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文明委〔2016〕18 号

关于通报表扬2013—2015年度市级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文明村镇的通知
各区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各部委，市府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2013 年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围绕中央和省文明委有关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各类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取得了较好成效，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为激励先
进、推动工作，市文明委决定对长江南京航道局等 741 个
“2013—2015 年度市级文明单位”、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街道台城
花园社区等 226 个“2013—2015 年度市级文明社区”、南京市栖霞
区龙潭街道马渡村等 65 个“2013—2015 年度市级文明村镇”予以
通报表扬。
希望受表扬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全市其他单位要以先进为榜样，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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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扎实推进，努力提升文明创建水平，为实现“两个率先”、
建设“强富美高”的新南京作贡献。
附件：2013—2015 年度市级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
名单

南京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16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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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3—2015年度市级文明单位、文明社区、
文明村镇名单
文明单位（741 个）
长江南京航道局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南京线路器材厂
中国石化扬子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海事局
南京际华三五二一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中船绿洲机器有限公司
金城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江航运集团金陵船厂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南京电厂
南京六九零二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三一一工厂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第六十研究所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
宏光空降装备有限公司
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际华五三零二服饰装具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际华三五零三服装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
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
中石化长江燃料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利德东方橡塑科技有限公司
长江引航中心南京引航站
中石油南京销售分公司
南京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南京市投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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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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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区分公司
南京市南京汽车客运南站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交通运输局
南京市航道管理处
南京市公路管理处
南京市客运交通管理处
南京市地方海事局
江苏南京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南京汽车站
中交三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南京长途汽车客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处
南京市公路运输管理处
南京市交通信息中心
南京市板桥汽渡管理处
南京市航运（港政）管理处
南京市江宁区公路管理站
南京市浦口区交通运输局
南京市浦口区公路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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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高淳区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六合区分公司
南京电信局玄武区局
南京电信局秦淮区局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公司
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南京市高淳区供电
公司
南京苏逸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栖霞分公司
南京新纪元大酒店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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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远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送变电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南京移
动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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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淳分
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浦口分
公司
南京市建筑安装管理处
南京市住房制度改革办公室
南京市市容环卫管理中心
南京大地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市政管理处
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大桥局集团第四工程有限公司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市白蚁防治管理处（研究所）
南京市燃气管理处
南京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站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南京市建筑节能管理中心
南京市城建中等专业学校
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市公房管理中心
南京市城市清洗管理处
南京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房屋安全管理（鉴定）处
南京市物业管理办公室
中国建筑土木建设有限公司轨道交通分
公司
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南京市环境保护局
南京市江宁区环境保护局
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南京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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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溧水区环境保护局
南京市建邺区环境保护局
南京市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中心
南京市秦淮区环境保护局
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南京市军粮供应站
金鹰国际商贸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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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江宁区商务局
南京市高淳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南京市浦口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南京市六合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南京市江宁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南京市溧水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紫金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南泰国际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南京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威孚金宁有限公司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商厦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钟山风景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宝庆首饰总公司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商贸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安居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城建隧桥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东华汽车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国资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宁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农垦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黄马实业有限公司紫金山庄
南京市地铁交通设施保护办公室
南京润泰市场有限公司
南京城建项目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化学工业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长江隧道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铁路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地方铁路总公司
南京朗驰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玉桥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交通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长江第三大桥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丁家庄物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中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普迪建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汇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旅游委员会
中山陵园管理局
南京市玄武湖公园管理处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管理处
南京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
南京汤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国资绿地金融中心有限公司绿地洲
际酒店
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
南京市高淳老街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中北友好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南京天生桥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中琅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南京德高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南京市电化教育馆
南京市盲人学校
金陵科技学院
南京市第一中学
南京市聋人学校
南京财经学校
南京幼儿高等师范学校
南京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南京广播电视大学
南京市建宁中学
南京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南京市重竞技运动学校
南京市龙江体育馆
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
南京市中山东路体育运动学校
南京市第一医院
南京市口腔医院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南京脑科医院
南京市第二医院
南京市中医院
南京市胸科医院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南京市疾控中心
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
南京市急救中心
南京市卫生信息中心
南京医学会
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
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所
南京市水资源管理中心
南京市长江河道管理处
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
南京市秦淮河河道管理处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长江下游水文水
资源勘测局
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
南京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龙虎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话剧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 报警服务台
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南京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
南京市青龙山精神病院
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南京市点将台社会福利院
南京市祖堂山社会福利院
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南京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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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航运公安局南京分局
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南京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南京市级机关物业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高淳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鼓楼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溧水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栖霞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江宁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建邺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六合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国家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
南京市秦淮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南京市国家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南京市玄武区国家税务局
南京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南京市国家税务局车辆购置税征收管理
分局
南京市国家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江苏省南京地方税务局
南京市六合地方税务局
南京市建邺地方税务局
南京市玄武地方税务局
南京市溧水地方税务局
江苏省南京地方税务局稽查局
南京市秦淮地方税务局
南京市雨花台地方税务局
南京市栖霞地方税务局
南京市浦口地方税务局
江苏省南京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第三分局
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南京市高淳地方税务局
江苏省南京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第二分局
南京市物价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
南京市玄武区物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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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
南京市鼓楼区物价局
南京市江宁区物价局
南京市六合区物价局
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稽查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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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计量监督检测院
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南京市高淳区气象局
南京市溧水区气象局
南京市六合区气象局
南京市江宁区气象局
上海铁路局南京站
上海铁路局南京客运段
江苏雷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铁路局南京供电段
上海铁路局南京东车辆段
上海铁路公安局南京公安处
上海铁路局南京东站
上海铁路局南京东机务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行南京
管理部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城北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广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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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江宁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新街口
支行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南京分行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中央门支行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研究生管理一大队
学员十四队
武警南京市支队第六大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994 部队
解放军理工大学气象海洋学院学员大队
武警江苏省消防总队医院
武警江苏省总队第一支队
武警江苏省总队第二支队
步兵第 179 旅炮团 122 榴炮营二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911 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853 部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670 部队 62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672 部队 50 分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602 部队 65 分队
武警部队南京市支队第一大队
江苏省军区司令部警卫连
中国人民解放军 94998 部队
武警江苏边防总队训练基地
南京港边防检查站监护一中队
南京市公安消防局
南京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大队一中队
南京市公安消防支队高淳区大队
南京市公安消防支队建邺区大队
南京市公安消防支队六合区大队
南京瑞贝卡鞋业有限公司
江苏一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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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长城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南京富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世泽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铁电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薇薇职业学校

福中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造币有限公司
南京市审计局
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院
中铁十局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
中心支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分公司
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扬子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南京市徐庄软件园管理委员会
南京市玄武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德基广场有限公司
南京市市民卡有限公司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南京市小营小学
南京红星国际家具装饰城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
南京市红山小学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
南京市人民中学
南京市玄武区审计局
南京市玄武区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南京市玄武区兰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南京市宇花小学
南京市第五十四中学
南京市玄武区商务综合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市公安局玄武分局后宰门派出所
南京市玄武区房产经营公司新街口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房产经营公司梅园分公司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艺之行艺术培训中心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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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华海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第一巴士公司
南京宁康老年康复护理院
南京邦德骨科医院
南京市秦淮区总工会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朝天宫办事处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
南京市第一幼儿园
中国共产党南京市秦淮区委员会党校
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管委会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洪武路办事处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夫子庙办事处
南京市秦淮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南京乐金熊猫电器有限公司
南京市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南京世界之窗创意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
南京市秦淮第二实验小学
南京市中华路幼儿园
南京壹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瑞金路办事处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大光路办事处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光华路办事处
江苏号百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鹏润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朗诗熙园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城南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南京鹏程道路排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南京市第五高级中学
南京市钟英中学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
南京市小西湖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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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
南京市考棚小学
南京市火瓦巷小学
南京市双塘小学
南京市中山小学
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江苏有限公司
南京市工人文化宫
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南京酿造集团有限公司行宫饭店
江苏泓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锦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四方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金陵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海关
南京富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广电猫猫新媒体有限公司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南京市建邺公安分局南苑派出所
南京市建邺公安分局滨江派出所
南京市建邺区南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莫愁湖管理处
南京市建邺区陶行知小学
南京市建邺实验小学
南京市建邺区奥体艺术幼儿园
南京市建邺高级中学
南京市建邺区万福园老年公寓
南京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
业部
南京市建邺区沿河幼儿园
南京南湖社区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新城科技园管委会
南京洲岛现代服务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紫津融畅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金德松老年人服务中心
南京艾森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兴隆办事处
中共南京市建邺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南京市建邺区档案局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沙洲办事处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双闸办事处
南京市建邺区住房保障和房产局
南京市建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京市建邺医院
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江心洲办事处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
南京市芳草园小学
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挹江门办事处
南京阅江楼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街道社区服务中心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宁海路办事处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湖南路办事处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阅江楼办事处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中央门办事处
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党校
南京市下关城市建设开发（集团）有限
公司
南京市实验幼儿园
南京鼓楼国家大学科技园管委会
南京市天正小学
南京市古林公园管理处
南京市鼓楼区委办公室
南京市三牌楼小学
江苏凤凰国际文化中心
南京市琅琊路小学
南京市鼓楼幼儿园
南京市鼓楼区特殊教育学校
中国国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江苏石头城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爱心助学协会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热河南路办事处
南京奥派信息产业股份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卫生监督所
南京市鼓楼区图书馆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小市办事处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南京市第二幼儿园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
南京市赤壁路小学
南京市鼓楼区阅江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邮电大学物联网国家大学科技园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南京分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建宁路办事处
南京市鼓楼公证处
南京市青云巷小学
南师附中树人学校附属小学
南京市鼓楼区挹江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紫金（下关）科技创业特别社区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区级机关工委
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统战部
江苏锦江南京饭店有限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幕府山办事处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电站配件制造有限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教师发展中心
南京市五所村幼儿园
南京巨鲨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市鼓楼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南京市建宁小学
三胞集团
南京鼓楼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南京中远物流有限公司
南京滨江环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长江南京航道工程局南京航道工程处
南京市鼓楼军休八所
中石化华东分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南京市鼓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江苏麦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南京天河实验寄宿学校
南京市鼓楼区环境监察大队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南京新城市商业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环球商贸城有限公司
大千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栖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栖霞分局尧化国土资
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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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迈皋桥办事处
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栖霞办事处
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劳动和社会保
障所
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幼儿园
马群科技创业中心
中国共产党南京市栖霞区委员会党校
南京市栖霞区公路运输管理所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中心小学
南京市栖霞区民政局
南京市栖霞区司法局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幼儿园
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政府尧化办事处
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
南京三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姚坊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南京紫东国际创意园委员会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集团金陵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中铁宝桥（南京）有限公司
艾欧史密斯（中国）热水器有限公司
江苏卡思迪莱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金化学（南京）信息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市花园中学
南京市金陵中学仙林分校小学部
南京市栖霞区文化旅游局
南京市栖霞区妇幼保健所
南京市栖霞区医院
南京市栖霞区商务局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中心小学
南京市栖霞区住房和建设局
南京栖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南京）软件谷管理委员会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赛虹桥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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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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广播电台
南京市雨花台区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梅山办事处
南京市雨花台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
大队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板桥办事处
南京市雨花台区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
南京市铁心桥中学小学
南京市板桥中学
南京市雨花医院
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
南京雨花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梅山冶金发展有限公司矿业分公司
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东山办事处
南京市江宁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交警大队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秣陵办事处
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敬老院
南京市江宁区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城市管理局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
南京市江宁高等职业学校
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南京市江宁医院
南京市江宁区航道管理站
南京市江宁区铜山中心小学
南京市江宁区区级机关餐饮服务中心
南京市江宁区供销合作总社
南京东山国际企业研发园
南京江宁汤山温泉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城市管理局
南京市江宁区法律援助中心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东山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江宁区示范幼儿园

南京市江宁区民政局
南京东山公交客运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
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江宁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上元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审计局
南京同仁医院
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东山派出所
江苏龙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普莱克斯上海梅山实用气体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统计办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清管所
南京市江宁区路灯管理所
中国联通南京市江宁分公司
南京友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市容和环卫管理所
南京市江宁区劳动监察大队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汤山办事处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
南京市江宁区社会劳动保险所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禄口办事处
南京市江宁区国土资源信息中心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司法所
南京市江宁区妇幼保健所
南京市江宁区残疾人联合会
南京市江宁区红十字会
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有限公司
南京市天印高级中学
南京横溪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供销社（集团）总公司农贸
市场
南京市江宁区广播电视台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房屋征收管理办
公室
南京西部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马场山农家乐专业合作社
南京市百家湖小学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物业管理办公室
南京香草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江宁分局江宁科学园
国土资源中心所
南京市江宁区第二人民医院
江苏天茂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居美馨文化教育培训中心
中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锦东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宁区上坊初级中学
南京市江宁区图书馆
南京市竹山中学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江浦办事处
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政府桥林办事处
南京市浦口区审计局
南京市浦口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南京市浦口区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求雨山文化名人纪念馆
南京市浦口区文化馆
南京市浦口区建筑安装工程安全生产监
督站
南京市浦口区军粮供应站
南京市浦口区城乡规划编制研究中心
南京市浦口区运输运政稽查管理所
南京市浦口区动物卫生监督所
南京市浦口区长江堤防管理所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中学
南京市浦口区中等专业学校
南京市浦口区实验小学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
南京琅琊路小学明发滨江分校
南京市浦口区凤凰幼儿园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中心幼儿园
南京市浦口区特殊教育学校
南京民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望月海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口支行
南京市六合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大厂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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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绿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雄州办事处
南京市六合区双语小学
南京市六合区第二图书馆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南京市六合
区分公司
南京威尔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汇弘（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检察院
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法院
南京市六合区审计局
中国农业银行南京六合支行
南京市六合区妇幼保健所
南京市公安局六合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南京市扬子第四小学
南京双京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六合区实验小学
南京特种电机厂有限公司
南京扬子园林景观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金牛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
南京市九龙中学
南京大厂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惠生（南京）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溧水区水务局
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溧水分局
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
南京创维家用电器有限公司
南京喜之郎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周园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市溧水区审计局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
南京溧水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南京大地冷冻食品有限公司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检察院
南京市溧水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南京市溧水区广播电视台
南京市溧水区建筑安装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中油溧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政府永阳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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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溧水区经济开发区
江苏省溧水区高级中学
南京市溧水区第一初级中学
南京市溧水区第三小学
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幼儿园
南京市高淳区百货大厦有限公司
江苏高淳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政府古柏办事处
南京市高淳区政务服务中心
江苏省高淳高级中学
南京市高淳区财政局
南京市高淳中医院
南京市高淳区新闻中心
南京南部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图书馆
南京斯瑞奇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宝塔小学
南京市高淳区建程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淳东抽水站管理所
南京市高淳区人民检察院
南京市公安局高淳分局
江苏美大电器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社会保险结算管理中心
南京市高淳区特殊教育学校
南京市高淳区文化馆
中国人民银行高淳支行
南京市高淳区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市高淳区审计局
文明社区（226 个）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街道台城花园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东南大学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街道公教一村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街道锁四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银城东苑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香铺营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北安门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街道锁二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街道锁三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湖街道樱驼花园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街道北苑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街道锁五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大石桥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唱经楼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梅园新村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街道紫鑫城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富贵山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锁金村街道锁一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湖街道阳光聚宝山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街道月苑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小卫街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铁匠营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农科院社区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街道天山路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街道曙光里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五老村街道淮海路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街道龙王庙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街道瑞金新村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大光路街道蓝旗新村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张府园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街道莲子营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枫丹白露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街道双桥新村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阳光里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五老村街道五老村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街道王府南园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街道武学园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月牙湖街道梅花山庄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月牙湖街道富丽山庄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瑞金路街道中山门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街道银龙雅苑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街道银龙翠苑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光华路街道戎苑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街道七家湾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红花街道春天家园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街道东水关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夫子庙街道小西湖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双塘街道弓箭坊社区

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旭光里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月安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国泰民安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北圩路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奥体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双闸街道江湾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中胜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兴达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莫愁湖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乐山路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香山路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积善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兴隆街道正达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中央商务区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中奥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双和园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莲花北苑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怡康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鹭鸣苑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南苑街道健园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蓓蕾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茶亭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江东门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莫愁湖街道文体社区
南京市建邺区江心洲街道永定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新门口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挹江门街道丁山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颐和路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工人新村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小市街道河路道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苏城苑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阅江楼街道新民门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宝塔桥街道幕府西路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慈悲社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街道五塘新村一段
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街道青岛路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街道小桃园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安乐村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北京西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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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鼓楼区阅江楼街道世茂滨江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街道五塘新村二段
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阅江楼街道多伦路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街道长阳花园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鼓楼区湖南路街道裴家桥
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天津新村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挹江门街道模范西路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挹江门街道鲁迅园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街道丁家桥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宝塔桥街道恒盛嘉园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三步两桥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天正和鸣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街道金川花苑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小市街道东井亭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街道聚福园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宝塔桥街道象山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清凉山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街道清江花苑社区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街道清河新寓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丽江苑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摄山星城闻兰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亚东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杉湖路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八卦花园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十字街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太平村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花岗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栖霞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芝嘉花园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万寿村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燕子矶街道祥和雅苑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尧化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红梅村社区
南京市栖霞区尧化街道青田雅居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景明佳园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翠竹园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春江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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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雨花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安德门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能仁里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尹西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丁墙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花神庙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康盛花园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孙家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新城新林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邓府山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新城柿子树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福润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翠岭银河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梅岭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上怡新村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雨花台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油坊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定坊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板桥社区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共青团路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中前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兴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上峰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孟墓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家园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西岗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外港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古泉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牛首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金桥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箭塘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方山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盛江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汤山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青林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丹阳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陶吴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坊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骆村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大里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太平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善桥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南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土桥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田园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河北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耀华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尚桥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横溪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甘西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科苑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滨淮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清源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谷里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张溪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陵里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青山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江宁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河西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陆岗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陈巷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横山社区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许高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明因寺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百合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新金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张圩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大埝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华光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新河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新化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冯墙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求雨山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落桥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双城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锦城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柳州社区
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道金汤街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道扬子第二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龙津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工农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紫霞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道四周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方州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中山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龙袍街道长江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道周洼新村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道山潘新村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白玉社区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板桥社区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财贸新村社区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庆丰路社区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交通路社区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河滨社区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北漪社区

文明村镇（65 个）
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马渡村
南京市栖霞区西岗街道孟北村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新合村
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街道新闸村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锁石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青龙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彭福村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尚洪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清修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周村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牌坊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石塘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泉水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湖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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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三界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周郎村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阜庄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火炬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小彭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花塘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洪幕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袁家边村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亲见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石埝社区（涉农）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杨树湾社区（涉农）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勤丰村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联合社区（涉农）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九华社区（涉农）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瓦殿社区（涉农）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
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大泉村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街道桂花村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龙虎营村
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官塘河村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镇
南京市溧水区洪蓝镇
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
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
南京市溧水区洪蓝镇傅家边社区（涉农）
南京市溧水区洪蓝镇塘西社区（涉农）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梅山社区（涉农）
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爱景社区（涉农）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戴家社区（涉农）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镇横山行政村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镇光明村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镇丽山村
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大树下村
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芮家村
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沈家山社区（涉农）
南京市溧水区和凤镇孙家巷社区（涉农）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镇
南京市高淳区古柏街道武家嘴村
南京市高淳区砖墙镇四园村
南京市高淳区东坝镇红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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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宝塔村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驼头村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镇蒋山社区（涉农）
南京市高淳区桠溪镇跃进村
南京市高淳区阳江镇关王村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双游村
南京市高淳区阳江镇永丰村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西舍村
南京市高淳区漆桥镇和平村
南京市高淳区东坝镇东坝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