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文件 
 
 

苏文明委〔2019〕15 号 

 
关于命名表彰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行业 

和江苏省文明单位、文明校园的决定 
 

各设区市、县（市、区）文明委，省文明委各成员单位，省各有

关单位： 

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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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校园等群众性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单位环境面貌、社会公共秩序、公共服务

水平、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立德树人、向上向善的社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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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更加浓厚，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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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关、确保质量的原则，经过严格评选，省文明委决定，命名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系统等 14 个行业系统为 2016-2018 年

度“江苏省文明行业”，授予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

3584 个单位“江苏省文明单位”称号，授予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等 527 个学校“江苏省文明校园”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行业、单位、学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

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挥榜样表率作用，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当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

全省各地、各单位、各行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构筑

道德风尚建设高地，着眼培养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不断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

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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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江苏省文明行业名单 

2．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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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校园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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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江苏省文明行业名单 
（14 个）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系统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系统 

江苏省烟草专卖系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系统 

江苏省气象系统 

江苏省审计系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系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苏省分行系统 

江苏海事系统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江苏省交通运输系统 

江苏省自然资源系统 

江苏省住房公积金系统 

江苏省消防救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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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单位名单 
（3584 个） 

 

南京市：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金城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南京金陵

船厂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大

唐南京发电厂、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南京线路器材有限公司、华

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电厂、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

司、宏光空降装备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三一一工厂、

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南京六九零二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六十研究所、南京海事局、

长江南京航道局、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

程研究中心、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江苏

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卷烟厂、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南

京际华五三零二服饰装具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江苏南京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江苏省南京

市公路管理处、南京公路客运站务有限公司、南京市高淳区交

通运输局、南京市江宁区交通运输局、南京市公路运输管理处、

南京市地方海事局、江苏省南京市航道管理处、国网江苏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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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市

溧水区供电分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市高淳区供

电分公司、南京苏逸实业有限公司、南京新纪元大酒店有限公

司、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送变电分公司、南京三新供电

服务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京市分公司、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南京市江宁区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京市浦口区

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京市溧水区分公司、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南京市栖霞区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

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区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浦口区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南京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江宁分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六合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江苏有限公司溧水分公司、南京市生态环境局、南京市住房保

障中心、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南京市市政服务中心（南

京市市政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南京市建筑安装工程质量监督站、南京市燃气服务中心、

南京市建筑市场监督站、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中建八局轨道交通建

设有限公司、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南京市

白蚁防治服务中心、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中铁

大桥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市江宁生态环境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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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

管理中心、南京市公房管理中心、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站、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南京市盐

业有限公司、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本部）、南

京快易洁清洗有限公司、南京喜之家母婴在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江苏斑马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好苏嫂家庭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江苏省南京市烟草专卖局（江苏省烟草公司南京市

公司）、南京市江宁区烟草专卖局（南京市烟草公司江宁分公

司）、南京市六合区烟草专卖局（南京市烟草公司六合分公司）、

南京市溧水区烟草专卖局（南京市烟草公司溧水分公司）、南京

市浦口区烟草专卖局（南京市烟草公司浦口分公司）、南京市高

淳区烟草专卖局（南京市烟草公司高淳分公司）、南京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市交通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

部）、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南京港（集团）

有限公司（本部）、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本部）、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

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南

京铁路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南京市

地铁交通设施保护办公室、南京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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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南京交通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南京地方铁路

有限公司、南京长江隧道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宁颐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南京城市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南京黄马实

业有限公司紫金山庄、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南京紫金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公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京朗驰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中山陵园管理局、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南京市玄武

湖管理处、南京城墙保护管理中心、南京市艺术小学(南京小红

花艺术团)、南京市石头城公园管理处（南京国防园）、南京市

电化教育馆(南京市教育信息化中心)、南京市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南京鼓楼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脑科医院、南京市

妇幼保健院、南京市中医院、南京市口腔医院、南京市农业综

合行政执法总队、南京市供水节水指导中心、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南京市

公安局建邺分局、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

南京市点将台社会福利院、南京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南京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南京市中心医院（南京市市级机关医院）、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长江航运公安局

南京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

税务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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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税务总局南京市高淳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玄武区

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溧水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

京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重点税源企业税收服务和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六合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雨花

台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建邺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

局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江宁

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栖霞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南京江北新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

局、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南

京市计量监督检测院、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南京市锅

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院、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南京市气象局、南京市高淳区气象局、南京市溧水区气象局、

南京市江宁区气象局、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站、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江苏雷威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动车段、中国铁

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桥工段、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公安

处、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电务段、中国人民银行

南京分行营业管理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恒丰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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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分行直属支行、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研究生一大队研

究生 1 队、武警南京支队执勤六大队、94994 部队、国防科技

大学气象海洋学院学员大队、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南京石林

集团（本部）、南京瑞贝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福中集团有限公

司（本部）、江苏泛洲船务有限公司、南京国佳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南京鼎尔特科技有限公司、南京舒佳捷出租汽车有限责任

公司、南京富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南京世泽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百泰苏嫂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锦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

京薇薇职业学校、南京澳林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本部）、金陵海

关、南京禄口机场海关、南京市审计局、南京市玄武区审计局、

南京市江宁区审计局、南京市浦口区审计局、南京市六合区审

计局、南京市溧水区审计局、南京造币有限公司、南京扬子国

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中铁十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

公司、南京市江北新区图书馆、南京绿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南京市玄

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中科健康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德基广场有限公司、南京市市民卡

有限公司、南京市玄武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南京市

玄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人口管理大队、

南京市玄武区兰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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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秦淮区委员会党校、南京市第

一幼儿园、南京市秦淮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南京市

红十字医院、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夫子庙-秦淮风

光带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南京市

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南京长江都市建

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办事处、南京金陵

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办事处、南京市

水利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南京四方建设实业有限公司、南京市建邺区社会

福利院、南京市建邺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南京保利大剧院管

理有限公司、南京洲岛现代服务业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市建邺

区兴隆办事处、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京市奥体艺

术幼儿园、南京市公安局建邺分局南苑派出所、南京万达广场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办事处、中国共产

党南京市鼓楼区委员会党校、南京市鼓楼区图书馆、南京市鼓

楼区爱心助学协会、南京湖南路山西路地区管理委员会、江苏

凤凰国际文化中心、南京阅江楼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南京市下

关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南京市鼓楼区宁海

路办事处、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办事处、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

办事处、南京市实验幼儿园、江苏石头城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南京市鼓楼幼儿园、南京市鼓楼区小市办事处、南京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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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资源局栖霞分局尧化国土资源所、南京市栖霞区龙潭办事处、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办事处、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检察院、南京高

科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栖霞区文化和旅游局、艾欧史密斯（中

国）热水器有限公司、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栖

霞区尧化办事处、中国共产党南京市栖霞区委员会党校、扬子

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司、中国（南京）软件谷管理

委员会、江苏润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润雨清洁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办事处、南京市雨花台区铁

心桥办事处、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办事处、南京市雨花医院、

南京市雨花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南京市江宁区东

山街道办事处、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办事处、南京市江宁区

汤山街道办事处、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南京

牛首山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南京汤山温泉旅游度假

区管理委员会、南京市江宁区财政局、南京江宁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南京江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南京江宁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南京江宁商务商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南京市江宁

区人民法院、南京市江宁区城市管理局、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

司南京分公司、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浦口

区江浦街道办事处、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办事处、南京市浦

口区行政审批局、南京浦口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中铁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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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集团大盾构工程有限公司、南京市浦口区图书馆、南京市浦

口区中心医院、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检察院、南京市六合区雄州

街道办事处、南京市六合区横梁街道办事处、江苏省防汛防旱

抢险中心、南京洁城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江苏艾津农业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巡特警大队、南京双京电

器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南京溧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南

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办事处、南京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溧水分局、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中国人

民银行溧水支行、南京市高淳区政务服务中心、南京市公安局

高淳分局、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检察院、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高淳分局、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红太阳集团有限公

司（本部）、红宝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苏宁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本部）、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无锡市：江苏省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无锡市公安局、无锡

市民政局、无锡市交通运输局、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无锡

市审计局、无锡市行政审批局、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无锡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无锡监管分局、无锡市气象局、无锡海关、

江苏省无锡市烟草专卖局（江苏省烟草公司无锡市公司）、江苏

省无锡监狱、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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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无锡市分公司、国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司无锡供电分公司、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无锡站、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第七〇二研究所、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无锡商业大厦大东方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无锡教育电视台、无锡市实验

幼儿园、无锡市机关幼儿园、无锡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无

锡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无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

无锡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 报警服务台、无锡出入境边防检查

站、无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无锡市寄

递事业部、无锡市消防救援支队、无锡市慈善物资捐赠中心、

无锡市社会福利中心、无锡市人才服务中心、无锡市不动产登

记中心、无锡市房屋安全管理处、无锡市保障性住房管理办公

室、无锡市公用房产管理处、无锡市白蚁防治中心、无锡市工

程建设监察支队、无锡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无锡市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站、无锡市物业管理中心、无锡排水管理处、无锡

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江苏省无锡市公路管理处、江苏省无锡市

航道管理处、无锡市太湖鼋头渚风景区管理处、无锡灵山文化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宜兴市阳羡风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江苏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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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博物院、无锡大世界影城有限责任公司、无锡市人民医院、

江南大学附属医院、无锡市中医医院、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无

锡市太湖医院、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江苏省太湖疗养院、

无锡市卫生监督所、无锡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江苏省血吸虫病

防治研究所、无锡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惠龙休养所、江苏无锡

朝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本部)、无锡宏源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联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无锡照明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梁溪饭店、无锡市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无锡客运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无锡交通建设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本部）、无锡市梅园公园管理处、无锡市惠山古镇景

区管理处(无锡市惠山古镇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无锡市计

量测试院、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检验研究院无锡分院、无锡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国家税

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

局第二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

局第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南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新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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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扬名支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江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营业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梁

溪支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

锡市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中心支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市分公司、无锡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无锡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无锡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无锡湖滨饭

店有限公司、无锡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分行、无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滨湖支行、

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中心支公司、无锡市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无锡市博威体育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阴市

民政局、江阴海事局、江阴海关、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

公司江阴分公司、长江引航中心、国家税务总局江阴市税务局、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江阴市供电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江阴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江阴市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江阴分公司、江苏怡达化学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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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海澜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国家税务总局江阴市

税务局青阳税务分局、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阴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周庄分局、江阴市行政审批局、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阴支行、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共产党江阴市委员会党校、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

分行、江阴市水利局、江阴市公安局、江阴市人民医院、江阴

市人民检察院、江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长江引航中心江阴

引航站、江苏长博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阴市人力资源管理

服务中心、江阴市中医院、江苏省江阴市烟草专卖局（无锡市

烟草公司江阴分公司）、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国家税

务总局江阴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江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江阴市图书馆、江阴市云亭街道办事处、国家税务总局江阴市

税务局华士税务分局、江苏百川高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国

家税务总局宜兴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宜兴市税务局官林税

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宜兴市税务局周铁税务分局、国家税务

总局宜兴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宜兴市税务局

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税务分局、宜兴市宜城街道办事处、宜兴

市财政局、宜兴海关、宜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宜兴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高塍国土资源所、宜兴市交通运输局、宜兴市文

体广电和旅游局、宜兴市民政局、宜兴市水利局、江苏宜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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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江苏省宜兴市烟草专卖局、宜兴市第五人民医院、国网

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宜兴市供电分公司、无锡三新供电服务有

限公司宜兴分公司官林业务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宜兴

市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

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支行、江苏宜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市公路客运有限公司、江苏省无锡

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江苏金山环保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江苏俊知技术有限公司、虎皇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华东宜兴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宜兴市公安局、宜兴市城市

管理局、宜兴市芳桥街道办事处、宜兴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本部）、无锡市公花园管理处、无锡市梁溪区黄巷街道办事

处、无锡刘潭服装有限公司、无锡市梁溪生态环境局、无锡市

梁溪区北大街街道办事处、无锡市侨谊幼儿园、无锡市梁溪区

金星街道办事处、无锡华厦家居港建材市场有限公司、无锡市

第八人民医院、无锡市梁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无锡市梁溪

区南禅寺街道办事处、无锡市梁溪区崇安寺街道办事处、无锡

市梁溪区人民检察院、无锡市梁溪区政务服务中心、无锡国盛

精密模具有限公司、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无锡分公司、

无锡市科虹标牌有限公司、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惠山派出所、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梁溪区税务局、无锡市梁溪区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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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梁溪区扬名街道办事处、无锡市梁溪区惠山街道办事处、

无锡市梁溪区金匮街道办事处、无锡市梁溪区崇安寺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无锡市梁溪区少年宫、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

山区税务局、无锡市锡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无锡市锡山区运

输管理处、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锡山经济技术开

发区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安镇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

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锡北税务分局、无锡市锡山区东亭街道

办事处、无锡市锡山区人民检察院、无锡市锡山三建实业有限

公司、无锡市华驰运输有限公司、无锡市锡山区城市管理局、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办事处、江

苏新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烟草公司锡山分公司、国

家税务总局无锡市锡山区税务局东北塘税务分局、无锡市锡山

人民医院、无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锡山分局、国家税务总局

无锡市惠山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惠山区税务局洛社

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惠山区税务局钱桥税务所、国

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惠山区税务局堰桥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

无锡市惠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无锡市惠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无锡市惠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洛社分局、无锡市惠山区

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航道管理处、无锡市惠

山区前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江苏锦绣铝业有限公司、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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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四达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太湖锅炉股份有限

公司、无锡华光汽车部件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无锡伟达五金

有限公司、无锡市惠山区玉祁街道办事处、无锡市惠山区长安

街道办事处、无锡市公安局惠山分局、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

院、无锡豪帮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第九人民医院、国家

税务总局无锡市滨湖区税务局、无锡市滨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无锡市滨湖区城市管理局、无锡市滨湖区行政审批局、无锡（国

家）工业设计园管理委员会、无锡市滨湖区荣巷街道办事处、

无锡市振太酒业有限公司、无锡市太湖成人教育中心校、无锡

市滨湖区民政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市新吴

区）行政审批局、无锡太湖国际科技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国

家税务总局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无锡市新吴区）税

务局、SK 海力士半导体（中国）有限公司、无锡村田电子有限

公司、无锡市梅村中心幼儿园、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无

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海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无

锡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吴分局、无锡市新吴区图书馆、无锡

锡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无锡凤凰画材有限公司、无锡华东重

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四棉纺织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分行、无锡大剧院保利管理有限公司、无锡雪桃

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徐州市：国家税务总局丰县税务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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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丰县供电分公司、江苏省丰县烟草专卖局、丰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丰县分公司、丰县财政局、丰县审计

局、中国人民银行丰县支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丰县分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县支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江苏省丰县分公司、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丰县人民检察院、

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丰县管理部、丰县气象局、丰县人

民法院、江苏有线网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丰县分公司、徐州江

煤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南普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江苏省沛县公

路管理站、沛县交通运输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沛县

支行、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沛县

供电分公司、沛县司法局、沛县总工会、沛县审计局、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沛县支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

沛县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沛县分公司、沛县气象局、

沛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沛县税务局、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沛县支公司、南四湖水利管理局下级湖水利管

理局、江苏省沛县烟草专卖局、沛县人民检察院、光大环保能

源（沛县）有限公司、睢宁县城市管理局、睢宁县交通运输局、

江苏省睢宁县公路管理站、睢宁县气象局、睢宁县经济发展局、

睢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睢宁县财政局、睢宁县人民法院、

睢宁县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睢宁县税务局、中国人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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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睢宁县支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睢宁县供电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睢宁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睢宁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睢宁县支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睢宁县分公司、睢宁县沙集镇电子商

务协会、徐州小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江苏百盛润家商贸有限

公司、邳州市行政审批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邳州市供

电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邳州市税务局、江苏省邳州市烟草专

卖局（徐州市烟草公司邳州分公司）、邳州市交通运输局、邳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邳州经济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江苏省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邳州市人民检察院、邳州市人民法院、邳州市运河街道办

事处、京杭运河江苏省邳州航道管理站、江苏省刘山船闸管理

所、邳州市气象局、邳州市中医院、骆马湖水利管理局邳州河

道管理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邳州市支行、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邳州市分公司、邳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江苏康力源健身器材有限公司、新沂市交通运输局、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江苏省新沂市分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沂市支行、骆马湖水利管理局新沂河道管理局、新沂市气

象局、新沂市人民检察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新沂分公司、

新沂市广播电视台、国家税务总局新沂市税务局、中共新沂市

委政法委员会、江苏省新沂市烟草专卖局（徐州市烟草公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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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分公司）、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新沂管理部、新沂市公

安局、新沂市人民法院、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新沂市供电

分公司、新沂市城市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江苏新沂经济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新沂市水务局、新沂市心连心志愿者协会、徐州

市铜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徐州市铜山区审计局、徐州市铜山

区总工会、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铜山

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徐

州市铜山区司法局、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铜山管理部、

徐州市蔺家坝船闸管理所、南四湖水利管理局蔺家坝水利枢纽

管理局、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烟草专卖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

限公司徐州市铜山区供电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

公司铜山分公司、徐州市铜山区妇女联合会、徐州市铜山区三

堡街道文化与体育站、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财政所、徐州市铜

山区城管监察大队黄集中队、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建设规划管

理办公室、徐州市铜山区铜山街道文化与体育站、徐州市铜山

区青年商会、徐州市铜山区何桥镇农产品营销协会、国家税务

总局徐州市贾汪区税务局、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烟草专卖局（徐

州市烟草公司贾汪分公司）、徐州市贾汪区财政局、徐州市贾汪

区审计局、徐州市贾汪区行政审批局、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徐州彭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徐州贾汪支行、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贾汪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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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卧龙泉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徐州市贾汪区耿集乡贤工作协

会、徐州市鼓楼区黄楼街道办事处、徐州市鼓楼区牌楼街道办

事处、徐州市鼓楼区丰财街道办事处、徐州市鼓楼区城市管理

局、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徐州市龟山景区管理中心、徐州

市鼓楼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徐州市鼓楼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徐州金鹰国际实业有限公司、江苏金驹物流投资有限公司、徐

州市鼓楼区铜沛街道办事处、徐州市鼓楼区环城街道办事处、

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鼓楼区税务局、江苏天裕能源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本部）、江苏精武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江苏师范大

学科技园有限公司、徐州市云龙区翠屏山街道办事处、徐州市

云龙区大郭庄街道办事处、徐州市云龙区教育局、徐州市云龙

区淮海食品城管理处、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云龙区税务局、徐

州市云龙区云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徐州市汉文化风景园林管

理处、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上药控股徐州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市户部山（回龙窝）历史文化街区管理中心、徐州市泉山

区人民检察院、徐州市泉山区教育局、徐州市泉山区财政局、

徐州市泉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徐州市泉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徐州市泉山区审计局、徐州市泉山区王陵街道办事处、徐州市

泉山区和平街道办事处、徐州市泉山区湖滨街道办事处、徐州

市泉山区永安街道办事处、徐州博济康复医院、徐州国鼎盛和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江苏中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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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宇工程分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道路机械分公司、江苏恒久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徐州

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开发区大队、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徐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徐州仁慈医院、江苏昂内斯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中铁电气有限公司、徐州报业传媒集团（本部）、

徐州市云龙湖水库管理处、徐州广播电视台、徐州市气象局、

徐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徐州市审计局、徐州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徐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徐州市照明管

理处、徐州市市政管理处、徐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五休养所、

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金陵金源大酒店、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徐州宣武集团有

限公司（本部）、徐州市彭祖园管理处、徐州市植物园、徐州市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站、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局、徐州市观

音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徐州市中医院、徐州市儿童医院、徐州

市卫生监督所、徐州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徐州市传染病医院、

徐州市妇幼保健院、徐州市肿瘤医院、徐州汽车客运西站、江

苏省徐州市公路管理处、江苏省徐州市航道管理处、徐州市交

通运输管理处、徐州汽车客运东站站务有限责任公司、徐州矿

务集团总医院、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张双楼煤矿、徐州市防

汛防旱抢险中心、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徐州市质量技术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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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综合检验检测中心、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务局、国家税务

总局徐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税务局

第二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泉山区税务局、徐州高铁

时代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徐州市城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

司、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嘉利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徐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徐州市殡仪馆、

江苏义行律师事务所、徐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鼓楼大队、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徐州市总工会、徐州市政务服务管理办

公室、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京杭运河江

苏省徐州航道管理站、江苏省徐州监狱、江苏省彭城监狱、徐

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徐州海关、江苏省徐州市烟草专卖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徐州市分公司、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卷烟厂、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分公司、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徐州分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徐州供电分公司、沂沭泗水利管理局南四湖水利管理局、淮河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姚桥煤矿、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

公司徐州分公司、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中国

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机务段、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徐州北站、上海铁路公安局徐州公安处、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中心支行、中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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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徐州

市分行营业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

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行、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

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常州市：溧阳市客运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溧阳市税务

局、溧阳市行政审批局、溧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溧阳市

人民检察院、溧阳市人民法院、溧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溧阳

市交通运输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溧阳市供电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溧阳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溧阳市支行、溧阳市中医医院、

溧阳市人民医院、常州市烟草公司溧阳分公司、安顺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江苏沙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江苏正昌集团

有限公司（本部）、江苏通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溧阳市交通工

程建设事业发展中心、江苏国信溧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溧阳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

司溧阳市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溧阳市分公司、常

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尤辉雷锋科技服务站、常州市天宁区兰陵

街道办事处、常州文化城有限公司、大娘水饺餐饮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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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本部）、常州市化工轻工材料总公司、常州市天宁区天宁街

道办事处、常州霸狮腾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常州美凯龙国际

电脑家电装饰城有限公司、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办事处、常

州华利达服装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常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常州市天宁区茶山中心幼儿园、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道办

事处、常州亚玛顿股份有限公司、常州船用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常州艾贝服饰有限公司、常州市天宁区青龙中心幼儿园、常州

市天宁区青龙街道办事处、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常州市天

宁区雕庄街道办事处、江苏佳尔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

部）、常州市天宁区红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州市天宁区

雕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常州市天宁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常州市天宁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天宁区税

务局、常州市天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常州市天宁区人

民法院、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检察院、常州市公安局、常州市公

安局天宁分局、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常州市公安局钟

楼分局南大街派出所、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钟楼大队、

常州市公安局新北分局新桥派出所、常州市公安局天宁分局青

龙派出所、常州市拘留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行、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常州市中心支行、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常州监管分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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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

中心支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中国安能

建设集团第五分公司、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医院、常州陆军预

备役通信团、武警常州支队、常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常州开

放大学、常州海关、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常州站、常

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常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江苏

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

苏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常州市分

公司、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中车戚墅堰机车

有限公司、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国电常

州发电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州供电分公司、

江苏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常州市分公

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江苏省常州监狱、常

州市互联网新闻中心、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常州分局、华

润化学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中

海油常州涂料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常州市金坛区烟草专卖局、

常州市金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常州市公安局金坛分局、常

州市金坛区交通运输局、常州市金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州

市金坛区中医医院、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州市金坛区供

电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金坛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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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金坛支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金坛

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常州市金坛区分公司、常州市金坛

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常州市金坛公路运输有限公司、晨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金坛区税务局、

常州市金坛区城市管理局、常州市金坛区行政审批局、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金坛支行、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

限公司金坛分公司、江河港武水务（常州）有限公司、新誉集

团有限公司（本部）、哈焊所华通（常州）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武房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常州新奥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恒诺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江苏今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东方润安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五洋纺机有限公司、常

州市武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武进区税务

局、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武进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

务总局常州武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常

州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武进区税务局前黄

税务分局、常州市武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常州市武进

区交通运输局、常州市武进区运输管理处、常州市武进区公路

管理处、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中共常州市武进区委党校、

常州市武进区烟草专卖局、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常州市公

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潞城派出所、常州市武进区教育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常州市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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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中心武进分中心、常州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常州经济开

发区人民检察院、常州市武进区房地产管理处、常州市武进区

财政局、常州市武进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常州市武进区农业

农村局、常州市武进区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处、常州市武进区航

道管理处、常州市武进区戚墅堰街道办事处、常州市公安局武

进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常州市武进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

心、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武进支行、常州市钟楼区

北港街道办事处、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办事处、常州市钟

楼区人民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检察院、常州市钟楼区民政

局、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钟楼区税务局、常州市钟楼区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常州市钟楼区新闸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常州市鸣珂巷幼儿园、常州市钟楼区生态环境局、常州市

钟楼区盛菊影幼儿园、常州市钟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常州

市刘海粟美术幼儿园、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西新桥派出所、

江苏双桂坊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常州红梅乳业有限公司、江苏

洛克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侨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江苏凌家塘市场发展有限公司、常州昌瑞汽车部品制造有限公

司、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常州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常州市

新北区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常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常

州市新北区人民检察院、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本部）、龙城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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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常州市新北区春江人民医院、江

苏江南环球港商业中心有限公司、常州太平洋电力设备（集团）

有限公司（本部）、江苏菜根香餐饮连锁有限公司、常州市明宇

交通器材有限公司、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天马万象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常州市盛士达汽车空调有限公司、常

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共常州市委党校、常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常州市生态环境局、常州市审计局、常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常州市气

象局、常州海事局、江苏省常州市烟草专卖局、常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常州市妇女联合会、常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常

州市红梅公园管理处、常州市革命烈士陵园、常州市机关幼儿

园、常州市直属房产管理处、江苏省常州市人民检察院、常州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常州市邮政管理局、江苏常州城北国家粮

食储备库、常州市绿化工程管理中心（常州市青枫公园管理中

心）、常州市人民公园、常州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税

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

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稽查局、常州市

国际投资促进中心、常州大华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常州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常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常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常州市中医医院、常州市儿童医院、常州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常州市卫生监督所、常州市交通运输局、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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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常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常州公路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

部）、常州市救助管理站、常州市儿童福利院、常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常州市排水管理处、常州通用自来水有限公司、常

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常州市市政工程管理中心、常州市住房

保障中心、常州房屋担保置换有限公司、常州市城乡建设服务

中心、常州市城建监察支队、常州市物业管理中心、常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武进分局、常州市

国土资源服务中心、常州市规划馆、常州博物馆、常州市文化

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常州外事旅游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 

苏州市：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澳洋集团有限公

司（本部）、常熟市顺盛印刷包装厂有限公司、常熟阿特斯阳光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太仓市同维电子有限公司、太仓协鑫垃圾

焚烧发电有限公司、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昆山维信诺科技

有限公司、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康力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供水有限公司、中亿丰

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苏州市春菊电器有限公司、苏

州市姑苏区居家乐养老服务中心、苏州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美罗百货有限公司、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红蚂

蚁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文正工程有限公司、苏州江南嘉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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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港华燃气有限公司、苏州市天灵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莱克电气绿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江苏东

渡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新芳科技集团（本部）、波

司登股份有限公司、常熟琴湖惠民医院、江苏迎阳无纺机械有

限公司、常熟国际饭店有限公司、太仓市沙溪古镇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江苏申久化纤有限公司、海光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盛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苏州顺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部）、苏州易德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石路国际商城有限责任公司、中诚工

程建设管理（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

司（本部）、江苏智择律师事务所、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有

限公司、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基业生态园林股份

有限公司、苏州市虎丘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苏州市拙政园管

理处、张家港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张家港市民政局、张家港

市水政监察大队、张家港市交通运输局、张家港海事局、国家

税务总局常熟市税务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熟市供电

分公司、常熟市人民检察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常熟分公

司、国家税务总局太仓市税务局、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太仓电厂、太仓海事局、太仓市总工会、太仓市交通运输局、

昆山市中医医院、昆山市人民检察院、昆山海关、昆山市图书

馆、昆山人力资源市场集团有限公司（本部）、苏州市吴江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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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苏

州市吴江区交通运输局、苏州市吴江区图书馆、苏州市吴中区

人民法院、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检察院、苏州市吴中区工业和信

息化局、苏州市吴中区司法局、苏州市吴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相城区税务局、

苏州市相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苏州市相城区教育局、苏州

市相城区财政局、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苏州市姑苏区人民

检察院、苏州市姑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

姑苏区税务局、苏州市姑苏区平江街道办事处、江苏省苏州工

业园区人民检察院、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保险基金和公积金管理

中心、苏州新时代文体会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部）、苏州工业园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苏州工业园区湖东社区工作委员会、苏州

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局、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审计局、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苏州科技城医院、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税务局第三

税务分局、苏州市行政审批局、太湖流域管理局苏州管理局、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市

统计局、苏州市审计局、苏州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苏州市气

象局、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望亭发

电厂、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苏州市公安局交通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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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支队、苏州市社会福利总院、苏州市民政局、苏州市劳动就

业管理服务中心、苏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苏州市房屋

征收办公室、苏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苏州市市政设施

管理处、苏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江苏省苏州市航道管理处、

苏州市水利工程管理处、苏州市供排水管理处、苏州图书馆、

苏州市滑稽剧团、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苏州市中医医院、

苏州市广济医院、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苏州市留园管理处、

苏州市狮子林管理处、苏州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苏州监管分局、苏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分行、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苏州市广播电视总台、苏州市便民服

务中心、苏州海关、江苏太仓港口管理委员会、苏州市消费者

权益保护委员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职工教育培训中心、

张家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张家港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

张家港市税务局、张家港市行政审批局、张家港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常熟市第五人民医院、常熟市审计局、常熟市碧溪街道

办事处、常熟海关、常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太仓市民政局、

太仓市公安局、太仓武港码头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

苏有限公司太仓分公司、太仓海关、昆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国人民银行昆山市支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昆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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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昆山市税务局、昆山市气象局、苏州市

吴江区气象局、吴江海关、中国人民银行吴江支行、江苏省苏

州市吴江区烟草专卖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

中共苏州市吴中区委员会党校、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吴中区税

务局、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吴中分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

区烟草专卖局、苏州市相城区审计局、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

苏州市相城区生态环境局、苏州市相城区气象局、苏州市姑苏

区沧浪街道办事处、苏州市姑苏区双塔街道办事处、苏州市姑

苏区环境卫生管理所、苏州市姑苏区卫生监督所、苏州市公安

局姑苏分局观前派出所、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工业园区税务局、

苏州工业园区海关、苏州太湖湿地世界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中

铁十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张家港海关（金港海关）、张家

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张家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江苏省张家港市分公司、张家港市教育局、常熟市汽

车客运站务有限公司、常熟市天然气有限公司、常熟市行政审

批局、常熟市财政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常熟市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太仓市供电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太仓分公司、太仓市城市管理局、江苏省太仓市烟草专

卖局、太仓市图书馆、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江苏省昆山市分公司、昆山市财政局高新区分局、昆山市农

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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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苏州市吴江区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

苏有限公司吴江分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

区供电分公司、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国家税务总局苏州

市吴江区税务局、张家港市人民检察院、张家港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张家港市环境保护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

港分行、张家港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张家港市审计局、

张家港市人民法院、张家港市公安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

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张家港市供

电分公司、长江航运公安局苏州分局、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

有限公司张家港分公司、江苏省张家港市烟草专卖局、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常熟分公司、常熟海事局、江苏有线网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常

熟分公司、常熟市公安局、苏州市烟草公司常熟分公司、常熟

市人民法院、江苏中法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常熟市分公司、常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中国人民银

行常熟市支行、太仓万方国际码头有限公司、中国共产党太仓

市委员会老干部局、中国人民银行太仓市支行、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太仓市中医医院、太仓市文化馆、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

太仓市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行、昆山亭

林园绿化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昆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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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昆

山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昆山分公

司、昆山利通天然气有限公司、昆山市周市人民医院（昆山市

康复医院）、昆山市财政局、昆山市公安局、江苏水乡周庄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市

吴江区公安局、苏州市吴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苏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吴江分中心、苏州市吴中区长桥街道办事处、苏

州市吴中人民医院、苏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江苏省吴中经济

技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部）、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中心商

贸城派出所、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分局、中铁四局

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姑苏分中

心、苏州市姑苏区少年宫、苏州山塘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苏州

工业园区娄葑街道办事处、苏州工业园区湖西社区工作委员会、

苏州高新区狮山街道横塘街道办事处、苏州高新区实验幼儿园、

苏州革命博物馆、江苏省太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苏州市

计量测试院、江苏省苏州市烟草专卖局、苏州市公园路幼儿园、

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苏州市体育中心、苏州市档案馆、

苏州市民治路幼儿园、苏州市药品检验检测研究中心、苏州市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江苏常熟发电有限公司、昆山钞票纸业

有限公司、苏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苏州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苏州市殡仪馆、苏州市人才服务中心、苏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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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督站、苏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苏州市运输管理处、苏州市节约用水办公室、江苏省水文

水资源勘测局苏州分局、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苏州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苏州市立医院、苏州市中

心血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道前支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国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司苏州供电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中国联合

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苏州市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苏州市分

公司 

南通市：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南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南通市教育局、南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南通市城市管理局、南通市交通运

输局、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南通市审计局、南通市行政审

批局、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通市气象局、长江航运公安

局南通分局、江苏省海洋渔业指挥部、南通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南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新长车务段、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南通分局、江苏省烟草

公司南通市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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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江苏农垦集团南通有限公

司、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南通海事局、

南通开放大学、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通监管分局、

南通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发区大队、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

通供电分公司、南通海关、江苏省崇启大桥管理处、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南通市分公司、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江苏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江苏省南通监狱、长江引航中心

南通引航站、南通烟滤嘴有限责任公司、南通日报社、南通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苏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江苏省通

启高速公路管理处、南通市社会福利院、南通市老年人活动中

心、江苏省南通市南通公证处、南通市退休人员管理中心、南

通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南通市土地储备中心、南通市不动产

登记中心、南通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南通市濠河风景名

胜区管理处、南通市城市照明管理处、南通市市政设施管理处、

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南通市图书馆、南通更俗

剧院、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市妇幼保健院、南通市第六

人民医院、南通市中医院、江苏致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

通纺织控股集团纺织染有限公司、南通市水务有限公司、江苏

盛和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盐业集团南通有限公司、南

通市计量检定测试所、南通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国家税

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稽查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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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

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南通市烈士陵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南通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南通市中心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通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行、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

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南通市保险行业协会、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市中心支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港闸支行、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海安市总工会、国

家税务总局海安市税务局、海安市行政审批局、海安市人民法

院、南通市烟草公司海安分公司、海安市审计局、江苏凤凰新

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海安分公司、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江苏省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行、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海安市分公司、海安市交通运输局、

海安市公安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海安市供电分公司、

江苏省海安市公路管理站、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

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海安市税务局西城税务分局、海安市人民

检察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海安分公司、江苏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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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安市税务局

曲塘税务分局、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安市支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海安分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公司、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安市支行、海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海安市中医院、国家税务总局海安市税务局南城税务分局、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如皋市分公司、江苏省如皋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如皋市城南街道办事处）、如皋市财政局、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如皋市供电分公司、南通市烟草公司

如皋分公司、江苏如皋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市司

法局、如皋市城市管理局、如皋市交通运输局、如皋市教育局、

如皋市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如皋市税务局、如皋工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如皋市人民检察院、江苏九鼎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如皋分公司、如皋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如皋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如皋市审计局、如

皋市水绘园风景区管理处、如皋市红十四军纪念馆、如皋市行

政审批局（如皋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如皋市中医院、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双钱集团（江苏）轮胎有限公司

（本部）、如皋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如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通泰慕士服装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如皋市税务局第二税

务分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如东县供电分公司、国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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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局如东县税务局、南通市烟草公司如东分公司、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江苏省如东县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

行、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如东县公安局、如东县人民法院、如东县人民检察院、

如东县行政审批局、如东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如东县人民医院、如东县气象局、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

团有限公司如东分公司、江苏快达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如东县

中医院、如东县城市管理局、江苏宇迪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中

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江苏如东洋口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江苏省如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南通市中小学生

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南通市消防救援支队如东县大队、江苏海

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叠

石桥国际家纺城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希诺实业有限公司、江苏

南通三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

限公司海门分公司、南通市烟草公司海门分公司、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市支行、海门市审计局、海门市财政

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市支行、江苏海门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门市广播电视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门支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海门市分公司、海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门分公司、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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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海门市供电分公司、海门市图书馆、海门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南通市消防救援支队海门市大队、江苏

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海门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海门市

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海门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务

总局海门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海门市税务局

悦来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海门市税务局三厂税务分局、国

家税务总局海门市税务局滨江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海门市

税务局包场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海门市税务局三星税务分

局、海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海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国

家税务总局启东市税务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启东市供

电分公司、启东市公安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

国家税务总局启东市税务局寅阳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启东

市税务局近海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启东市税务局第一税务

分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启东市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启东分

公司、江苏大唐国际吕四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启东市审计局、

国家税务总局启东市税务局王鲍税务分局、启东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启东市人民检察院、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

行、启东市中医院、江苏启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共启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江苏省启东市烟草专卖局、启东海

关、中国人民银行启东市支行、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本

— 45 — 
 



部）、启东市行政审批局、启东市图书馆、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

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

司（本部）、南通市现代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南通

市通州区税务局、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南通市通州区公

安局、南通市通州区烟草专卖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通州支行、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通州分公司、南通

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通州分公

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州支公司、南通市通州区运

输管理处、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通市通州区分公司、南通市通

州区交通运输局、南通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

局南通市通州区税务局金沙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通

州区税务局石港税务分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通

州支行、南通市通州区审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通州区税

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通州区税务局张芝山

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通州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南通通州湾科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检察院、

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崇川分局、南通市东华塔陵园管理处、

南通出租汽车有限公司、南通市崇川区财政局、江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崇川支行、南通市崇川区学田街道办事处、南通

市崇川区和平桥街道办事处、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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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南通市崇川区审计局、南通市崇川区

司法局、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南通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港闸分局、南通海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南通市港闸

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南通市港闸区人

民检察院、南通市消防救援支队港闸区大队天生港中队、南通

市港闸区秦灶街道办事处、南通市港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

苏省九圩港船闸管理所、南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分局、

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人民检察院、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交通运输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连云港航标处、

连云港海事局、江苏核电有限公司、连云港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铁路运输分公司、连云港市东方医院、连云港海关、连云港出

入境边防检查站、连云港市连云区云山街道办事处、连云港市

连云区审计局、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连云区税务局、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核电站支行、连云港市军队离退休干部

休养所、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街道办事处、连云港市消防救援

支队连云区大队、连云港市工投集团台北投资有限公司、江苏

金桥制盐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泰达出租车有限公司、交通运输

部东海救助局连云港救助基地、连云港市连云区连云街道办事

处、连云港市连云区人民法院、连云港市连云区高公岛街道办

事处、连云港市连云区连岛街道办事处、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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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特勤中队、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六研究所、连云港

市质量技术综合检验检测中心、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连云

港广电传媒集团（本部）、江苏省云台农场有限公司、连云港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稽查局、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本部)、连云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连云港市图

书馆、江苏新时代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工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供电工程分公司、江苏中建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赣榆区税务局、国网江苏省电力

有限公司连云港市赣榆区供电分公司、连云港市赣榆区烟草专

卖局、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连云港市赣榆区教育局、连

云港市赣榆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港市赣榆区财政局、连

云港市赣榆区审计局、连云港市赣榆区交通运输局、连云港市

赣榆区人民检察院、连云港市赣榆区公安局、连云港市赣榆客

运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赣榆分公司、连

云港市赣榆区小塔山水库管理处、连云港市赣榆区抗日山烈士

陵园管理处、连云港市赣榆区气象局、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医

院、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赣榆支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赣榆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连云港市赣榆区分公司、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赣榆支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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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供电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东海县税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

司江苏省东海县分公司、江苏省东海县烟草专卖局、东海县气

象局、东海县财政局、东海县人民医院、中国人民银行东海县

支行、江苏省东海县公路管理站、东海县人民检察院、323 省

道新牛公路白塔收费站、连云港市东海生态环境局、东海县审

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东海分公司、江苏东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海支行、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海支公司、江苏福如东海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本部）、东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港白塔埠

机场有限责任公司、东海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海支行、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

东海县大队、东海县城市管理局、灌云县城市管理局、灌云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江苏灌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灌

云县人民医院、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灌云县供电分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灌云县税务局、灌云县交通运输局、江苏省灌云

县烟草专卖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灌云分公司、灌云县人

民检察院、江苏省盐河北闸管理所、连云港市新沂河枢纽船闸

管理所、灌云县行政审批局、灌云县人民法院、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灌云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灌云

县分公司、江苏灌云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灌云县侍庄街道

办事处、灌云县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工投集团灌西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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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灌云县大队、江苏科伦多食

品配料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灌南县税务局、灌南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灌南县气象局、江苏省灌南县航道管理站、江苏省

灌南县公路管理站、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灌南县大队、骆马

湖水利管理局灌南河道管理局、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海街道办事

处、连云港市 12345 政府公共服务中心、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

江苏省岗埠农场有限公司、江苏海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连云港市格斯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殡仪馆、连云港

市市区水工程管理处、连云港市海州区路南街道办事处、连云

港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鼎尊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连云港市星辰照明有限公司、江苏省金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连云港海通快速公交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地方海事局、江苏康

缘医药商业有限公司、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港市

第四人民医院、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连云港报业传

媒集团（本部）、连云港市劳动就业管理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连云港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

连云港市全福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海州

区大队、连云港市房屋产权管理中心、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中国人民银行连云港市中心支

行、连云港市海州区人民检察院、连云港市中医院、江苏齐天

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省连云港市烟草专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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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新浦支行、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连云港监管分局、连云港市气象

局、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

分行、江苏省连云港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新浦汽车总站、连云港

市公路管理处、连云港市运输管理处、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中心支公司、连云港市环境监察局、连云

港市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

分公司、连云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

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

行、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江苏省连云港市航道管理处、连云

港市审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连云港供电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连

云港市税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连云港市

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部）、

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连云

港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连云港市水利局、连云港市善后河枢

纽船闸管理所、江苏鹰游纺机有限公司、江苏新海发电有限公

司、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海州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连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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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第二

税务分局、灌南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灌南县供电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灌南县支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灌南支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灌

南县分公司、连云港市盐灌船闸管理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灌南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灌南分公司、

连云港市烟草公司灌南分公司、灌南县审计局、灌南县第一人

民医院、灌南县人民检察院、连云港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华茂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发区大队、江苏省东辛农场有

限公司、连云港市花果山风景区管理处、连云港市公安局开发

区分局、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朝阳街道办事处、连云港经济技

术开发区中云街道办事处、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

区税务局 

淮安市：淮安市洪泽区地方海事处、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检

察院、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洪泽区税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淮安市洪泽区分公司、淮安市洪泽区气象局、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淮安洪泽区分公司、淮安市洪泽区人民法院、国网江苏

省电力有限公司淮安市洪泽区供电分公司、淮安市洪泽区烟草

专卖局（分公司）、淮安市公安局洪泽分局、江苏洪泽农村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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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洪泽区高良涧街道办事处、淮安市

洪泽区水政监察大队、淮安市洪泽区河湖管理处、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洪泽分公司、江苏省高良涧船闸管理所、

淮安市高良涧水利工程管理站、淮安市洪泽区人民医院、淮安

市洪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洪

泽分局、淮安市洪泽区交通运输局、淮安市洪泽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淮安市淮泗涵闸管理所、京杭运河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苏

北航务管理处、淮安市物业管理中心、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淮安市中心支公司、淮安市公路管理处直属公路管理

站、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淮安市社会劳动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淮安市产品质量监督综合检验中心、淮安市中心血站、淮安市

卫生监督所、淮安市公安局水上治安分局、淮安市社会保险费

征缴管理中心、淮安市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分公司、淮安市清江浦区城市管理行

政执法大队、淮安市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淮安市交通工程建设

管理服务中心、淮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二大队、淮安市淮

涟灌区管理所、淮安市殡仪馆、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淮安市分公司、淮安市永思园公墓管理处、淮安市清江浦区

总工会、淮安市纤维检验所、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淮阴

卷烟厂、淮安市防汛物资管理中心、江苏淮阴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淮安市清江浦区审计局、淮安市城市水利工程管理处、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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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淮安市公

安局清江浦分局淮海路派出所、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闸北

派出所、江苏捷达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淮安市热电

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行、淮安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一大队、淮安市清江浦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淮安市中医院、京杭运河江苏省船闸应急保障中心、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淮安市分公司、江苏淮安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清江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淮安

市清江浦区政务服务中心、淮安市清晏园、淮安市淮安区人民

法院、江苏省淮安船闸管理所、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航道管理

站、涟水县人民法院、涟水县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涟水

县税务局、涟水县财政局、江苏省涟水县烟草专卖局、国网江

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涟水县供电分公司、淮安红日交通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涟水分公司、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涟水分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涟水县支行、中

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涟水县分公司、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涟水县审计局、涟水县民政局、涟水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涟

水县公安局、涟水县人民医院、涟水县交通运输局、涟水县行

政审批局、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涟水县大队、涟水县气象局、

江苏省朱码船闸管理所、涟水县水利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涟水支行、江苏涟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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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枢纽控制工程管理站、盱眙县审计局、淮安市烟草公司盱

眙分公司、盱眙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盱眙县卫生监督所、

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盱眙县大队、江苏盱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盱眙县财政局、盱眙县公安局、盱眙县气象局、国

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盱眙县供电分公司、盱眙县广播电视台、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盱眙分公司、盱眙县人民法院、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江苏省盱眙县分公司、江苏省三河农场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盱眙县支行、盱眙县中医院、

国家税务总局盱眙县税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

盱眙分公司、盱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金湖县人民法院、国

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金湖县供电分公司、金湖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金湖县人民检察院、金湖县交通运输局、国家税务总

局金湖县税务局、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金湖县烟草

专卖局、江苏省金湖县公路管理站、金湖县实验幼儿园、金湖

县河湖管理所、金湖县中医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金湖

县分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油田分公司采油二

厂、金湖县运输管理所、金湖县气象局、金湖县水务局、淮安

市入江水道管理所、金湖县环境保护局、江苏省金湖县航道管

理站、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金湖县大队、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金湖分公司、淮安工业园区人民医院、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

新城大队、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乐慈颐康园老年养护中心、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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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韩泰轮胎有限公司、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淮安分公

司、江苏沙钢集团淮钢特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金象传动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广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江苏桑乐数字

化太阳能有限公司、淮安市洪泽区水上百合志愿者协会、江苏

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国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

苏安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盱眙县爱心公益协会、金湖

县常盛动力机械配件有限公司、江苏神舟车业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江苏金石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国家税务总局淮安

市淮安区税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淮安市淮安区分公司、周

恩来纪念馆、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检察院、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烟草专卖局（淮安市烟草公司淮安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淮安市淮安区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淮

安区分公司、淮安市淮安区审计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淮安市楚州支行、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安分局、

江苏省淮河入海水道工程管理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淮安楚州支行、淮安市淮安区水利局、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

淮安市淮阴区交通运输局、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淮安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阴分局、淮安市淮阴区城市管理局、淮安

市淮阴区气象局、江苏省杨庄船闸管理所、淮安市公安局淮阴

分局王营派出所、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淮阴区税务局、淮安市

淮阴医院、淮安市淮阴区王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淮安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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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医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淮安市淮阴区分公司、江苏省淮

安市淮阴区烟草专卖局、淮安市淮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安淮阴区分公司、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

局、淮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淮阴

电厂、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淮阴区大队、淮安市淮阴区公路管

理站、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航道管理站、淮安市淮阴区运输管

理所、淮安市淮阴区财政局、淮安市淮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淮阴区分公司、江苏省洪泽湖

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淮安市分公司、中

国人民银行淮安市中心支行、江苏省烟草公司淮安市公司、国

家税务总局淮安市税务局、淮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淮安市

水利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淮安分公司、国网江

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淮安供电分公司、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淮

安市气象局、淮安市教育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分公

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安市分行、江苏省淮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淮安海关、淮安市城市管理局、淮安市公安

局、江苏省淮安市公路管理处、淮安市地方海事局、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安监管分局、淮安市交通运输局、淮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淮安市审计局、中共淮安市委党校、淮

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苏省淮安市航道管理处、淮安

市白马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淮安市城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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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现代有轨电车经营有限公司、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留学

人员创业园管理办公室、江苏省淮沭新河管理处、淮安市公安

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淮安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淮安

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淮安分局、江苏省淮阴船闸管理所、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淮安市分公司、江苏省淮阴第

二抽水站管理所、淮安市第三人民医院、淮安市清江浦区农业

农村和水利局、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清江浦分局、淮安市

清江浦区人民法院、淮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淮安市第四

人民医院、淮安市市政设施养护中心、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盐城市：建湖县审计局、建湖县人民检察院、国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司建湖县供电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建湖县税务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建湖分公司、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

限公司建湖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建湖县分公司、

建湖县气象局、建湖县行政审批局、中国人民银行建湖县支行、

江苏省建湖县公路管理站、建湖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上冈中

队、江苏省建湖县航道管理站、国家税务总局建湖县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湖支行、盐城市住房公

积金建湖管理部、江苏建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

市烟草公司建湖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建湖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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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建湖分公司、建湖县财政

局、建湖县人民医院、国家税务总局响水县税务局、响水县人

民检察院、响水县人民医院、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响水县

供电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响水分公司、江苏凤凰新

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响水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响水支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响水县分公司、响水县审

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响水分公司、响水县地

方海事处、江苏省响水县烟草专卖局、响水县民政局、江苏国

华陈家港发电有限公司、响水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江苏响水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住房公积金响水管理部、

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检察院、盐城市盐都生态环境局、国家税务

总局盐城市盐都区税务局、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航道管理站、

盐城市盐都区交通运输局、盐城市盐都区气象局、盐城市盐都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盐城市盐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盐渎分局、

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都分局、盐城市盐都区审计局、盐

城市盐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盐都区税

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盐城市盐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楼王分局、

盐城市盐都区盐渎街道办事处、盐城市盐都区医疗保险基金管

理中心、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盐城市盐都区行政审批局、盐

城市盐都区民政局、盐城市盐都区公安局、江苏华晓医药物流

有限公司、江苏剑桥涂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东台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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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市人民检察院、东台市财政局、东台市交通运输局、东台

市审计局、东台市行政审批局、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东台

市供电分公司、江苏东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江苏省东台市分公司、江苏省东台市烟草专卖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东台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

限公司东台分公司、东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盐城市东台

生态环境局、国家税务总局东台市税务局、中共东台市委党校、

东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国人民银行东台市支行、东台市

义工联合会、中共盐城市委党校、新四军纪念馆、国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司盐城供电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

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盐城市分公司、盐城南洋机场有限责

任公司、盐城市土地储备中心、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江苏省黄海农场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盐城分行、江苏银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江苏省盐城市航道管理

处、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本部）、盐城海关、江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盐城分行、中国人民银行盐城市中心支行、盐城市交通

运输局、盐城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盐城市烟草专卖局（江苏

省烟草公司盐城市公司）、盐城市运输管理处、盐城市市政设施

管理处、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盐城市地方海事局、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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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盐城市公路管理处、盐城市白蚁防治所、盐城市公房管理所、

盐城市气象局、盐城市图书馆、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中心支公司、江苏省淮海农场

有限公司、江苏省新洋农场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文峰支行、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盐城市食品药品

监督检验中心、盐城市公安局、盐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阜宁县审计局、阜宁县人民法院、阜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阜宁分公司、阜宁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国家税务总局阜宁县税务局、阜宁县司法局、江苏

阜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宁县人民检察院、江苏省

阜宁县公路管理站、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阜宁县供电分公

司、阜宁县阜城街道办事处、阜宁县气象局、江苏省阜宁县烟

草专卖局、盐城市阜宁生态环境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

阜宁县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阜宁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阜宁分公司、阜宁县人民医院、中粮米

业（盐城）有限公司、江苏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滨海县税务局、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县支行、滨海县审计局、滨海县民政局、

滨海县人民法院、滨海县人民检察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

省滨海县分公司、江苏省滨海县烟草专卖局、国家税务总局滨

— 61 — 
 



海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滨

海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滨海分公司、连云港市消防

救援支队滨海县大队、盐城市住房公积金滨海管理部、滨海县

卫生健康委员会、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滨海县供电分公司、

滨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

司、盐城市亭湖区教育局、盐城市亭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盐

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盐城市亭湖区财政局、盐城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亭湖分局、盐城市亭湖区审计局、盐城市亭湖区毓

龙街道办事处、盐城市亭湖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盐城市亭湖区

交通运输局、盐城市亭湖区生态环境局、盐城市亭湖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亭湖支行、国家

税务总局盐城市亭湖区税务局、江苏仁禾中衡咨询集团（本部）、

江苏大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大丰区财政局、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盐城市大丰区供电分公司、国家税务

总局盐城市大丰区税务局、盐城市大丰区行政审批局、盐城市

大丰区教育局、盐城市大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盐城市大丰区分公司、盐城市大丰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盐

城市大丰区审计局、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检察院、江苏省盐城市

大丰区航道管理站、盐城市大丰区交通运输局、盐城市大丰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盐城市大丰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大丰分公司、盐城市大丰区疾病预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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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盐城市烟草公司大丰分公司、盐城市大丰区图书馆、射

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射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射阳县财政局、

射阳县城市管理局、射阳县人民检察院、盐城市射阳生态环境

局、射阳县气象局、国家税务总局射阳县税务局、射阳城市建

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部）、盐城市烟草公司射阳分公司、中

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射阳分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射

阳县供电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射阳县分公司、江

苏射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射阳县公路管理站、

射阳县行政审批局、射阳县交通运输局、射阳县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江苏省射阳县航道管理站、射阳县社会福利院、射阳县

审计局、江苏河海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开发区分局、国家税务总局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盐

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盐城市公安局城南分局、盐城

市城南新区房屋征收和城市管理局、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盐

城分公司、江苏射阳港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盐城市新滩经济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新滩盐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中

汇支行、盐城市消防救援支队、盐城市机动车驾驶人考试管理

中心、盐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江苏省滨淮农场有限公司、盐

城市审计局、盐城市对外建筑管理处、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公司、盐城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江苏省

盐城市人民检察院、盐城市口腔医院、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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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城分行、盐城市卫生监督所、盐城市物

业管理中心、盐城市中医院、盐城市假肢修配站、盐城发电有

限公司、盐城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税务局

第二税务分局、盐城市射阳河闸管理所、江苏省弶港农场有限

公司、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盐城监管分局、盐城新东

仁医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盐城市分公司、江苏富邦

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扬州市：扬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扬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所、扬州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检验研究院扬州分院、扬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扬州监管分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扬州分行、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

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市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

扬州市公安局、扬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扬州市公安局治

安警察支队、中国人民银行扬州市中心支行、江苏省高宝邵伯

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扬州市城市建设监察支队、扬州市

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扬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发展中心、扬州市

白蚁防治中心、扬州市个园管理处、扬州市何园管理处、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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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茱萸湾风景区管理处（扬州动物园）、扬州市城市照明管理处、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市分公司、扬州市商务局、扬

州市交通运输局、江苏省扬州市公路管理处、江苏省扬州市航

道管理处、扬州市运输管理处、扬州市城市客运管理处、扬州

市地方海事局、扬州海关、南京海关轻工产品与儿童用品检测

中心、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税务

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扬州供电分公司、扬州浩辰电力设计

有限公司、扬州北辰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扬州三新供电

服务有限公司杭集业务所、扬州市气象局、江苏凤凰新华书店

集团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江苏省施桥船闸管理所、扬州市民

政局、扬州市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一所、扬州市社会福利

中心、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苏省工程勘测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扬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江苏长江水务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扬州市

烟草专卖局（江苏省烟草公司扬州市公司）、扬州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扬州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

司第七二三研究所、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市卫生监督所、扬州

市急救中心、扬州大学附属医院、扬州市中心血站、扬州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扬州博物馆、扬州中国国际旅行社、扬州市

司法局、中石化江苏油建工程有限公司、扬州市水利局、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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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节约用水办公室、扬州市润扬河工程管理处、扬州市城市防

洪工程管理处、江苏省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华

电扬州发电有限公司、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扬州分局、中

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扬州市分公司、扬州海事局、中国石

化集团江苏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油田分公司采油一厂、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

州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扬州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国家统计局扬州调查队、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

察院、扬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扬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发区大队、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扬州市分公司、扬州市审计局、江苏国信扬

州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中石化华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江苏钻井

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

究院、中电科技扬州宝军电子有限公司、国药控股扬州有限公

司、扬州市图书馆、扬州市玉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恒丰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宝应县

供电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宝应县分公司、中国电

信股份有限公司宝应分公司、江苏省宝应县烟草专卖局、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宝应支公司、京杭运河江苏省宝应航道

管理站、宝应县水务局安宜水务站、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宝应分中心、宝应县财政局、江苏省宝应县公路管理站、宝

应县审计局、江苏宝应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应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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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宝应分公司、宝应县

气象局、国家税务总局宝应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宝应县税

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宝应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扬州市宝应生态环境局、宝应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应县档案

馆、宝应县教育局、宝应县卫生监督所、宝应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宝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宝应粤海水务有限公司、

宝应县人民检察院、宝应县萤火虫志愿者协会、扬州尼尔工程

塑料有限公司、江苏高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建

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扬州中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国

家税务总局高邮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高邮市税务局第一税

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高邮市税务局送桥税务分局、国家税务

总局高邮市税务局高邮经济开发区税务分局、高邮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

新区分局、高邮市审计局、高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高邮分中心、高邮市气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

高邮市分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高邮市供电分公司、

扬州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龙虬业务所、高邮市财

政局、江苏省高邮市公路管理站、江苏省高邮市烟草专卖局、

高邮市人民检察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高邮

市经济开发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所、高邮市妇幼保健院、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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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税务总局高邮市税务局车逻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高邮市

税务局三垛税务分局、江苏仪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东方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仪征市融媒体中心、国网江苏

省电力有限公司仪征市供电分公司、江苏省仪征市烟草专卖局、

仪征市人民检察院、仪征市交通运输局、江苏省仪征枣林湾旅

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仪征市税务局、仪征市气

象局、仪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仪征市公安局、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仪征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仪征分

公司、仪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仪征

市分公司、仪征市城市管理局、仪征市红十字会、仪征市财政

局、江苏省仪征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仪征市水利局、仪征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仪征支

公司、中国石化仪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邵伯船闸管理

所、江苏省江都水利工程管理处、扬州市江都区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站、京杭运河江苏省邵伯航道管理站、扬州市江都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扬州市江都区气象局、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检察院、

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江都分中心、扬州市江都区行政审

批局、江苏省盐邵船闸管理所、扬州市江都区地方海事处、国

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扬州市江都区供电分公司、扬州市江都

区公路管理站、扬州市江都妇幼保健院、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江都分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扬州市江都区分公司、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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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总局扬州市江都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江都区税

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江都区税务局第二税

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江都区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国

家税务总局扬州市江都区税务局丁伙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

扬州市江都区税务局邵伯税务分局、江苏宏信商贸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江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建林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本部）、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扬州市江都区供销

合作总社、扬州市江都区烟草专卖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

有限公司江都分公司、扬州市江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江都区分公司、扬州市邗江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邗江区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国

家税务总局扬州市邗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江苏省扬州市

邗江区烟草专卖局、扬州市邗江区邗上街道办事处、扬州市公

安局邗江分局、扬州华鼎电器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

邗江区税务局、扬州市邗江区财政局、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邗江分局、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检察院、扬州市邗江区行政审

批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扬州市邗江区税务局蒋王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

市邗江区税务局双桥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邗江区税

务局槐泗税务所、扬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邗江管理部、安

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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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江区税务局新盛税务分局、扬州市邗江区气象局、扬州市邗

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区分局、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扬州市邗江区公路管理站、扬

州市邗江区审计局、江苏华南服务有限公司、扬州非凡体育文

化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广陵区税务局、扬州市广陵

区司法局、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广陵分局、扬州市广陵区

人民检察院、扬州市广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

州市广陵区税务局杭集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广陵区

税务局曲江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广陵区税务局沙头

税务分局、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广陵分局李典中心国土资

源所、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五里庙派出所、扬州市广陵区文

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扬州市广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汶河

分局、扬州市广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李典分局、扬州市广陵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头桥分局、扬州市广陵区头桥镇财政所、扬州

市广陵区沙头镇财政所、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国家税务总

局扬州市广陵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扬州市广陵区卫生健康

委员会、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江苏宝科电子有限公司、国

家税务总局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

市场监督管理局、扬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生态科技新城

办事处、扬州瘦西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扬州市瘦

西湖风景区管理处、扬州市梅岭街道办事处、扬州市蜀冈-瘦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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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风景名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镇江市：镇江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江苏凤凰新华书

店集团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镇江市金山公园、镇江市碧榆园、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镇江海事局、江苏省特种设备安

全监督检验研究院镇江分院、镇江市计量检定测试中心、镇江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镇江海关、长江镇江航道处、镇江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镇江市少年宫、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镇江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

公室、镇江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镇江市消防救援

支队、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镇江市第

四人民医院、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镇江市卫生监督所、

镇江市交通运输局、江苏省镇江市航道管理处、镇江市运输管

理处、江苏省谏壁船闸管理所、312 国道镇江段公路管理站、

江苏省镇扬汽车轮渡管理处、镇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江苏

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

有限公司、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本部）、镇江城市建设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本部）、镇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江苏省

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镇江分局、镇江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镇江监管分局、江苏省镇江市人民

检察院、镇江市审计局、镇江日报社、镇江市财会干部学校、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镇江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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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馆管理有限公司、镇江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镇江市教

育会计结算与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镇

江市中心血站、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镇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镇江市防汛防旱抢险中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

江市分行、镇江市殡葬管理处、镇江市中心业余体校、国家统

计局镇江调查队、镇江市区公路管理站、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镇江分行、镇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镇江国有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本部）、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

部）、镇江市西津渡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镇江

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镇江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国家税

务总局镇江市税务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镇江市税务局第一

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镇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江苏美

佳马达有限公司、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江苏睿泰数字产业园有限公司、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丹阳水务

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丹阳市九曲河枢纽管理处、丹阳市人民

医院、丹阳市人才流动服务中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丹阳

分公司、丹阳市审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丹阳市分公

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丹阳市供电分公司、丹阳市气象

局、江苏省丹阳市烟草专卖局、江苏省丹阳市公路管理处、丹

阳市水利局珥陵水利管理服务站、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

公司丹阳分公司、江苏省丹阳经济开发区财政所、国家税务总

— 72 — 
 



局丹阳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丹阳

市税务局曲阿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丹北税务

分局、国家税务总局丹阳市税务局皇塘税务分局、丹阳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丹阳市导墅镇财政分局、江苏句容抽水蓄能有

限公司、句容市实验幼儿园、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句容分公

司、镇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句容市大队、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检察

院、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长江南京通信管

理局镇江通信管理处、镇江市京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镇江

市京口生态环境局、镇江市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镇江市京

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分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

江京口支行、国家税务总局镇江市京口区税务局、镇江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京口分局、镇江市京口区城市管理局、镇江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润州大队、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镇江市

润州区人民检察院、镇江市润州区教育局、镇江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润州分局、镇江市润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镇江

市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分局、国家税务

总局镇江市润州区税务局、镇江市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镇江市五峰茶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镇江市地方海事

局、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镇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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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中心、国家能源集团谏壁发电厂、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镇江供电分公司、江苏省镇江市烟草专卖局（江苏省烟草公

司镇江市公司）、镇江博物馆、镇江市文化馆、镇江市图书馆、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镇江市军粮供应中心、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镇江市分公司、镇江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镇江市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三休养所、镇江市烈士陵园管理处、镇江

市军用饮食供应站供水站、镇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镇江市

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四休养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镇江市委

员会、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镇

江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中队、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

司、中国共产党镇江市委员会党校、镇江市老年活动中心、镇

江市环境卫生管理处、镇江市城市水利管理处、镇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镇江市急救中心、镇江市中医院、镇江市口腔医院、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镇江站、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

法院、镇江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江苏天工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丰德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句容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兆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星河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宜禾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亿能电气有

限公司、镇江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威腾电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本部）、镇江市许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江苏百瑞吉新

材料有限公司、镇江市京口区农联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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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海宏森（江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镇江宴春酒楼有限公司、

江苏佬土火锅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镇江分公司、江苏新越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丹

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丹凤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省

镇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镇江市看守所、中国

人民银行镇江市中心支行、镇江市气象局、镇江市公安局经济

犯罪侦查支队、镇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镇江市司法局、镇江

市排水管理处、镇江市建设工程管理处、镇江市自来水公司、

中交二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镇

江市分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中国人寿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中心支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镇江市税

务局第一稽查局、国家税务总局镇江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句

容市财政局、句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句容市华阳街道办事

处、句容市广播电视台、句容市图书馆、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

团有限公司句容分公司、镇江市烟草公司句容分公司、江苏省

句容市公路管理处、句容市建设工程管理处、句容市气象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句容市分公司、句容市城市管理局、

句容市茅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句容市审计局、句容市人民检

察院、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句容支公司、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句容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句

容市支行、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句容发电分公司、国网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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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电力公司句容市供电分公司、句容市行政审批局、江苏省句

容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分局、句容市银鹏房地产开发总

公司、扬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分局、扬中市审计局、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扬中市分公司、扬中市财政局、国网江苏

省电力有限公司扬中市供电分公司、扬中市气象局、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扬中分公司、江苏扬中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扬中市人才服务中心、扬中商城、扬中市人民检

察院、扬中市新坝镇中心幼儿园、扬中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

扬中市城市管理局、扬中市文化新村幼儿园、江苏省扬中市烟

草专卖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公司、国家税务

总局扬中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扬中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扬中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中

市税务局新坝税务分局、国家税务总局扬中市税务局兴隆税务

分局、扬中市总工会、扬中市医疗保障局、大航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扬中市档案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扬中分公

司、扬中市西来桥中心幼儿园、镇江市丹徒区气象局、镇江市

丹徒区生态环境局、镇江市烟草公司丹徒分公司、镇江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丹徒分局、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刑事侦查大队、

镇江市丹徒区财政局、镇江市丹徒区人民医院、镇江市公安局

丹徒分局交通警察大队、镇江市丹徒区审计局、镇江市消防救

援支队丹徒区大队、国家税务总局镇江市丹徒区税务局、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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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镇江市

经济开发区人民检察院、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国家税务

总局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镇江新区行政审批局（原镇

江新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泰州市：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州供电分公司、泰州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油气分公

司泰州采油厂、泰州市城市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泰州市中心

支行、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泰州市城区河道管理处、

国家能源集团泰州发电有限公司、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税务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州

分公司、春兰（集团）公司（本部）、泰州市公安局、泰州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苏省泰州市烟草专卖局（江苏省烟草

公司泰州市公司）、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泰州市分公司、江苏林海动力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泰州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泰州市消防

救援支队、泰州市人民医院、泰州市环境执法局、中国银行保

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泰州监管分局、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检察院、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泰州分行、泰州市新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泰州市审计

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泰州分公司、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泰州市分公司、泰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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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台）（本部）、江苏省广电有线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分公司、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中心支公

司、泰州市司法局、泰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泰州市财政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泰州市分公司、泰州市中医院、泰州市计量

测试院、江苏省泰州市公路管理处、泰州市气象局、泰州海关、

泰州市水利局、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泰州分局、泰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泰州市卫生监督所、江苏泰州大桥有限公司、

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分行、江苏省特种设备安

全监督检验研究院泰州分院、泰州市体育局、国家统计局泰州

调查队、泰州海事局、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油气分公司采油气工程服务中心、江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分

行、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泰州市抗震办公室、泰州市

城建监察支队、泰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泰州市建设工

程质量监督站、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靖

江市华汇供水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靖江市税务局、靖江市

财政局、靖江市人民医院、江苏靖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长江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日报社、靖江市总

工会、靖江市新桥镇（园区）财政和资产管理局、国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司靖江市供电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靖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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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靖江市人民检察院、江苏省靖江市烟草专卖局（泰州

市烟草公司靖江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靖江

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靖江支公司、国家税务总

局靖江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靖江市第一实验幼儿园、国家

税务总局靖江市税务局靖城税务分局、江苏三江电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本部）、江苏省靖江市航道管理站、靖江市地方海事

处、科尼起重机设备制造（江苏）有限公司、靖江市人民法院、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靖江市分公司、江苏光芒集团有限公

司（本部）、江苏裕纶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本部）、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靖江市支行、江苏恒力制动器制造有限公司、

靖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马桥分局、靖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靖

江市气象局、靖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金融局、泰州市消防救

援支队靖江市大队、华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靖江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靖江市统计局、江苏标新

工业有限公司、江苏省靖江市公路管理站、国家税务总局靖江

市税务局西来税务分局、靖江海关、泰州市泰兴生态环境局、

泰兴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泰兴市税务局、江苏省泰兴市烟

草专卖局、泰兴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泰兴市供电分公司、泰兴市行政审批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江苏省泰兴市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泰兴分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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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泰兴市支行、泰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

团有限公司泰兴分公司、泰兴市人民法院、泰兴市人民医院、

泰兴市人民检察院、泰兴市审计局、中共泰兴市委党校、泰兴

市气象局、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行、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兴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泰兴支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泰兴分公司、江

苏省泰兴市公路管理站、泰兴市浩通七圩汽渡运输有限公司、

泰兴市常周卫生院、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凤灵

乐器集团（本部）、江苏黑松林粘合剂厂有限公司、济川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本部）、泰兴市鼓楼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泰兴市济

川街道办事处、泰兴市公安局、泰兴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江

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泰兴市广播电视台、泰兴市育红幼儿园、泰兴市泰通公共交通

有限公司、泰兴市中医院、中国人民银行泰兴市支行、泰兴市

科学技术协会、江苏兴达钢帘线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兴化分公司、兴化市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

总局兴化市税务局、兴化市人民医院、兴化市交通运输局、兴

化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戴南税务分局、江苏

省兴化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周

庄税务分局、兴化市昭阳街道办事处、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兴化市供电分公司、兴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家税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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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兴化市税务局昭阳税务分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兴化分

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临城税务分局、兴化市昭阳

街道财政所、江苏省兴化市烟草专卖局、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

税务局垛田税务分局、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南分局、国家

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大垛税务分局、江苏省兴化市航道管理

站、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兴化分公司、兴化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兴化市分公司、兴化市

文化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化支行、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化市支行、兴化市审计局、兴化市气象局、

兴化市地方海事处、兴化市公安局牌楼中心派出所、江苏兴化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兴化市公路管理站、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化支公司、兴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周

庄分局、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化支行、兴化市妇幼保

健院、兴化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兴化市自来水总公司、兴化

市运输管理处、国家税务总局兴化市税务局安丰税务分局、国

家税务总局泰州市海陵区税务局、泰州市海陵区司法局、泰州

市海陵区统计局、江苏泰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

市少年宫、泰州市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泰州市公安局海陵分

局、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泰州市海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泰州市海陵区行政审批局、泰州市海陵区财政局、泰州市海陵

区审计局、江苏罡阳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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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陵分局、泰州文峰大世界有限公司、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

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泰州市高港区总工会、泰州市高港区

财政局、泰州市高港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泰州市高港区

信访局、泰州市高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泰州市高港区卫生健

康委员会、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泰州市高港区机关事务

管理局、泰州市高港区商务局、泰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

港大队、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高港区税务局、泰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高港分局、泰州市口岸中心幼儿园、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泰州高港支行、泰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高港区大队、

泰州市大泗镇卫生院、泰州市高港区供销合作总社、江苏天华

索具有限公司、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姜堰分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姜堰区税务局、泰州市姜堰自来水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泰州市姜堰区供电分公司、泰州市姜

堰区烟草专卖局（泰州市烟草公司姜堰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泰州姜堰区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泰州市姜堰区

分公司、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检察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

限公司姜堰分公司、泰州市姜堰区财政局、泰州市姜堰人民商

场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州姜堰支行、泰州

市公安局姜堰分局、江苏姜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

州市姜堰区广播电视台、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泰州市姜堰中

医院、泰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姜堰分局、江苏曙光集团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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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本部）、泰州市姜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泰州市姜堰

区民政局、泰州市姜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泰州市姜堰区审计

局、泰州市姜堰区水利局、泰州市姜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泰州市姜堰区教育局、泰州市姜堰区交通运输局、泰州市姜堰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办事处、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姜堰支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姜

堰支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姜堰支行、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幼儿园、

泰州市姜堰区卫生监督所、泰州市姜堰区气象局、泰州医药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泰州东方中国医药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宿迁市：宿迁市宿豫区教育局、宿迁市宿豫区交通运输局、

宿迁市宿豫区民政局、宿迁市宿豫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宿迁

市宿豫区审计局、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宿迁市宿豫区人民

检察院、宿迁市宿豫区司法局、宿迁市宿豫区财政局、宿迁市

宿豫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宿迁市宿豫区税

务局、宿迁市公安局宿豫分局、宿迁市宿豫区城市管理局、宿

迁市烟草公司宿豫分公司（宿豫区烟草专卖局）、宿迁市宿豫区

广播电视台、江苏省宿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宿

迁市宿豫区卫生健康局、宿迁市宿豫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宿

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三大队、宿迁市宿豫区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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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宿豫区顺河街道办事处、宿迁市宿豫区豫新街道办事处、

国家税务总局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宿迁市公安局经济

技术开发区分局、宿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宿迁星辰国际酒店有限公司、宿迁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湖滨新城开发区分局、宿迁市洋河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宿

迁市公安局洋河新区分局、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民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宿迁船闸管理所、江

苏省骆运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省皂河船闸管理所、沂沭泗水

利管理局骆马湖水利管理局、江苏省骆马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

公室、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骆马湖水利管理局嶂

山闸管理局、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宿迁分局、骆马湖水利

管理局沭阳河道管理局、江苏省泗阳船闸管理所、宿迁三新供

电服务有限公司泗洪分公司、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

公司泗洪站管理所、江苏省刘老涧船闸管理所、江苏省皂河抽

水站、宿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宿迁银控自来水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宿迁市分公司、江苏京宿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中兴东源建设有限公司、沭阳县人民医院、江苏沭阳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沭阳协和医院、江苏泗阳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泗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宝龙商业地产管理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宿迁市人民商场有限

公司、宿迁金鹰国际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宿迁市宿城区人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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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宿迁市税务局、宿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宿迁市财政局、中国共产党宿迁市委员会党校、江苏省宿迁市

人民检察院、宿迁日报社、宿迁市广播电视总台、宿迁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宿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宿迁市消防救援

支队、宿迁市气象局、宿迁市水利局、宿迁市审计局、宿迁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宿迁市农业农村局、江苏省烟草公司宿迁市

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宿迁供电分公司、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宿迁分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宿迁市中心支

行、宿迁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宿

迁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市分公司、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市中心支公司、宿迁海关、中国

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宿迁市分公司、宿迁市行政审批局、宿

迁市公安局、宿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宿迁监管分局、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宿迁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宿迁市信访局、

国家能源集团宿迁发电有限公司、宿迁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本部）、宿迁市妇女联合会、宿迁市教育局、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宿迁分行、沭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沭阳

县公安局南关派出所、沭阳县梦溪街道办事处、沭阳县财政局、

宿迁市烟草公司沭阳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沭阳县税务局、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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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沭阳县气象局、沭阳县人民检察院、宿

迁市消防救援支队沭阳县大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

司沭阳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沭阳县分公司、国网

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沭阳县供电分公司、沭阳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沭阳县政务服务中心、沭阳县人民法院、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沭阳分公司、沭阳县审计局、沭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沭阳分公司、沭阳县教育

局、沭阳县妇女联合会、沭阳县城市管理局、沭阳县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泗阳县交通运输局、泗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泗阳

县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泗阳县税务局、泗阳县审计局、泗阳

县政务服务中心、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泗阳县分公司、国

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泗阳县供电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江苏有限公司泗阳分公司、江苏泗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泗阳县气象局、泗阳县劳动就业管理处、江苏省泗阳闸站管理

所、泗阳县发展和改革局、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泗

阳分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泗阳分公司、泗阳县卫生健

康局、宿迁市烟草公司泗阳分公司、泗阳县人民检察院、泗阳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泗阳县公安局、泗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泗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泗阳县档案馆、泗阳县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江苏有线网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泗洪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泗洪分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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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泗洪县供电分公司、泗洪县审计局、泗洪县商务局、

泗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洪泽湖监狱、泗洪县人民法院、

泗洪县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泗洪县税务局、宿迁市消防

救援支队泗洪县大队、泗洪县气象局、江苏省泗洪县烟草专卖

局、泗洪县行政审批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泗洪县分公

司、泗洪县自然资源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泗洪分公司、

泗洪县生态环境局、泗洪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洪县支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洪

支行、泗洪县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宿迁市宿城区税务局、宿

迁市宿城区行政审批局、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宿迁市公安

局宿城分局幸福路派出所、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府苑派出所、

宿迁市宿城区审计局、宿迁市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宿迁市

宿城区人民法院、宿城市宿城区人民检察院、宿迁市宿城区城

市管理局、宿迁市宿城区卫生健康局、宿迁市宿城区计划生育

指导站、宿迁市宿城区环境卫生和园林绿化管理局、江苏宿城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宿迁市宿城区项里街道办事处、宿迁

市宿城区古城街道办事处、宿迁市宿城区幸福街道办事处、宿

迁市宿城区河滨街道办事处、宿迁市宿城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

办公室、宿迁市宿城区委政法委员会、宿迁市宿城区图书馆、

宿迁市宿城区文化馆 

省级机关直属单位：清风苑杂志社、江苏省委办公厅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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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服务中心、南京东郊国宾馆、江苏省委办公厅西康宾馆、

江苏省专用通信局、江苏省互联网舆情中心（江苏省互联网违

法和有害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江苏省老干部活动中心、江苏省

教育考试院、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江苏省教育国际交流服务中

心、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江苏省生产力促进中

心、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江苏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

江苏省南京监狱、江苏省龙潭监狱、江苏省江宁监狱、江苏省

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江苏省金陵监狱、江苏省人事考试中心、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江苏省国土资源信息中心、江苏省土地勘测规划院、江苏省土

地开发整理中心、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

院、江苏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中心、江苏省环境保护宣传

教育中心、江苏省生态环境评估中心（江苏省排污权登记与交

易管理中心）、江苏省扬州环境监测中心、江苏省城镇与乡村规

划设计院、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设设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本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发展中心、江苏省

秦淮河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省泰州引江河管理处、江苏省太

湖地区水利工程管理处、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江苏省洪

泽湖水利工程管理处、南京图书馆、江苏省美术馆、江苏省文

化馆、江苏省国画院、江苏省中医院、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江苏省血液中心、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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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医院）、江苏省卫生监督所、江苏省中医药研究院、南京

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江苏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研究院、江苏省广播电视监测台、江苏省五台山体育

中心、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江苏粮油商品交易市场、

江苏省省级机关实验幼儿园、新华日报社、江苏省地质矿产局

第一地质大队、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江苏省医疗

器械检验所、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江苏省测绘工程院、

南京海关、新生圩海关、江苏省气象台、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

江苏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江苏省通信管理局、财政部江苏监管

局、江苏省邮政管理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信息技术局、

中国船级社江苏分社、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审计署

驻南京特派员办事处、长江南京通信管理局 

在宁部省属企事业单位：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分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

司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司、北方信息控

制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江苏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

司、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江苏省分公司、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中国能源

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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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二四研究所、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八五一一研究所、华电江

苏能源有限公司、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

限公司、中电国基南方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国电科学技术研

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中

博信息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省信用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大峘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省送变电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国网江苏省

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大唐江苏发电有限公司、江苏中博通

信有限公司、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水利部交通运输

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电莱斯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石化管道储运有限公

司后勤服务中心、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技能培训中心、航

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江苏辰茂新世纪大酒店有限公司、中国

石化集团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江苏大剧院运营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江苏省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国

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分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

公司物资分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江苏通信

置业管理有限公司、中邮通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江苏省建筑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中央

储备粮南京直属库有限公司、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省太湖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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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国资系统：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金陵饭店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天泓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省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本部）、江苏省会议中心有限公司、江苏远洋运输有限

公司、江苏京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江苏省高速公路经营管理

中心、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国信状元楼大

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江苏钟山宾馆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

海外集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锦

控股有限公司、江苏华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南水

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扬州分公司、江苏润扬大桥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江苏沿江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江苏通宇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省仓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连

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

司恒泰国际贸易分公司、江苏省江海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本部）、

江苏苏豪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江苏省粮油贸易有限

公司、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奥体中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江苏扬子大桥股份有

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天控股有限公司、江苏苏豪健康

产业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南京中山大

厦有限公司、江苏苏豪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部）、江苏国信协

联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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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中山南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本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本部）、江苏省保险学会、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本部）、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行（本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本部）、交通银行江苏

省分行（本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本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江苏监管局（本部）、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本部）、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玄武支行、常州市保险行业协会、

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本部）、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分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

司（本部）、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本

部）、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中心支公司、中银

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本部）、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分公司（本部）、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证券业金融机构：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高科技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创元期货股

份有限公司、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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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6—2018 年度江苏省文明校园名单 
（527 个） 

 

南京市：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南京市琅琊路小学、南京市芳草园小学、

南京市拉萨路小学、南京市赤壁路小学、南京市鼓楼区第二实

验小学、南京市天正小学、南京市高淳区实验小学、南京市游

府西街小学、南京市小西湖小学、南京市双塘小学、南京市秦

淮第二实验小学、南京市江宁区铜山中心小学、南京市百家湖

小学、南京市浦口实验小学、南京市扬子第四小学、南京市扬

子第二小学、南京市栖霞区龙潭中心小学、南京市栖霞区化纤

厂小学、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南京市六合区双语小学、南

京市浦口区实验学校、南京市第十三中学、江苏省高淳高级中

学、南京市百家湖中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南京市中华中学上新河初级中学、江苏省溧水高级中学、南京

市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部、南京市雨花台中学、江苏省六合

高级中学、江苏省江浦高级中学、南京市高淳区特殊教育学校、

南京市盲人学校、南京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南京卫生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南京交通技师学院（南京交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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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六合中等专业学校 

无锡市：江苏省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江阴市实验小学、

无锡市连元街小学、无锡市扬名中心小学、无锡市五爱小学、

无锡市东林小学、无锡市东亭实验小学、无锡市新安实验小学、

无锡市云林实验小学、无锡市新吴区江溪小学、无锡市华庄中

心小学、无锡机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无锡市江南中学、无锡

市特殊教育学校、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无锡市第

一中学、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无锡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江阴高级中学、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实验学校、江苏省

宜兴第一中学、无锡市侨谊实验中学、无锡市凤翔实验学校、

江苏省天一中学、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无锡市洛社高级中学、

无锡市东绛实验学校、无锡市青山高级中学、江苏省南菁高级

中学、宜兴市和桥高级中学、无锡市积余实验学校、无锡市玉

祁高级中学、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江南大学、无锡太湖学院、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江苏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江南影视艺术职业学院、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无

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徐州市：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科大学、江苏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江苏安全技术职业学院、徐州工程学院、丰县初级中学、

丰县民族中学、江苏省沛县中等专业学校、沛县第二中学、沛

— 94 — 
 



县实验学校、睢宁县第二中学、睢宁县姚集中学、邳州市明德

实验学校、邳州市碾庄中学、新沂市钟吾中学、新沂市第一中

学、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中心中学、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中心

中学、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中心中学、徐州市第七中学、徐州

市第三十四中学、徐州市撷秀初级中学、徐州市西苑中学、徐

州市第三十五中学、徐州机电技师学院、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

职业学校、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江苏省徐州财经高

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省丰县实验小学、丰县人民路小学、沛

县曙光小学、睢宁县李集镇中心小学、睢宁县新城区实验学校、

邳州市福州路小学、邳州市向阳小学、邳州市英华实验小学、

新沂市春华小学、新沂市新安小学、徐州市铜山区铜山实验小

学、徐州市铜山区张集实验小学、贾汪区耿集办事处中心小学、

徐州市鼓楼小学校、徐州市青年路小学、徐州市湖滨中心小学、

徐州市桃园路小学 

常州市：溧阳市实验小学、溧阳市外国语小学、溧阳市文

化小学、溧阳市南渡中心小学、常州市金坛区常胜小学、常州

市金坛区华城实验小学、常州市金坛区朝阳小学、常州市金坛

区东城实验小学、常州市武进区实验小学、常州市武进区星河

实验小学、常州市武进区雪堰中心小学、常州市戚墅堰东方小

学、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实验小学、常州市新北区三井实验小学、

常州市新北区百草园小学、常州市新北区河海实验小学、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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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解放路小学、常州市兰陵小学、常州市朝阳新村第二小学、

常州市实验小学、常州市觅渡桥小学、常州市钟楼实验小学、

江苏省溧阳中学、溧阳市南渡高级中学、溧阳市燕山中学、溧

阳市实验初级中学、常州市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校、江苏省华

罗庚中学、常州市金坛区金沙高级中学、常州市武进区前黄实

验学校、常州市武进区卢家巷实验学校、江苏省武进高级中学、

江苏省横林高级中学、江苏省奔牛高级中学、常州市新北区实

验中学、常州市河海中学、常州市东青实验学校、常州西藏民

族中学、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常州刘国钧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常州市第一中学、常州市清潭中学、常

州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常州大学、

常州工学院、江苏理工学院、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常州工

程职业技术学院、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市：张家港市塘市小学、苏州市平江实验学校、苏州

工业园区星海小学、苏州高新区实验小学校、苏州市实验小学

校、江苏省新苏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张家港市实验小学、常熟

市报慈小学、太仓市朱棣文小学、昆山市千灯中心小学校、苏

州市吴中区胥口中心小学、苏州市相城区珍珠湖小学、苏州市

金阊实验小学校、太仓市实验小学、苏州市沧浪新城第二实验

小学校、苏州市善耕实验小学校、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省梁丰高级中学、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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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娄江实验学校、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昆山市新镇中学、江

苏省震泽中学、苏州市吴江区实验初级中学、常熟市外国语初

级中学、江苏省木渎高级中学、苏州市相城实验中学、苏州市

相城区陆慕高级中学、苏州高新区实验初级中学、江苏省常熟

中学、苏州科技城外国语学校、苏州工业园区景城学校、江苏

省苏州第十中学校、苏州市立达中学校、苏州市第四中学校、

苏州市田家炳实验初级中学、苏州市吴中区石湖中学、沙洲职

业工学院、苏州大学、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常熟理工学院、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市职业大学 

南通市：海安市城南实验小学、海安市实验小学、如皋市

安定小学、如东县马塘小学、如东县掘港小学、海门市东洲小

学、海门市实验小学、启东市汇龙小学、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南通市通州区通州小学、南通市鹤涛

小学、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南通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实验小学、海安市海陵中学、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如皋

市实验初中、如皋市搬经镇初级中学、江苏省如皋中学、如东

县实验中学、江苏省如东高级中学、海门市东洲中学、江苏省

海门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海门中学、江苏省启东中学、江苏

省通州高级中学、南通市北城中学、南通市天星湖中学、南通

西藏民族中学、江苏省南通第一中学、南通市第二中学、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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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属中学、南通市启秀中学、江苏商贸职业学院、南通航

运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南通大学、南通科

技职业学院、南通市港闸区实验小学 

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小学、东海县实验小学西双湖校区、

灌云县实验小学、灌南县新安镇中心小学、连云港市夹山中心

小学、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

属小学、连云港市海州实验小学、连云港市大村中心小学、连

云港市新县中心小学、连云港市苍梧小学、连云港市黄海路小

学、连云港市建国路小学、灌云县新区实验小学、连云港市赣

榆实验小学、东海县实验中学、江苏省灌云高级中学、灌云县

实验中学、江苏省灌南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连云港市海州实验中学、江苏省板浦高级中学、新海实验中学

教育集团苍梧校区、江苏省赣榆高级中学、连云港市郁林中学、

连云港市赣榆实验中学、连云港市东港中学、江苏省连云港中

等专业学校、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海洋

大学、江苏财会职业学院 

淮安市：淮阴工学院、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食品

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江苏省淮安技师学院、江苏省淮阴中学、

江苏省清江中学、江苏省淮阴商业学校、淮阴师范学院附属中

学、淮安市特殊教育学校、淮安生物工程高等职业学校、淮安

工业园区实验学校、淮安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江苏省清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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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江苏省清河中学、淮安市徐杨中学、江苏省涟水中学、涟

水金城外国语学校、江苏省金湖中学、金湖县实验初中、淮安

市洪泽实验中学、淮安外国语学校、淮阴师范学院第一附属小

学、淮安市外国语实验小学、淮安小学、淮安市人民小学、淮

安市淮海路小学、淮安市繁荣小学、淮安市韩桥乡中心小学、

淮安市楚州实验小学、淮安市洪泽实验小学、淮安市天津路小

学、盱眙县希望小学、盱眙县实验小学、涟水县幸福里实验小

学、淮安市淮阴小学、淮安市新安小学、淮安市周恩来红军小

学 

盐城市：盐城工学院、盐城师范学院、江苏省盐城中学、

江苏省东台中学、东台市实验中学、江苏省阜宁中学、江苏省

滨海中学、江苏省响水中学、江苏省大丰高级中学、盐城市大

丰区实验初级中学、盐城市毓龙路实验学校、盐城市解放路实

验学校、江苏省阜宁中等专业学校、盐城市第一中学、盐城市

第一小学、东台市第一小学、建湖县第二实验小学、阜宁县实

验小学校、滨海县实验小学、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小学、盐城市

建军路小学、盐城市迎宾路小学、盐城市日月路小学、盐城市

第二小学、射阳县港城实验小学、建湖县实验小学、盐城市步

凤小学、盐城市大丰区第一小学 

扬州市：江苏汽车技师学院、扬州生活科技学校、扬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扬州中学教育集团树人学校、江苏省扬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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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扬州市文津中学、江苏省扬州旅游商贸学校、扬州市翠岗

中学、扬州市梅岭中学、扬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江苏省宝应中

学、江苏省宝应中等专业学校、宝应县曹甸镇中心初级中学、

宝应县实验小学、江苏省高邮实验小学、高邮市第一小学、江

苏省高邮中学、高邮市汪曾祺学校、仪征市实验小学、仪征市

真州小学、仪征市特殊教育学校、仪征市新集初级中学、扬州

市江都区实验初级中学、扬州市江都区实验小学、扬州市江都

区仙女镇中心小学、扬州市江都区第一中学、江苏省邗江中学、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扬州市邗江区公道中学、扬州市邗江

区瓜洲中学、扬州市育才小学、扬州市汶河小学、扬州市广陵

区李典学校、扬州市广陵区红桥高级中学、扬州市扬子津小学、

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振兴花园学校、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泰安

学校、扬州市梅岭小学 

镇江市：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丹阳市实验小学、丹阳市

第六中学、丹阳市云阳学校、丹阳市第九中学、江苏省句容高

级中学、句容市第二中学、句容市第三中学、句容市崇明小学、

句容市行香中心小学校、句容市郭庄镇中心小学、句容市实验

高级中学、句容市后白镇中心小学校、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扬中市兴隆中心小学、扬中市外国语中学、江苏省大港中学、

镇江市丹徒实验学校、镇江市丹徒区石马中心小学、镇江市实

验小学、镇江市中山路小学、镇江市江滨实验小学、镇江市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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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区实验小学、镇江市宝塔路中心小学、镇江实验学校、镇江

市大路实验学校、江苏省镇江中学、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江

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镇江高等专科学校、江苏科技大学、镇

江市实验高级中学、镇江市外国语学校、镇江市特教中心、江

苏科技大学附属中学、江苏省镇江中学附属初中、镇江崇实女

子中学、镇江市索普初级中学、镇江技师学院、镇江市体育运

动学校、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泰州市：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学院、

江苏省泰州中学、江苏省口岸中学、泰州市第二中学、江苏省

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泰州实验学校、靖江市城中小学、靖

江市莲沁小学、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靖江外国语学校、靖江

市斜桥中学、靖江市实验学校、靖江市第一高级中学、泰兴市

襟江小学教育集团襟江校区、泰兴师范附属小学教育集团国庆

校区、泰兴市黄桥教育集团十桥校区、江苏省泰兴中学、江苏

省黄桥中学、泰兴市第二高级中学、江苏省兴化中学、兴化市

实验小学、兴化市新生中心小学、泰州市大浦中心小学、泰州

市实验小学、泰州市城东中心小学、泰州市海军中学、泰州市

海陵学校、泰州市智堡实验学校、泰州市高港实验小学、泰州

市胡庄中心小学、泰州市海军小学、泰州市口岸实验学校、江

苏省姜堰中学、江苏省姜堰第二中学、泰州市姜堰区第四中学、

泰州市姜堰区罗塘高级中学、泰州市姜堰区东桥小学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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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姜堰区桥头中心小学、泰州市寺巷中心小学 

宿迁市：宿迁市钟吾初级中学、宿迁市钟吾国际学校、宿

迁学院、江苏省宿迁中学、江苏省宿迁市马陵中学、宿迁市宿

豫区实验高级中学、沭阳县第二实验小学、沭阳如东中学、江

苏省沭阳高级中学、沭阳县南湖小学、泗阳县实验小学、江苏

省泗阳中学、泗阳双语实验学校、泗阳致远中学、泗洪育才实

验学校、江苏省泗洪中学、泗洪县人民路小学、宿迁市宿豫区

第一实验小学、宿迁市实验小学、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宿迁

分校、宿迁市宿城区实验小学、宿迁市宿城区中扬实验学校、

宿迁市实验小学三棵树分校、宿迁市第一实验小学、江苏省宿

迁中学洋河分校 

在宁部省属高校：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

工大学、河海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信息

工程大学、南京医科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南

京审计大学、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南京特

殊教育师范学院、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南京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海事

职业技术学院、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

院、南京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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