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全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名单

(300个)

南京市

南京市玄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秦淮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建邺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鼓楼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栖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人口管理大队

南京市江宁医院

南京市浦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六合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溧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高淳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江北新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京市急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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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南京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横梁公安检查站

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七支队

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专班

南京市祖堂山社会福利院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卡思迪莱服饰有限公司

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新闻处

南京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综合协调处

无锡市

江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江阴市公安局

宜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宜兴市周铁镇人民政府

无锡市梁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无锡市锡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无锡市惠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无锡市滨湖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无锡市新吴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工作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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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无锡市公安局

无锡市政府公共服务热线受理中心

无锡市教育局

无锡广播电视集团 (台)新闻中心

徐州市

丰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沛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睢宁县睢城街道办事处

邳州市运河街道办事处

新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徐州市铜山区公安局

徐州市鼓楼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徐州市云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州市泉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徐州市贾汪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州市中心医院

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州市急救医疗中心

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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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教育局

徐州市公安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徐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

徐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徐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常州市

溧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常州市武进区卫生健康局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人民政府

常州市天宁区卫生健康局

中共钟楼区北港街道运河苑社区委员会

中共常州市武进区横林镇委员会

常州市教育局

常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常州市交通运输局

常州市商务局

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常州市医疗急救中心

常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江苏省健尔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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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

张家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常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昆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昆山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涉

外防控协调服务组

太仓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苏州市吴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州市吴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州市公安局相城分局

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

苏州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

苏州工业园区湖东社区工作委员会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

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州市公安局

苏州市交通运输局

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学校防控组

苏州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保障保供组

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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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通市

海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如皋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如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启东市第三人民医院

南通市崇川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鲍家桥社区居委会

南通市通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南通市海门区人民医院

南通市竹行街道办事处

南通市江海街道办事处

通州湾三余人民医院

南通市教育局

南通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南通市公安局

南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连云港市

东海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灌云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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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南县公安局

连云港市赣榆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连云港市公安局海州分局

连云港市连云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连云港市公安局

连云港市商务局

连云港市政府外事办公室

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

连云港市教育局

连云港市第四人民医院

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淮安市

淮安市公安局清江浦分局

淮安市清江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淮安市淮阴区中医院

淮安市淮安医院

中共淮安市淮安区河下街道工作委员会

淮安市洪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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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金湖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涟水县公安局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淮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淮安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淮安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

淮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盐城市

东台市东台镇人民政府

建湖县人民政府近湖街道办事处

江苏射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阜宁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滨海县人民医院

响水县人民医院

盐城市大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盐城市盐都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

盐城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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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交通运输局

盐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盐城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盐城海关

盐城南洋机场有限责任公司

盐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

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

扬州市

宝应县公安局

高邮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仪征市公安局

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李坝社区居民委员会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西湖镇委员会

扬州市公安局广陵分局

扬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苏北人民医院

扬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扬州市电化教育馆

扬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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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市公安局

扬州市农业农村局

扬州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扬州市扬子江投资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市

句容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扬中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镇江市京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镇江市润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镇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龙门村村民委员会

镇江市商务局

镇江市交通运输局

镇江市公安局

镇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镇江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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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市

泰兴市人民医院

兴化市人民医院

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靖江市公安局

泰兴市虹桥镇人民政府

兴化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泰州市海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泰州市姜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新药申报服务中心

泰州市公安局

泰州市交通运输局

泰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泰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泰州市人民医院

宿迁市

沭阳县人民医院

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泗阳县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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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稳德福无纺科技有限公司

泗洪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金美达新材料有限公司

宿迁市中医院

宿迁市宿城区项里街道办事处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黄河街道办事处

宿迁市公安局洋河新区分局

宿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宿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宿迁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宿迁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江苏宿迁国家粮食储备库

省直部门、单位

江苏省公安厅食药环侦总队

江苏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

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社会发展与基础研究处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械经营监管处

江苏省红十字会赴武汉工作组

江苏省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

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

江苏省互联网行业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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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客舱服务部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处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医政处

江苏省人民医院支援武汉第一重症医疗队

江苏省中医院感染科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卫生监督所

江苏省省级机关医院援黄石医疗队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发热门诊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援鄂医疗队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办公室

江苏省计划生育宣传教育所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逸夫医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办公室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医务处

江苏省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宁沪支队第四大队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常泰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

江苏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交通治安管理支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海事局

—38—



江苏省铁路办公室投资发展处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站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安检保卫部

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

中共江苏省委政法委员会宣传教育处

中共江苏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络舆情

应急管理处

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

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道路执法监督局

江苏省商务厅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处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

江苏省公安厅治安总队

江苏省公安厅技术侦察总队

江苏省公安厅网络安全保卫总队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处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办公室

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南京大学保卫处

河海大学教务处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后勤管理服务中心

江苏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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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处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物资储备处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处

江苏省财政厅社会保障处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财务处

江苏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生产监管处

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处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处

江苏省财政厅预算处

新华日报社交汇点首页编辑部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赴湖北报道团

现代快报融媒体中心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生活卫生处

江苏省公安厅监所管理总队

江苏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口岸转运工作专班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航空处

江苏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

江苏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南京海关口岸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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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江 苏 省 委 办 公 厅 2020年11月25日印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熟海事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扬州泰州国际机场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应急救援部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秘书七处

江苏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江苏12345在线平台

江苏省联合征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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