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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第八版）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黑龙

江省黑河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吉林省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

理局、辽宁省沈阳12319建设事业

热线服务中心、山东省青岛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江苏省泰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安徽省城建设计研

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园林文物局、江西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机关）、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机关）、湖北省仙桃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湖北省十

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机

关）、广东省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西壮族自治

区贵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机关）、云南省省级职工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贵州

省福泉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四川省广元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陕西省宝鸡市城市管理执法局、甘肃省金昌市建设工

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总站、青海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机关）、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奎屯市城市管理局

交通运输（含民航）系统：上海铁路监督管理局、民

航湖北监管局、民航山西监管局、民航青岛监管局、民

航喀什监管局、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民航局审计中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机要

通信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本部）、

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天津市邮政管理局、崇明海事

局、威海海事局、天津航标处、中山海事局、宁波海事局

（机关）、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交通运输部东海第二

救助飞行队、长江引航中心、泰州海事局、长江宜宾航

道局、长江航运总医院、中国船级社秦皇岛分社、交通

运输部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客运分公司、天津市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院第二设计研究院、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江苏

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福建省运输事业发

展中心、青岛真情巴士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交通运输

厅（机关）、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岳阳分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路管理局（机关）、四川省交通运

输厅高速公路交通执法第七支队、华北地区空管局、北

京南航地面服务有限公司、三沙海事局、合肥市交通运

输局、汉江崔家营航电枢纽管理处、广东省路桥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广韶分公司、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机关）、宁

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系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齐齐

哈尔机务段、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吉车务

段、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通辽站、中国铁路北

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站、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高铁工务段、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

司太原车辆段、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太原机

务段、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西机务

段、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客运段、中国铁

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汉口车站、中国铁路武汉局集

团有限公司武汉桥工段、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安康车辆段、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济西站、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嘉兴车务段、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动车段、中国铁路南昌局集

团有限公司厦门车站、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电务段、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昆货运

中心、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机务段、中国

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兰州车站、中国铁路青藏集

团有限公司拉萨车务段、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测绘地理信息研究院、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动车段、中国铁路南

宁局集团有限公司百色车务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

水利系统：黄河河口管理局河口黄河河务局、黄河

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机关）、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漳

卫南运河管理局（机关）、嫩江尼尔基水利水电有限责

任公司、河北省黄壁庄水库事务中心、黑龙江省大庆地

区防洪工程管理处、江苏省泰州引江河管理处、江苏省

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绍兴市曹娥江大闸运

行管理中心、福建省水文水资源勘测中心、江西省水利

科学研究院、山东省水文局、河南省水利厅（机关）、广

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省都江堰东风渠管理处、成都市双流区水务

局、贵州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陕西省

泾惠渠灌溉中心、青海省水利工程运行服务中心、新疆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卫健系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

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

院、中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校、天津市卫生计生

综合监督所、天津市儿童医院、河北省血液中心、石家

庄市卫生监督局、山西白求恩医院、山西省儿童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

辽宁省肿瘤医院、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长春市儿

童医院、辽源市第二人民医院、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监督所、江苏省卫生监督所、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浙江省血液中心、安徽省肿瘤医院、安庆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龙岩市第二医院、山东省

胸科医院、山东省血液中心、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黑龙江省医院、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西壮族自治

区江滨医院、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殖医院、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成都市公

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西藏

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延安市人民医院、陕西省第二人

民医院、青海省心脑血管病专科医院、宁夏回族自治区

第三人民医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青岛大

学附属医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局、甘肃

省红十字血液中心

海关系统：北京朝阳海关、天津新港海关、秦皇岛

海关、抚顺海关、长春龙嘉机场海关、漠河海关、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海关、太仓海关、余姚海关、福州长乐机场

海关、厦门机场海关、景德镇海关、东营海关、武汉天河

机场海关、洛阳海关、广州海关技术中心、蛇口海关、柳

州海关、乐山海关、章凤海关、吉隆海关、枣庄海关

税务系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一稽查

局、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津南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魏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沁水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

局陈巴尔虎旗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太子河区

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德惠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哈

尔滨市道里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宝山区税

务局第十二税务所、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六合区税务

局、国家税务总局绍兴市上虞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濉溪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杭县税务局、国家税务

总局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滕州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中牟县税务局、国家税务

总局荆州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石峰区税务

局、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横琴新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

局南宁市兴宁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天涯区

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潼南区税务局、国家税务

总局绵竹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长顺县税务局、国家

税务总局腾冲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加查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天

水市秦州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门源回族自治县税

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永宁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塔什

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庄河市税

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奉化区税务局溪口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湖里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青

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南山

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市场监管系统：北京市房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天

津市武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山西省左权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内蒙古自治

区药品监督管理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吉林省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黑龙江省知识

产权局（机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

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徐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浙江省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安徽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机关）、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机关）、福建

省沙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省

药品监督管理局（机关）、湖北省黄冈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机关）、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

研究院、四川省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西藏自

治区日喀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陕西省铜川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青海省海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宁夏回族自

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机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市场监

督管理局、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山西省太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省营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吉

林省集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

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研究院、广东省惠州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安徽省马鞍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西省纤维

检验局（机关）、湖北省标准化与质量研究院、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

气象系统：北京市门头沟区气象局、浙江省气象

台、安徽省巢湖市气象局、福建省莆田市气象局、山东

省气象局（机关）、河南省驻马店市气象局、湖南省株洲

市气象局、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气象局、西藏自

治区气象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气象局、新疆和田

地区气象局

国资委系统：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核

电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航天长征飞行器研究所、北京卫

星环境工程研究所、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北京控制与

电子技术研究所、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本部）、陕西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雷

华电子技术研究所、船舶信息研究中心、重庆红江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北方车辆集团有限公司、兵工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嘉陵特种装备有限公司、四川建安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电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电科

真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销售分公司、中国

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重庆气

矿、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化工研究院、中海

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本部）、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本部）、国家电网公

司高级培训中心、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汕头供电局、

华能南京金陵发电有限公司、华能北京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大唐南京发电厂、大唐环境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华电邹县发电有限公司、

山东核电有限公司、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湖北

能源集团鄂州发电有限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本部）、神华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国电智深控

制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驻马店市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上海市南区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

公司菏泽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苏

州分公司、一汽解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东风华神汽车

有限公司、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哈尔滨电气动

力装备有限公司、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中

化石油销售有限公司、华商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五矿二

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部）、北京中丽制机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新兴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中建

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

限公司（本部）、中建三局城市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中央

储备粮金华直属库有限公司、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

公司、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润

置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中煤科工重庆设计研究院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北矿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通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建工集团山

东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

六局集团地铁工程有限公司、中铁十四局集团房桥有

限公司、中交投资有限公司、中港疏浚有限公司、中国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本部）、大连保利会展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正元地质勘查院、中化地质

矿山总局河南地质局、中航信移动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第

三工程有限公司、电力规划总院有限公司、常州西电变

压器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铁路物资安徽铁鹏水泥有限

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市分公司

金融系统：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中国人民

银行安阳市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柳州市中心支行、

中国人民银行三亚市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祁县支

行、中国人民银行克山县支行、中国人民银行德安县支

行、中国人民银行石阡县支行、中国人民银行咸阳市中

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金州新区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

行大田县支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州监管分局、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机关）、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机关）、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玉树监管分局、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嘉峪关监管分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临沧监管分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马鞍山监管分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岛监管局（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

通监管分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宁德监管

分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丹东监管分局、中

国银行业协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金寨县支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贵州省安龙县支行、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地安门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太原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四平中央西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南京江宁支行、中

国工商银行湖州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合肥分行、中国工

商银行瑞金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济南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三峡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华南支行、中国工商银

行海口国贸支行、中国工商银行昆明分行、中国工商银

行贵阳分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普陀支行、中国农业银

行苍南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泗县支行、中国农业银行

莱州市支行、中国农业银行永城市支行、中国农业银行

广州天河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重庆两江分行、中国农业

银行安顺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山阳县支行、中国农业银

行前海分行、中国农业银行林芝分行、中国银行保定分

行、中国银行上海市长宁支行、中国银行扬州分行营业

部、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

营业部、中国银行赣州市分行、中国银行天门竟陵支

行、中国银行开远支行、中国银行格尔木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北京西四支行、中国建设银行石家庄分行、中国

建设银行准格尔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杭州中山支行、中

国建设银行合肥庐阳支行、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城南支

行、中国建设银行青岛黄岛支行、中国建设银行南宁高

新支行、中国建设银行乐山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贵阳花

溪支行、交通银行青岛分行营业部、交通银行武汉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支行、交通银行珠海分行营业部、交通银

行深圳分行大客户一部、交通银行重庆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分公司、中国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阳市支公司、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江苏分

公司、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安顺监管分局、中

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鸡西监管分局、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阿坝监管分局、中国民生银行拉

萨分行、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天津

佟楼支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南京东路支行、中国工

商银行郑州郑花支行、中国工商银行凤翔县支行、中国

银行青岛西海岸新区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拉萨冲吉路

支行、中国建设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交

通银行桂林分行营业部

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名单
（499户）

北京市
钱 蕾家庭 东城区龙潭街道左安浦园社区

张晋明家庭 西城区德胜街道六铺炕北小街社区

李 楠家庭 朝阳区望京街道花家地南里社区

尤丁剑家庭 海淀区永定路街道复兴路40号院

社区

黄继利家庭 丰台区宛平城地区城南第二社区

姚志刚家庭 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西山枫林二

社区

曹 原家庭 门头沟区城子街道燕保家园社区

金敬聪家庭 通州区潞城镇古城村

叶致涛家庭 顺义区旺泉街道宏城花园社区

张雪松家庭 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

宋薛宣家庭 大兴区兴丰街道清城南区社区

王美玉家庭 平谷区金海湖镇黄草洼村

吴军伶家庭 怀柔区北房镇韦里村

徐兰凤家庭 延庆区延庆镇小营村

天津市
牛玉萍家庭 滨海新区新村街道民主街社区

宫艳红家庭 滨海新区海滨街道阳光家园社区

党 群家庭 滨海新区新村街道向阳里社区

杭 维家庭 河西区尖山街道瑞江花园社区

李 毅家庭 河西区尖山街道瑞江花园社区

王 慧家庭 南开区向阳路街道云阳里社区

赵永华家庭 红桥区双环邨街道佳园北里社区

张华起家庭 西青区中北镇大稍直口村

赵德宝家庭 北辰区集贤里街道泰来东里社区

李宝松家庭 武清区杨村街道雍馨花园社区

张桂云家庭 宝坻区宝平街道宝平景苑小区

于桂军家庭 宁河区苗庄镇苗枣村

河北省
靳国芳家庭 石家庄市裕华区裕华路街道建南

社区

徐新中家庭 平山县苏家庄乡上东峪村

范振喜家庭 滦平县张百湾镇周台子村

顾宝军家庭 张家口市宣化区深井镇北庄子村

未淑云家庭 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西山街道西山

社区

骆宗明家庭 滦州市滦河街道自强里社区

陆晓玲家庭 迁安市木厂口镇白龙港新村

王元顺家庭 霸州市胜芳镇红光街

周松勃家庭 涿州市刁窝镇刁四村

周卫民家庭 保定市白沟新城义和庄村

田松林家庭 沧州市运河区公园街道幞园社区

童 莉家庭 衡水市桃城区河西街道滏阳社区

付宏伟家庭 威县方营镇孙家寨村

苗花娣家庭 邯郸市永年区东杨庄镇前马营村

李晓利家庭 曲周县大河道乡西河道村

刘玉红家庭 安新县安新镇昌盛社区

庞华卫家庭 定州市南城区街道尧方头村

孙 巧家庭 辛集市天宫营乡西天宫营村

曹 瑜家庭 邢台市襄都区西大街街道新西街

社区

张孟臣家庭 石家庄市裕华区东苑街道裕东二

社区

侯英彩家庭 石家庄市新华区合作路街道北站

社区

付世悦家庭 石家庄市桥西区友谊街道谊安社区

山西省
葛淑芳家庭 大同市新荣区堡子湾乡得胜堡村

尹志勋家庭 右玉县新城镇长虹社区

李香香家庭 繁峙县繁城镇北城街村

梁丽秀家庭 平定县柏井镇南青村

李文慧家庭 平遥县朱坑乡朱坑村

周红艳家庭 汾阳市阳城乡申家堡村

段建娥家庭 沁源县景凤乡景凤村

王 平家庭 泽州县金村镇霍秀村

褚吉亮家庭 候马市路西街道西街社区

郑喜贵家庭 闻喜县东镇镇西街村

卢建钧家庭 太原市平阳路街道平北西一社区

崔海莲家庭 太原市杏花岭区桃园一巷17号楼

刘忠利家庭 大同市云中路绿园小区

朱宏君家庭 怀仁市毛皂镇王家堡村

内蒙古自治区
张春燕家庭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西菜园街道辛辛

板村

李建秋家庭 扎兰屯市繁荣街道新风社区

郭凤海家庭 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呼格吉勒社区

孙 强家庭 扎鲁特旗鲁北镇农场村

胡达古拉家庭 巴林右旗查干沐沦苏木呼勒斯图

布郎嘎查

乌日图那松家庭 正蓝旗宝绍岱苏木扎鲁特嘎查

张爱叶家庭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白海子镇泰安

社区

贺 霞家庭 乌审旗嘎鲁图镇南丁社区

孟 健家庭 杭锦后旗陕坝镇北二街大桥社区

王秀英家庭 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渡口村

吉日嘎拉家庭 额济纳旗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镇

乌兰乌拉嘎查

辽宁省
洪家光家庭 沈阳市大东区东塔街道春晖社区

李兴海家庭 沈阳市于洪区城东湖街道青铜社区

王官升家庭 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街道锦云社区

黄群华家庭 大连市西岗区白云街道拥警社区

张小秋家庭 海城市兴海管理区验军街道永安

社区

兰郡泽家庭 新宾满族自治县南杂木镇南杂木村

都基华家庭 本溪市明山区紫金街道塔南社区

王峥嵘家庭 丹东市振安区汤山城镇佛山村

顾 伟家庭 丹东市振兴区永昌街道振八社区

谭纯慧家庭 锦州市古塔区保安街道永安社区

田东亮家庭 阜新市海州区站前街道创业社区

魏国升家庭 朝阳市双塔区龙山街道水利社区

孟 震家庭 沈阳市和平区南九马路新华西社区

李秀风家庭 沈阳市铁西区兴顺街道建二社区

吉林省
林 燕家庭 长春市九台区文体社区

李华靓家庭 长春市双阳区奢岭街道新安社区

孟靖涵家庭 吉林市高新区高新街道园艺社区

魏 博家庭 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建华新村

陆 瑶家庭 四平市铁西区地直街道西园社区

田雪峰家庭 东辽县白泉镇新城社区

丁立志家庭 通化县快大茂镇茂山社区

彭筱宁家庭 白山市浑江区新建街道宜宾社区

张立艳家庭 白城市洮北区瑞光街道军民社区

邸秀芳家庭 扶余市育才街道西北社区

金春燮家庭 汪清县新民街道新华社区

于艳梅家庭 安图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北区白

河社区

吴安琪家庭 梅河口市红梅镇富强村

王晓燕家庭 长春市双阳区齐家镇长泡村

黑龙江省
马建文家庭 延寿县延寿镇奋斗社区

谢尚威家庭 哈尔滨市双城区韩甸镇红城村

李吉玲家庭 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富强街道前

进村

宋长虹家庭 牡丹江市阳明区铁岭镇二村

刘德生家庭 桦南县桦南镇福庆社区

许 浩家庭 大庆市龙凤区龙凤街道街园社区

高善喜家庭 鸡西市滴道区滴道河乡金山村

唐海燕家庭 双鸭山市尖山区中心站街道隆安

社区

孙承珍家庭 伊春市金林区金山屯镇爱民社区

张 晶家庭 七台河市新兴区兴安街道平安社区

杨玉芬家庭 鹤岗市兴安区兴建街道沿河社区

刘明启家庭 北安市杨家乡新荣村

刘凤杰家庭 明水县双兴镇双合村

牟清元家庭 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红旗街道

安悦社区

上海市
丁昆源家庭 青浦区夏阳街道桂花园社区居民区

马欢花家庭 金山区金山工业区朱行居民区

白礼言家庭 闵行区梅陇镇罗阳新村第六居民区

江晨丽家庭 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耀华路第三

村居民区

李仁杰家庭 长宁区华阳路街道飞乐居民区

李伯才家庭 奉贤区西渡街道灯塔村

沈启华家庭 嘉定区嘉定镇街道花园弄社区居

民区

陈家逸家庭 杨浦区延吉新村街道舒兰路居民区

陈琥璋家庭 普陀区万里街道富平居民区

赵 波家庭 宝山区友谊路街道白玉兰花园居

民区

顾仲珍家庭 松江区石湖荡镇洙桥村

韩志强家庭 黄浦区打浦桥街道丽二居民区

曾宪仁家庭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虹叶居民区

雷 撼家庭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东城第六居民区

江苏省
柯章敏家庭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社区

杨巧云家庭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街道三陇社区

吴协恩家庭 江阴市华士镇华西新市村

殷国庆家庭 无锡经济开发区太湖街道东绛社区

李秀侠家庭 徐州市贾汪区江庄镇周埠村

周书珍家庭 徐州市铜山区铜山街道樵村社区

尹 媛家庭 常州市新北区魏村街道魏村社区

孙 英家庭 常州市武进区前黄镇联庆村

郁全和家庭 张家港市金港镇长江村

石小华家庭 如皋市长江镇永平闸社区

蒋龙生家庭 海安市海安街道镇南社区

殷自玉家庭 连云港市赣榆区厉庄镇山涧村

王 英家庭 灌云县伊山镇城南社区

吴 凯家庭 盱眙县河桥镇仇集居委会

冯 梦家庭 淮安市清江浦区柳树湾街道朝阳

社区

仇爱清家庭 盐城市亭湖区先锋街道东河村

吴登清家庭 盐城市亭湖区新洋街道龙桥村

高 雁家庭 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苏油社区

龚舒林家庭 镇江市镇江新区大路镇小港村

沈填珍家庭 镇江市丹徒区荣炳盐资源区高庄村

鞠 鑫家庭 靖江市滨江新区木金村

黄顺梦家庭 泰州市姜堰区张甸镇张甸村

张正亚家庭 泗阳县众兴街道周庄社区

浙江省
徐梦薇家庭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华城社区

游凌飞家庭 杭州市拱墅区拱宸桥街道台州路

社区

张亚芬家庭 宁波市鄞州区钟公庙街道泰安社区

崔译文家庭 宁波市奉化区岳林街道秀水社区

吴红梅家庭 温州市鹿城区松台街道蛟翔巷社区

李永珠家庭 永嘉县岩坦镇小舟垟村

吴立宏家庭 德清县武康街道永兴社区

孙凌波家庭 平湖市当湖街道新华东村

汤锡强家庭 桐乡市梧桐街道环南社区

刘育平家庭 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金桂苑社区

陈可英家庭 诸暨市暨阳街道江北社区

王旭斌家庭 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光南社区

黄雅琼家庭 衢州市衢江区峡川镇大桥村

曹杏娣家庭 舟山市定海区昌国街道虎山社区

张海林家庭 临海市古城街

道摆酒营社区

张金华家庭 温岭市太平街

道南屏社区

任一文家庭 景宁畲族自治

县大漈乡潘宅村

安徽省
桂运安家庭 合肥市蜀山区

荷叶地街道绿怡居社区

张秀丽家庭 淮北市相山区东街道供电社区

于秀娟家庭 利辛县城关镇文州社区

常 琳家庭 萧县新庄镇沟头村

朱浚川家庭 五河县城关镇兰庭社区

王 浩家庭 阜阳市颍泉区中市街道泉源社区

张 明家庭 凤台县新集镇新源社区

赵 靖家庭 定远县定城镇严桥路社区

张恩权家庭 六安市裕安区平桥乡振华社区

王加胜家庭 和县乌江镇濮集社区

张莉亚家庭 芜湖市镜湖区张家山街道左岸社区

赵玉莲家庭 宣城市宣州区鳌峰街道宝城社区

左秋生家庭 枞阳县横埠镇谋道村

张海香家庭 青阳县朱备镇江村村

查正兵家庭 安庆市大观区十里铺乡林业村

汪甜甜家庭 黄山市屯溪区阳湖镇柏山社区

谭先红家庭 合肥市庐阳区逍遥津街道红旗社区

李红珍家庭 合肥市包河区万年埠街道金斗社区

盛红蕾家庭 淮南市田家庵区洞山街道生态新城

社区

福建省
陈清洲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曾营社区

黄志雄家庭 南靖县山城镇荆江社区

廖芝根家庭 浦城县管厝乡管厝村

廖志添家庭 龙岩市新罗区西陂街道华莲社区

邱瑞莲家庭 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片区台康社区

毛娟文家庭 晋江市罗山街道兰峰社区

刘伯华家庭 泰宁县上青乡江边村

高孟榕家庭 福州市台江区上海街道河上社区

刘新惠家庭 福安市城南街道莲池社区

张银珠家庭 宁化县翠江镇红卫社区

林洪英家庭 仙游县榜头镇坝下社区

陈 盼家庭 福州市台江区茶亭街道阳光社区

张书岩家庭 屏南县棠口镇漈头村

蔡奋山家庭 福州市鼓楼区鼓西街道西湖社区

江西省
万佐成家庭 南昌市青山湖区石泉村

凌继河家庭 安义县鼎湖镇西路村

徐金前家庭 九江市浔阳区甘棠街道新公园社区

徐桃花家庭 浮梁县王港乡坑口村

夏云剑家庭 萍乡市湘东区峡山口街萍钢兴华

北村

刘师民家庭 新余市渝水区城北街道北湖社区

李梅香家庭 鹰潭市余江区大桥良种场

游兰英家庭 大余县新城镇水南村

杨谷雨家庭 宜春市丰城市孙渡街道富城社区

张秀桃家庭 鄱阳县鄱阳镇朱家桥村

彭夏英家庭 井冈山市茅坪镇神山村

江美春家庭 抚州市东乡区圩上桥镇何家村

王印花家庭 黎川县日峰镇国安新城社区

朱小萍家庭 南昌市青山湖区塘山镇秀泊经典

社区

山东省
韩桂香家庭 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街道济齐路

社区

张保国家庭 济南市市中区七里山街道卧龙社区

郭培正家庭 胶州市三里河街道绿城社区

董成森家庭 平度市南村镇福顺社区

赵东强家庭 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中郝峪村

褚 滨家庭 枣庄市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华阳社区

刘秀清家庭 东营市胜利街道胜程社区

高 秀家庭 海阳市方圆街道双阳社区

戚仁才家庭 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南洪社区

吴宗海家庭 高密市醴泉街道西关社区

岳乃余家庭 诸城市龙都街道兰家村社区

孔令绍家庭 曲阜市鲁城街道大成社区

谢立亭家庭 济宁市任城区阜桥街道新刘庄社区

张丽红家庭 东平县东平街道龙山社区

隋书良家庭 乳山市城区街道幸福社区

辛兴芬家庭 莒县城阳街道岳家村社区

朱呈镕家庭 临沂市兰山区银雀山街道兰田玉园

社区

梁兆利家庭 沂南县依汶镇后峪子村

刘兴德家庭 临邑县邢侗街道广场社区

念以新家庭 聊城市经济开发区东城街道辛屯

社区

李洪波家庭 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利民社区

郭良营家庭 菏泽市牡丹区东城街道杨庄社区

张景宪家庭 菏泽市开发区佃户屯街道张和庄

社区

河南省
薛 荣家庭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街道康宁街

社区

付会斌家庭 洛阳市西工区王城路街道芳林南路

社区

王春玉家庭 登封市嵩阳街道日珍街社区

臧莲凤家庭 偃师市槐新街道槐庙社区

李江福家庭 林州市茶店镇辛店村

王淑香家庭 滑县道口镇街道解放南路社区

王晓静家庭 舞钢市垭口街道石门郭村

梅 竹家庭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街道安平路

社区

买世蕊家庭 新乡市卫滨区南桥街道锦绣社区

张彦光家庭 鹤壁市山城区长风中路街道东一巷

社区

杜雪娥家庭 焦作市中站区李封街道紫荆社区

耿风泉家庭 辉县市城关街道冯庄村

张冬香家庭 焦作市山阳区艺新街道成丰路社区

王 峰家庭 永城市太丘乡刘楼村

刘忠太家庭 信阳市浉河区五星街道七里棚社区

代玉建家庭 兰考县仪封乡代庄村

宋丽萍家庭 濮阳市华龙区中原路街道瑞景社区

王克华家庭 信阳市浉河区车站街道六里棚社区

段巧玲家庭 长葛市长兴路街道楚寨社区

姚海军家庭 南阳市卧龙区车站街道新西南社区

杜广云家庭 南召县留山镇大沟村

郑海婷家庭 渑池县城关镇苏湾村

李鹏举家庭 济源示范区沁园街道济合苑社区

湖北省
张定宇家庭 武汉市硚口区古田街道古三社区

杨昌林家庭 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道武大文理

学部社区

赵福兰家庭 宜城市郑集镇八庙村

易从梅家庭 远安县鸣凤镇北门村

徐秋莲家庭 大冶市东风路街道铜草花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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