景社区、徐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环街道桥南头社区、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山

桥街道桃园社区 

常州市：溧阳市溧城镇八字桥村、溧阳市竹箦镇王渚村、

溧阳市埭头镇埭头村、溧阳市上黄镇坡圩村、溧阳市上黄镇浒

西村、溧阳市别桥镇塘马村、溧阳市别桥镇前程村、溧阳市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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仑街道合心村、溧阳市天目湖镇三胜村、溧阳市竹箦镇前马村、

溧阳市戴埠镇百家塘村、溧阳市南渡镇梅庄村、溧阳市南渡镇

钱家圩村、溧阳市社渚镇大田村、溧阳市社渚镇宋村村、溧阳

市上兴镇汤桥村、溧阳市上兴镇余巷村、溧阳市埭头镇余家坝

村、金坛区朱林镇黄金村、金坛区尧塘街道谢桥村、金坛区儒

林镇柚山村、金坛区金城镇冯庄村、金坛区金城镇南瑶村、金

坛区薛埠镇仙姑村、金坛区指前镇东浦村、金坛区朱林镇唐王

村、金坛区直溪镇天湖村、金坛区直溪镇巨村村、金坛区西城

街道方边村、金坛区薛埠镇花山村、金坛区金城镇后阳村、金

坛区尧塘街道红旗村、金坛区指前镇社头村、武进区横山桥镇

五一村、武进区南夏墅街道戴家头村、武进区雪堰镇雅浦村、

武进区雪堰镇太滆村、武进区前黄镇谭庄村、武进区洛阳镇岑

村村、武进区嘉泽镇甘荡村、武进区遥观镇剑湖村、武进区丁

堰街道丁堰村、武进区雪堰镇城西回民村、武进区湟里镇河南

村、武进区前黄镇杨桥村、武进区礼嘉镇武阳村、武进区西湖

街道长汀村、武进区湟里镇葛庄村、武进区湟里镇西墅村、武

进区礼嘉镇庞家街村、武进区遥观镇勤新村、武进区牛塘镇丫

河村、天宁区郑陆镇牟家村、天宁区郑陆镇施家巷村、天宁区

郑陆镇查家村、天宁区郑陆镇董墅村、新北区春江镇绿城墩村、

新北区孟河镇九龙村、新北区孟河镇南兰陵村、新北区新桥镇

史墅村、新北区薛家镇丁家村、新北区罗溪镇温寺村、新北区

— 17 — 
 



西夏墅镇梅林村、新北区西夏墅镇东南村、新北区奔牛镇东桥

村、新北区奔牛镇何家塘村、新北区罗溪镇邱庄村、钟楼区永

红街道东方村、钟楼区新闸街道新闸村、钟楼区五星街道新庄

村、钟楼区西林街道张家村、溧阳市溧城镇北水西村 

溧阳市溧城镇燕山南苑社区、溧阳市溧城镇北郊社区、溧

阳市溧城镇嘉丰社区、溧阳市天目湖镇美景天城社区、溧阳市

昆仑街道凤凰社区、溧阳市天目湖镇天目国际村社区、金坛区

东城街道华胜社区、金坛区西城街道南洲社区、金坛区东城街

道华兴社区、金坛区西城街道小南门社区、武进区湖塘镇永定

社区、武进区湖塘镇府东社区、武进区湖塘镇府南社区、武进

国家高新区古方社区、武进区戚大街社区、武进区湖塘镇三勤

社区、武进国家高新区邱墅社区、新北区富都社区、新北区阳

光社区、新北区三井街道华山社区、新北区三井街道三井社区、

新北区三井街道藻江社区、新北区龙虎塘街道腾龙社区、新北

区龙虎塘街道玲珑社区、天宁区同济桥社区、天宁区九洲新世

界社区、天宁区北环新村社区、天宁区怡康花园社区、天宁区

新丰街社区、天宁区工人新村第二社区、天宁区锦绣东苑社区、

天宁区采菱社区、天宁区新丰苑社区、钟楼区西新桥三村社区、

钟楼区荷花池社区、钟楼区勤业新村第一社区、钟楼区清潭新

村第五社区、钟楼区金色新城社区、钟楼区文亨花园社区、钟

楼区白云新村社区、钟楼区花园南村社区、钟楼区北港街道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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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苑社区、溧阳市昆仑街道新庄社区 

苏州市：昆山市玉山镇广福村、昆山市玉山镇姜巷村、昆

山市张浦镇七桥村、吴江区七都镇开弦弓村、吴江区同里镇合

心村、吴江区江陵街道叶泽村、吴中区临湖镇牛桥村、吴中区

光福镇福利村、相城区望亭镇华阳村、相城区阳澄湖镇消泾村、

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浒墅关镇九图村、张家港经济技

术开发区（杨舍镇）东莱村、张家港市大新镇朝东圩港村、张

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张家港市大新镇桥头村、常熟市古里镇

康博村、常熟市常福街道小山村、常熟市董浜镇北港村、常熟

市古里镇苏家尖村、太仓市沙溪镇洪泾村、太仓市浮桥镇三市

村、太仓市璜泾镇孟河村、太仓市浏河镇新闸村、昆山市周市

镇小泾村、昆山市周市镇朱家湾村、昆山市巴城镇武神潭村、

昆山市千灯镇前进村、吴江区震泽镇三扇村、吴江区震泽镇众

安桥村、吴江区平望镇莺湖村、吴江区桃源镇严慕村、吴中区

横泾街道新路村、吴中区横泾街道上林村、吴中区越溪街道旺

山村、相城区北桥街道芮埭村、张家港市乐余镇常丰村、张家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舍镇）农联村、常熟市东南街道东渔村、

常熟市梅李镇天字村、太仓市沙溪镇半泾村、太仓市双凤镇维

新村、昆山市淀山湖镇安上村、昆山市周庄镇全旺村、吴江区

盛泽镇黄家溪村、吴江区盛泽镇人福村、张家港市南丰镇新德

村、张家港市大新镇新海坝村、常熟市虞山街道元和村、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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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常福街道勤丰村、昆山市锦溪镇南前村、昆山市锦溪镇三联

村、吴江区横扇街道菀南村、张家港市塘桥镇横泾村、张家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杨舍镇）福前村、常熟市尚湖镇东桥村、张

家港市塘桥镇金村村、常熟市琴川街道新厍村、昆山市锦溪镇

张家厍村、常熟市莫城街道燕巷村、常熟市支塘镇蒋巷村、张

家港市金港镇山北村、太仓市璜泾镇雅鹿村、昆山市张浦镇金

华村、吴江区黎里镇元荡村、吴中区金庭镇秉常村、相城区黄

埭镇冯梦龙村、苏州虎丘区通安镇树山村、张家港市锦丰镇建

设村、张家港市凤凰镇程墩村、张家港市金港镇柏林村、常熟

市沙家浜镇红石村、常熟市碧溪街道办事处溪西村、常熟市碧

溪新区（街道办事处）三湾村、太仓市璜泾镇永乐村、太仓市

沙溪镇中荷村、太仓市城厢镇电站村、昆山市淀山湖镇永新村、

昆山市玉山镇泾河村、昆山市张浦镇姜杭村、吴江区黎里镇东

联村、吴江区七都镇群幸村、吴中区木渎镇天平村、吴中区甪

直镇甫南村、相城区漕湖街道卫星村、阳澄湖生态休闲旅游度

假区清水村、苏州高新区镇湖街道石帆村、苏州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浒墅关镇吴公村、张家港市锦丰镇悦来村、张家港

市锦丰镇星火村、张家港市乐余镇永利村、常熟市辛庄镇合泰

村、常熟市辛庄镇潭荡村、常熟市辛庄镇张港泾村、太仓市浮

桥镇牌楼社区、太仓市浏河镇浏南村、太仓市双凤镇凤中村、

昆山市周市镇市北村、昆山市陆家镇邹家角村、昆山市千灯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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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马桥村、吴江区平望镇联丰村、吴江区黎里镇杨文头村、吴

江区八坼街道农创村、吴中区甪直镇淞浦村、吴中区东山镇三

山村、吴中区临湖镇湖桥村、相城区北桥街道丰泾村、相城区

渭塘镇凤阳村、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浒墅关镇青灯村、

张家港市凤凰镇魏庄村、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张家港市南

丰镇建农村、常熟市海虞镇七峰村、常熟市沙家浜镇横泾村、

常熟市梅李镇瞿巷村、太仓市璜泾镇王秀村、太仓市娄东街道

洋沙社区、太仓市城厢镇胜泾村 

张家港市保税区（金港镇）塍丰社区、张家港市凤凰镇湖

滨社区、常熟市虞山街道北门大街社区、常熟市常福街道绿地

社区、太仓市城厢镇德兴社区、太仓市城厢镇康乐社区、昆山

市千灯镇炎武社区、昆山市蓬朗街道蓬莱社区、吴江区横扇街

道菀坪社区、吴江区桃源镇桃源社区、吴中区长桥街道南区社

区、吴中区长桥街道石湖天韵社区、相城区北桥街道盛北社区、

相城区渭塘镇翡翠家园社区、姑苏区平江街道历史街区社区、

姑苏区平江街道新湘苑社区、姑苏区金阊街道白莲社区、姑苏

区金阊街道彩香二村北社区、苏州工业园区沁苑社区、苏州工

业园区星辰南社区、苏州工业园区唯亭街道古娄一村社区、苏

州高新区枫桥街道枫津社区、张家港市南丰镇新丰社区、张家

港市锦丰镇书院社区、常熟市琴川街道枫泾社区、常熟市碧溪

新区聚和佳苑社区、太仓市娄东街道景瑞社区、太仓市娄东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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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滨河社区、昆山市花桥镇集善社区、昆山市淀山湖镇淀湖社

区、吴江区盛泽镇镜湖社区、吴江区江陵街道江陵社区、吴中

区胥口镇子胥社区、吴中区横泾街道尧南社区、姑苏区沧浪街

道桂花社区、姑苏区二郎巷社区、姑苏区双塔街道里河社区、

姑苏区虎丘街道观景社区、苏州工业园区菁英公寓社区、苏州

工业园区娄葑街道葑谊社区、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淞涛社区、

张家港市大新镇新东社区、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舍镇）

金塘社区、常熟市辛庄镇辛庄社区、常熟市海虞镇海福新城社

区、昆山市娄江办事处新江南社区、吴中区越溪街道莫舍社区、

相城区元和街道水漾花城社区、相城区太平街道凤凰社区、姑

苏区苏锦街道大观名园社区、姑苏区吴门桥街道四季晶华社区、

苏州工业园区胜浦街道金苑社区、苏州工业园区玲珑湾社区、

苏州新区狮山街道狮山社区、苏州科技城青山绿庭社区 

南通市：海安市城东镇泰宁村、海安市城东镇开屏村、海

安市中城街道平桥村、海安市西城街道谭港村、海安市西城街

道园庄村、海安市西城街道胡集村、海安市大公镇古贲村、海

安市墩头镇毛庄村、海安市白甸镇瓦甸村、海安市南莫镇严马

村、海安市城东镇丰产村、海安市北城街道三里闸村、海安市

李堡镇杨庄村、海安市大公镇贲巷村、海安市城东镇洋蛮河村、

海安市角斜镇海港村、如皋市如城街道顾庄社区（村）、如皋市

江安镇周庄社区（村）、如皋市城北街道平园池村、如皋市东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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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南东陈社区（村）、如皋市白蒲镇朱家桥村、如皋市下原镇花

园头村、如皋市搬经镇搬东社区（村）、如皋市城南街道宋家桥

社区（村）、如皋市如城街道新民社区（村）、如皋市长江镇薛

窑社区（村）、如皋市磨头镇磨头社区（村）、如皋市城北街道

邓园社区（村）、如皋市丁堰镇新堰社区（村）、如皋市吴窑镇

何柳村、如皋市石庄镇永兴社区（村）、如皋市搬经镇湖刘社区

（村）、如皋市江安镇联络新社区（村）、如皋市如城街道大明

社区（村）、如东县掘港街道虹桥村、如东县双甸镇高前村、如

东县洋口镇洋口村、如东县大豫镇丁家店村、如东县河口镇双

港村、如东县新店镇祝套村、如东县袁庄镇孙庄村、如东县丰

利镇家庙桥村、如东县曹埠镇跨岸村、如东县栟茶镇三星村、

如东县苴镇街道九阳村、南通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近海村、

如东县长沙镇黄海村、如东县马塘镇马西村、海门市常乐镇中

南村、海门市常乐镇官公河村、海门市悦来镇永平村、海门市

悦来镇镇兴村、海门市四甲镇合兴村、海门市三星镇瑞北村、

海门市余东镇长圩村、海门市余东镇土地堂村、海门市正余镇

昌盛村、海门市包场镇友谊村、海门市包场镇浜北村、海门市

包场镇长桥村、海门市滨江街道高店村、海门市海门街道岸角

村、海门市海门街道培新村、海门市正余镇邢柏村、启东市王

鲍镇建群村、启东市汇龙镇临江村、启东市吕四港镇巴掌村、

启东市近海镇向西村、启东市合作镇臣义村、启东市东海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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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村、启东市寅阳镇连兴港村、启东市吕四港镇垦北村、启东

市惠萍镇东兴镇村、启东市南阳镇武陵村、启东市海复镇均里

村、启东市近海镇大圩村、启东市汇龙镇鹤群村、启东市东海

镇仲辉村、通州区兴仁镇徐庄村、通州区金沙街道城东村、通

州区先锋街道花园村、通州区兴东街道双楼村、通州区西亭镇

草庙村、通州区十总镇二爻社区（村）、通州区刘桥镇徐园村、

通州区五接镇张大圩村、通州区石港镇江海村、通州区先锋街

道双盟村、通州区张芝山镇天星村、港闸区天生港镇街道国庆

村、港闸区天生港镇街道八一村、港闸区天生港镇街道龙潭村、

港闸区唐闸镇街道闸东社区（村）、港闸区幸福街道文俊村社区

（村） 

海安市中城街道星海社区、海安市西城街道西园社区、海

安市中城街道镇南社区、海安市中城街道二里社区、如皋市如

城街道孔庙社区、如皋市如城街道长巷社区、如皋市城北街道

庆余社区、如东县城中街道新光社区、如东县城中街道三元社

区、如东县掘港街道青园社区、海门市海门街道向民路社区、

海门市三厂街道工房街社区、启东市汇龙镇城河新村社区、启

东市吕四港镇仙鹤新村社区、启东市汇龙镇北城区万豪花园社

区、启东市汇龙镇世纪家园社区、通州区金新街道金南社区、

通州区石港镇广济桥社区、通州区金沙街道育才社区、通州区

金新街道华山社区、通州区金沙街道安康社区、崇川区和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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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北濠东村社区、崇川区学田街道紫荆花社区、崇川区虹桥

街道虹桥社区、崇川区任港街道任港社区、崇川区狼山镇街道

闸桥社区、崇川区新城桥街道朝晖社区、崇川区虹桥街道虹西

社区、崇川区文峰街道新城社区、港闸区陈桥街道仁和社区、

港闸区唐闸镇街道新华社区、南通港闸经济开发区越江社区、

港闸区唐闸镇街道高店社区、南通市新开街道星海社区、南通

市新开街道新开苑社区 

连云港市：赣榆区宋庄镇沙口村、赣榆区柘汪镇西林子村、

赣榆区柘汪镇中林子村、赣榆区班庄镇古城村、赣榆区赣马镇

黑坡村、赣榆区海头镇海脐村、赣榆区柘汪镇盘古岭村、赣榆

区柘汪镇马站村、赣榆区塔山镇土城村、赣榆区墩尚镇岭灶村、

赣榆区黑林镇河西村、赣榆区石桥镇石桥村、赣榆区金山镇徐

福村、赣榆区赣马镇大高巅村、海州区浦南镇江浦村、海州经

济开发区许庄村、海州区洪门街道新庄村、海州区新坝镇新西

村、海州区浦南镇浦南村、连云区海州湾街道西墅村、连云区

云山街道老君堂村、连云区高公岛街道黄窝村、连云区宿城街

道宝山村、连云区连岛街道东连岛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朝阳街道韩李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街道金苏村、连

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街道江庄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中云街道东巷村、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果山街道前进

村、连云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花果山街道小村村、东海县洪

— 25 — 
 



庄镇薛团村、东海县牛山街道西蔡村、东海县驼峰乡前蔷薇村、

东海县青湖镇青南村、东海县安峰镇山东村、东海县桃林镇北

芹村、东海县洪庄镇车站村、东海县房山镇山前村、东海县白

塔埠镇新元村、灌云县龙苴镇石门村、灌云县东王集镇元邦村、

灌云县东王集镇合兴村、灌云县东王集镇韩圩村、灌云县杨集

镇小乔圩村、灌云县伊山镇川星村、灌南县汤沟镇汤沟村、灌

南县孟兴庄镇四新村、灌南县百禄镇南房村、灌南县三口镇成

湾村、灌南县新安镇曹庄村、灌南县张店镇小圈村、灌南县田

楼镇田楼村 

海州区浦西街道蔷薇社区、海州区路南街道贾圩社区、海

州区新南街道玉龙社区、海州区新海街道富强社区、海州区浦

西街道后河社区、连云区海州湾街道营山社区、连云区墟沟街

道东园社区、连云区墟沟街道南巷社区、连云区墟沟街道院前

社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街道新光社区、连云港经济

技术开发区猴嘴街道盐坨社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猴嘴街

道振云社区、东海县牛山街道双湖社区、灌云县伊山镇昌和社

区、灌南县新安镇镇郊社区、赣榆区青口镇新庄社区、赣榆区

青口镇后陈社区、赣榆区青口镇繁荣社区 

淮安市：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枚乘街道轮窑村、淮安经济

技术开发区钵池街道山阳村、清江浦区清浦街道清安村、清江

浦区城南街道福田社区、清江浦区清浦街道蔬菜村、清江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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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墩街道普墩村、淮安区河下街道红桥村、淮安区施河镇条龙

村、淮安区河下街道华亭村、淮安区河下街道螺蛳街村、淮安

区朱桥镇朱桥居、淮安区施河镇双福村、淮阴区徐溜镇洪北村、

淮阴区刘老庄镇刘老庄村、淮阴区淮高镇大福村、淮阴区长江

路街道三朱村、淮阴区长江路街道徐梅村、淮阴区马头镇城西

村、淮阴区古清口街道农科村、淮阴区丁集镇娘庄村、淮阴区

长江路街道左庄社区、淮阴区淮高镇张集村、淮阴区三树镇联

盟村、淮阴区刘老庄镇后河村、洪泽区黄集街道曹圩村、洪泽

区老子山镇龟山村、洪泽区老子山镇新滩村、洪泽区朱坝街道

大刘村、洪泽区蒋坝镇彭城村、洪泽区西顺河镇张福河村、洪

泽区岔河镇金李村、涟水县涟城镇东门村、涟水县南集镇范荡

村、涟水县保滩街道缺口村、涟水县黄营镇朱桥村、涟水县大

东镇瓦滩村、涟水县红窑镇五房村、涟水县陈师街道国民村、

涟水县朱码街道笪巷村、涟水县成集镇杰勋村、盱眙县马坝镇

兴隆村、盱眙县马坝镇大众村、盱眙县管仲镇刘岗村、盱眙县

盱城街道新华社区、盱眙县马坝镇石桥村、盱眙县河桥镇黄龙

村、盱眙县马坝镇顺河居、金湖县银涂镇三河村、金湖县银涂

镇红湖村、金湖县银涂镇于沟村、金湖县塔集镇闵桥村、金湖

县黎城街道九里村、金湖县黎城街道大兴村、金湖县戴楼街道

楼庄村、金湖县吕良镇军舍村、金湖县前锋镇白马湖村、淮安

工业园区宁连路办事处胡庄村、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福地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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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都市花园社区、淮安高铁商务区严李村、苏淮高新区张码

办事处郭桥村、淮安盐化新区范集镇大问村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钵池街道东湖社区、清江浦区柳树湾

街道城北社区、清江浦区清浦街道四季青社区、清江浦区淮海

街道车站社区、清江浦区长东街道兴隆社区、清江浦区长西街

道人民路社区、清江浦区柳树湾街道富强社区、清江浦区清浦

街道富春花园社区、清江浦区清浦街道南港社区、清江浦区清

江街道北门社区、清江浦区闸口街道石桥社区、清江浦区清江

街道施家桥社区、清江浦区清江街道洪门社区、淮安区淮城街

道瞻岱社区、淮安区淮城街道鱼市社区、淮阴区长江路街道营

北社区、淮阴区王家营街道营东社区、洪泽区高良涧街道临河

社区、涟水县涟城街道涟州路社区、盱眙县盱城街道五墩社区、

金湖县黎城街道宋坝桥社区、淮安生态文化旅游区富城路滨河

社区 

盐城市：东台市头灶镇徐灶村、东台市安丰镇红安村、东

台市时堰镇新嵇村、东台市五烈镇甘港村、东台市梁垛镇临塔

村、东台市溱东镇周黄村、东台市新街镇街北村、东台市弶港

镇八里居（村）、东台市唐洋镇王环村、建湖县近湖街道太平村、

建湖县近湖街道镇南村、建湖县近湖街道镇北村、建湖县恒济

镇建河村、建湖县庆丰镇董徐村、建湖县颜单镇漕桥村、建湖

县庆丰镇东乔村、建湖县颜单镇沈杨村、射阳县盘湾镇南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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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县特庸镇红旗居（村）、射阳县海河镇烈士村、射阳县临海

镇八大家居（村）、射阳县合德镇友爱村、江苏射阳经济开发区

陈洋居（村）、阜宁县陈良镇新涂村、阜宁县新沟镇新东村、阜

宁县金沙湖街道喻口居（村）、阜宁县益林镇王楼村、阜宁县阜

城街道新桥居（村）、阜宁县芦蒲镇临黄村、滨海县东坎街道沙

浦村、滨海县坎北街道吕滩村、滨海县五汛镇三洼村、滨海县

滨海港镇合心村、滨海县蔡桥镇新沙村、滨海县八滩镇幸福村、

响水县小尖镇郭庄村、响水县黄圩镇云梯关村、响水县运河镇

运西村、响水县小尖镇张集中心社区韩荡村、大丰区大中街道

恒北村、大丰区白驹镇狮子口村、大丰区刘庄镇友谊村、大丰

区小海镇海团村、大丰区万盈镇天池居（村）、盐都区潘黄街道

仰徐村、盐都区秦南镇泾口村、盐都区大冈镇佳富村、盐都区

潘黄街道宝才社区（村）、盐都区郭猛镇杨侍村、盐都区大纵湖

镇三官村、盐都区张庄街道成庄村、盐都区盐龙街道乔庄社区

（村）、盐都区大冈镇富港居（村）、亭湖区毓龙街道环城村、

亭湖区先锋街道城西村、亭湖区五星街道五星村、亭湖区大洋

街道大洋村、亭湖区大洋街道大星村、亭湖区新洋街道盐湾村、

亭湖区新洋街道圩洋村、亭湖区黄尖镇黄尖居（村）、亭湖区新

兴镇同心村、亭湖区新兴镇三灶村、城南新区黄海街道东闸村 

东台市东台镇新坝社区、东台市东台镇金墩社区、东台市

东台镇二女桥社区、东台市西溪旅游文化景区晏溪河社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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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县近湖街道神台社区、射阳县合德镇条心社区、射阳县合德

镇虹亚社区、阜宁县阜城街道兴阜社区、滨海县东坎街道新建

社区、响水县响水镇西园社区、大丰区大中街道滨河社区、大

丰区大中街道大华社区、盐都区盐渎街道福才社区、盐都区盐

渎街道万胜社区、亭湖区五星街道雅和社区、江苏亭湖经济开

发区富康社区、亭湖区毓龙街道县前路社区、亭湖区文峰街道

朝阳社区、亭湖区五星街道印汽社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新

城街道阳光社区、城南新区黄海街道宝龙社区、城南新区黄海

街道南苑社区 

扬州市：宝应县安宜镇金湖渔业村、宝应县安宜镇北闸村、

宝应县广洋湖镇白鼠村、宝应县氾水镇新阳村、宝应县山阳镇

春光村、江苏宝应经济开发区金湾村、宝应县射阳湖镇姜庄村、

宝应县鲁垛镇贾林村、宝应县柳堡镇仁里村、宝应县小官庄镇

石先村、宝应县夏集镇蒋庄村、高邮市卸甲镇金港村、高邮市

卸甲镇金家村、高邮市临泽镇西安村、高邮市高邮镇凤凰村、

高邮市高邮镇黄渡村、高邮市卸甲镇花阳村、高邮市送桥镇肖

祠村、高邮市车逻镇太丰村、高邮市车逻镇特平村、仪征市大

仪镇高田村、仪征枣林湾旅游度假区枣林村、仪征市新集镇新

集村、仪征市陈集镇开建村、仪征市真州镇永庆村、仪征市刘

集镇刘集村、仪征经济开发区土桥村、仪征市青山镇农歌村、

仪征市马集镇合心村、仪征市新城镇郁桥村、仪征市月塘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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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村、仪征市真州镇茶蓬村、江都区仙女镇正谊村、江都区仙

女镇樊套村、江都区大桥镇三丰村、江都区丁伙镇双华村、江

都区丁伙镇阚桥村、江都区樊川镇东汇村、江都区真武镇恒丰

村、江都区小纪镇宗村村、江都区武坚镇花庄村、江都区武坚

镇新祥村、江都区武坚镇五尖村、邗江区汊河街道建华村、邗

江区杨寿镇永和村、邗江区方巷镇沿湖村、邗江区甘泉街道姚

湾村、邗江区汊河街道运西村、邗江区公道镇埝桥村、邗江区

竹西街道黄金村、邗江区公道镇柏树村、邗江区方巷镇花城村、

邗江区杨庙镇赵庄村、广陵区头桥镇九圣村、广陵区李典镇田

桥村、广陵区李典镇沿江村、广陵区李典镇小乾村、广陵区沙

头镇小虹桥村、广陵区曲江街道新民村、广陵区文峰街道渡江

村、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杭集镇杭集村、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

泰安镇凤凰村、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泰安镇七里村、蜀冈-瘦西

湖风景名胜区瘦西湖街道堡城村、邗江区城北乡三星村、蜀冈-

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平山乡槐二村 

宝应县安宜镇世纪园社区、宝应县安宜镇南园社区、宝应

县安宜镇铁桥社区、高邮市高邮镇琵琶社区、高邮市高邮镇大

淖社区、高邮市城南经济新区南苑社区、高邮市高邮镇康华社

区、仪征市真州镇华兴新村社区、仪征市新城镇新北花苑社区、

仪征市月塘镇谢集街道社区、江都区仙女镇禹王宫社区、江都

区仙女镇北苑社区、江都区仙女镇玉带社区、江都区仙女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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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社区、江都区大桥镇东园社区、邗江区竹西街道竹西社区、

邗江区双桥街道康乐社区、邗江区邗上街道五里社区、邗江区

竹西街道安平社区、邗江区双桥街道文苑社区、邗江区西湖镇

翠岗社区、邗江区新盛街道殷巷社区、广陵区曲江街道文昌花

园社区、广陵区文峰街道宝塔湾社区、广陵区文峰街道连福社

区、广陵区东关街道个园社区、广陵区东关街道琼花观社区、

广陵区汶河街道荷花池社区、广陵区汶河街道四望亭社区、扬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汇街道春江社区、邗江区梅岭街道凤凰桥

社区、邗江区梅岭街道广储社区、邗江区平山乡西华门社区、

邗江区梅岭街道锦旺社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平山乡雷塘

社区、仪征市青山镇胥浦家园社区 

镇江市：丹阳市云阳街道迈村村、丹阳市丹北镇前巷村、

丹阳市司徒镇谭巷村、丹阳市丹北镇金桥村、丹阳市延陵镇九

里村、丹阳市皇塘镇皇塘村、丹阳市皇塘镇大南庄村、丹阳经

济开发区晓星村、丹阳市吕城镇花龙村、丹阳市云阳街道城南

村、丹阳市云阳街道汤甲村、丹阳市司徒镇杏村村、丹阳市延

陵镇行宫村、丹阳市导墅镇东河村、丹阳市吕城镇河北村、丹

阳市访仙镇草塘村、丹阳市访仙镇双茆村、丹阳市访仙镇红光

村、丹阳市云阳街道九房村、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句容市后

白镇后白村、句容市华阳街道下甸村、句容市郭庄镇虬北村、

句容市茅山镇丁家边村、句容市后白镇张庙村、句容市茅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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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庄村、句容市天王镇唐陵村、句容市后白镇西冯村、句容市

华阳街道南亭村、句容市白兔镇中心村、句容市茅山风景区潘

冲村、句容市下蜀镇祝里村、句容市白兔镇白兔村、句容市边

城镇陈武村、句容市下蜀镇亭子村、扬中市新坝镇立新村、扬

中市新坝镇新安村、扬中市三茅街道指南村、扬中经济开发区

双跃村、扬中市油坊镇邻丰村、扬中市油坊镇长旺村、扬中市

八桥镇利民村、扬中市三茅街道企东村、扬中市八桥镇红光村、

扬中市新坝镇新治村、扬中市新坝镇双新村、扬中市八桥镇永

胜村、丹徒区宜城街道西麓村、丹徒区宝堰镇宝堰村、丹徒区

荣炳盐资源区曙光村、丹徒区世业镇世业村、丹徒区谷阳镇槐

荫村、丹徒区高资街道唐驾庄村、丹徒区谷阳镇金河村、丹徒

区宝堰镇鲁溪村、丹徒区江心洲生态农业园区五套村、丹徒区

高桥镇四方桥村、丹徒区上党镇薛村村、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

丹徒区高桥镇康泰村、京口区谏壁街道雩山村、润州区官塘桥

街道平山村、镇江市姚桥镇儒里村、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五洲

山村、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鲇鱼套村 

丹阳市云阳街道云阳桥社区、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定船社区、

丹阳经济开发区高楼社区、句容市崇明街道东门社区、句容市

崇明街道马扎里社区、扬中市三茅街道文化新村社区、扬中市

三茅街道广宁社区、京口区大市口街道米山社区、京口区四牌

楼街道江滨新村第一社区、京口区正东路街道酒海街社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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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健康路街道桃花坞社区、京口区四牌楼街道阳光世纪花园

社区、京口区四牌楼街道香江花城社区、京口区大市口街道千

秋桥社区、京口区象山街道孟诚社区、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

路社区、润州区七里甸街道四圩社区、润州区宝塔路街道黎明

社区、润州区和平路街道桃园第一社区、润州区和平路街道金

山社区、润州区金山街道西津古渡社区、润州区金山街道迎江

路中心社区、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万科社区、润州区金山街道银

山门社区、镇江新区丁卯街道武将社区、镇江新区丁卯街道马

家山社区、镇江新区大港街道凤凰社区、镇江新区平昌中心社

区新润社区、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凤凰家园社区 

泰州市：靖江市新桥镇孝化村、靖江市新桥镇务本村、靖

江市马桥镇徐周村、靖江市马桥镇马桥村、靖江市生祠镇金星

村、靖江市西来镇泥桥村、靖江市西来镇丰产村、靖江市斜桥

镇新港村、靖江市城南办事处火炬村、靖江市生祠镇东进村、

靖江市新桥镇德胜村、泰兴市黄桥镇祁巷村、泰兴市黄桥镇翁

庄村、泰兴市黄桥镇东顾村、泰兴市滨江镇蒋港村、泰兴市滨

江镇仁寿村、泰兴市滨江镇殷石村、泰兴市虹桥镇毗芦村、泰

兴市虹桥镇广福村、泰兴市姚王镇桑木村、泰兴市姚王镇毛庄

村、泰兴市济川街道三阳村、泰兴市曲霞镇印达村、泰兴市元

竹镇蒋堡村、泰兴市古溪镇周庄村、泰兴市张桥镇西桥村、泰

兴市宣堡镇郭寨村、泰兴市根思乡井坔村、泰兴市分界镇开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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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兴化市张郭镇赵万村、兴化市千垛镇东罗村、兴化市大垛

镇管阮村、兴化市戴南镇张万村、兴化市张郭镇刘纪村、兴化

市戴南镇永丰村、兴化市大垛镇双石村、兴化市张郭镇蒋庄村、

兴化市临城街道安洲村、兴化市合陈镇邓桥村、兴化市垛田街

道凌翟村、兴化市沙沟镇水金村、兴化市茅山镇朝阳庄村、兴

化市沙沟镇光耀村、兴化市千垛镇夏许村、兴化市中堡镇夏宏

村、兴化市钓鱼镇姚家村、兴化市昭阳街道沙甸村、兴化市陈

堡镇四林村、泰州市九龙镇界沟村、泰州市白马镇陈家村、泰

州市白马镇黄河村、泰州市胡庄镇史庄村、姜堰区娄庄镇娄庄

村、姜堰区罗塘街道公园村、姜堰区沈高镇沈高村、姜堰区娄

庄镇朱翟村、姜堰区溱潼镇湖北村、姜堰区白米镇马沟村、姜

堰区沈高镇河横村、姜堰区娄庄镇娄东村、姜堰区罗塘街道太

宇村、姜堰区娄庄镇先进村、姜堰区俞垛镇何祝野村、姜堰区

俞垛镇宫伦村、姜堰区溱潼镇西陈庄村、姜堰区张甸镇严唐村、

姜堰区大伦镇兴驰村、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野徐镇新

联社区（村） 

靖江市滨江新区江阳社区、靖江市靖城街道公园弄社区、

靖江市靖城街道双港路社区、靖江市靖城街道小关庙社区、靖

江市城南办事处科技社区、泰兴市济川街道府前社区、泰兴市

济川街道华泰社区、泰兴市济川街道鼓楼社区、泰兴市济川街

道越街社区、兴化市昭阳街道文峰社区、兴化市昭阳街道英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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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兴化市昭阳街道沧浪社区、兴化市昭阳街道南沧社区、

海陵区莲花社区、海陵区锦绣社区、海陵区中山社区、海陵区

迎春社区、海陵区安居社区、海陵区沁莲社区、海陵区工人社

区、泰州市九龙镇姚家社区、泰州市永安洲镇福沙社区、高港

区许庄街道乔杨社区、高港区口岸街道引江社区、泰州市永安

洲镇永胜社区、姜堰区罗塘街道南街社区、姜堰区罗塘街道古

田社区、姜堰区罗塘街道南苑社区、姜堰区罗塘街道中天社区 

宿迁市：沭阳县新河镇双荡村、沭阳县汤涧镇双窑村、沭

阳县庙头镇聚贤村、沭阳县新河镇周圈村、沭阳县桑墟镇老庄

居（村）、沭阳县青伊湖镇后乡村、沭阳县吴集镇航河村、沭阳

县颜集镇堰下村、沭阳县潼阳镇阴平社区（村）、沭阳县陇集镇

李徐村、泗阳县众兴镇杨集社区（村）、泗阳县众兴镇界湖社区

（村）、泗阳县李口镇八堡村、泗阳县卢集镇郝桥村、泗阳县八

集乡八集居（村）、泗阳县城厢街道龙门居（村）、泗阳县张家

圩镇颜圩村、泗洪县城头乡周台村、泗洪县石集乡瓦房居（村）、

泗洪县瑶沟乡官塘村、泗洪县朱湖镇吴湾居（村）、泗洪县龙集

镇应山居（村）、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泗洪县半城镇穆墩岛村、

宿城区屠园乡古山河居（村）、宿城区蔡集镇张油坊村、宿城区

耿车镇大众村、宿城区罗圩乡联伍村、宿城区龙河镇朱大兴居

（村）、宿城区埠子镇肖桥村、宿城区洋北镇张庄村、宿城区中

扬镇岭桥村、宿城区王官集镇花园村、宿城区埠子镇街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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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宿豫区大兴镇集东居（村）、宿豫区顺河街道张圩居（村）、

宿豫区顺河街道林苗圃居（村）、宿豫区新庄镇朱瓦村、宿豫区

曹集乡双河村、宿豫区关庙镇水汉村、宿豫区仰化镇涧河村、

宿豫区陆集镇虎山村、宿豫区来龙镇光明村、宿迁经济技术开

发区南蔡乡南蔡居（村）、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南蔡乡苏黄村、

湖滨新区皂河镇街西居（村）、湖滨新区晓店镇湖滨居（村）、

洋河新区洋河镇黄桥村 

沭阳县沭城街道东园社区、沭阳县沭城街道圩东社区、沭

阳县沭城街道府苑社区、泗阳县众兴镇五里社区、泗阳县众兴

镇西湖社区、泗洪县青阳街道新刘社区、泗洪县大楼街道三里

社区、宿城区项里街道项里社区、宿城区幸福街道凤凰社区、

宿城区古城街道楚苑社区、宿城区幸福街道幸福社区、宿城区

支口街道康堡社区、宿城区河滨街道药材社区、宿城区双庄街

道靳塘社区、宿豫区豫新街道江山社区、宿豫区豫新街道雨露

社区、宿豫区豫新街道锦华社区、宿豫区顺河街道卓圩社区、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古楚街道王梨园社区、宿迁经济技术开发

区黄河街道梨园社区、湖滨新区井头乡井头社区、苏州宿迁工

业园区明日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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