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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镇江市委文件
镇发〔2018〕31号

中共镇江市委 镇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命名 2015—2017年度镇江市

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校园
文明镇文明村的决定

各市、区委和人民政府，镇江新区、高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

市委各部委办局，市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各直属单位：

2015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全市各地各部

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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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公民文明素质和城乡

文明程度持续提升，在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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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涌现出一批各项事业协

调发展、精神文明创建成效突出的先进典型。为褒奖和激励先

进，市委、市政府决定，授予镇江市供电系统等 109个系统“镇

江市文明行业”称号，镇江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等 542个单

位“镇江市文明单位”称号，丹阳市云阳街道凤凰新村社区等

120 个社区“镇江市文明社区”称号，江苏省镇江中学等 104

个校园“镇江市文明校园”，句容市后白镇等 26个镇“镇江市

文明镇”称号，扬中市新坝镇立新村等 101个村“镇江市文明

村”称号。

希望入选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发挥榜样表率作用，

当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各地、各行业、

各单位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锲而不舍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兴起新一

轮精神文明创建热潮，着力提升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为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文明城市和“强富美高”新镇江作出更

大贡献。

附件：2015—2017年度市级文明系列单位名单

中共镇江市委

镇江市人民政府

2018年 12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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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5—2017年度市级文明系列单位名单

一、文明行业

（一）全行业

镇江市供电系统（丹阳、句容、扬中）

镇江市邮政系统（丹阳、句容、扬中）

镇江市气象系统（丹阳、句容、扬中、丹徒）

镇江海关系统

镇江海事系统

镇江市检察系统（丹阳、句容、扬中、丹徒、京口、润州、

新区）

镇江市烟草系统（丹阳、句容、扬中、丹徒）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系统（丹阳、句容、

扬中、丹徒）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系统（丹阳、

句容、扬中）

镇江市审计系统（丹阳、句容、扬中、丹徒、京口、润州、

新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系统（丹阳、句容、扬

中）

（二）市直行业



— 4 —

镇江市税务系统

镇江市交通运输系统

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

镇江市民政系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系统

镇江市粮食系统

镇江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

镇江市质量技术监督系统

镇江市卫计委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镇江市中心支行系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分行系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系统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分公司系统

镇江市教育系统

镇江市法院系统

（三）各市（区）行业

丹阳市税务系统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丹阳市物价系统

丹阳市国土资源系统

丹阳市公安系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系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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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丹阳市支行系统

丹阳市卫计委系统

丹阳市交通运输系统

句容市卫计委系统

句容市财政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句容市支行系统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句容支公司系统

句容市城市管理系统

句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

扬中市税务系统

扬中市国土资源系统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公司系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行系统

扬中市财政系统

江苏扬中农村商业银行系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行系统

扬中市法院系统

扬中市卫计委系统

镇江市丹徒区税务系统

镇江市丹徒区环境保护系统

镇江市丹徒区国土资源系统

镇江市丹徒区卫计委系统

镇江市丹徒区物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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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丹徒区财政系统

镇江市丹徒区水利农机系统

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镇江市京口区公安系统

镇江市京口区环境保护系统

镇江市京口区卫计委系统

镇江市京口区城市管理系统

镇江市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镇江市京口区国土资源系统

镇江市京口区交通运输系统

镇江市京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

镇江市润州区教育系统

镇江市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系统

镇江市润州区国土资源系统

镇江市润州区公安系统

二、文明单位

（一）丹阳市

丹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丹阳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丹阳市税务局云阳税务分局

丹阳市税务局曲阿税务分局

丹阳市税务局界牌税务分局

丹阳市税务局司徒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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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税务局延陵税务分局

丹阳市税务局陵口税务分局

丹阳市税务局吕城税务分局

丹阳市税务局皇塘税务分局

丹阳市税务局访仙税务分局

丹阳市税务局丹北税务分局

丹阳市国土资源局新区分局

丹阳市云阳街道财政分局

丹阳市司徒镇卫生院

丹阳市延陵镇卫生院

丹阳市延陵镇财政分局

丹阳市珥陵镇财政所

丹阳市珥陵镇卫生院

丹阳市公安局导墅派出所

丹阳市国土资源局丹南分局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丹阳市公安局吕城派出所

丹阳市访仙镇财政所

江苏天工工具有限公司

丹阳市公安局埤城派出所

丹阳市公安局新桥派出所

丹阳市人才流动服务中心

中共丹阳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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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九曲河枢纽管理处

丹阳市规划局

丹阳市图书馆

丹阳市人民医院

丹阳市中医院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丹阳市公路管理处

丹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

丹阳市佳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

丹阳市公安局南环路派出所

丹阳市公安局横塘派出所

丹阳市公安局司徒派出所

丹阳市司徒镇财政和资产管理局

丹阳市水利局珥陵水利管理服务站

丹阳市公安局珥陵派出所

丹阳市皇塘镇财政分局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皇塘分局

丹阳市公安局皇塘派出所

丹阳市吕城镇财政分局

江苏省镇江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陵口分局



— 9 —

丹阳市国土资源局滨江分局

丹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丹北分局

丹阳市丹北交通运输综合管理所

丹阳市埤城中心幼儿园

丹阳市公安局界牌派出所

丹阳市水利局界牌水利管理服务站

丹阳市科学技术局

丹阳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

丹阳市国土资源局云阳分局

丹阳市诚诚城市公共设施服务中心

丹阳市导墅镇财政分局

丹阳市发展改革和经济信息化委员会

丹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丹阳市信访局

丹阳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丹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110报警服务台

丹阳市消防大队云阳中队

丹阳市车船装饰件有限公司

丹阳市双峰格雷斯海姆有限公司

丹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丹凤集团

江苏云阳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丹阳经济开发区财政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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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

丹阳市滨江新城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界牌中队

丹阳市界牌中心幼儿园

丹阳市界牌卫生院

中国移动江苏公司丹阳分公司界牌营业部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界牌电信支局

江苏德翔聚氨座椅有限公司

江苏丹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后巷支行

江苏丹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桥支行

丹阳市公安局和平桥派出所

丹阳市水利局皇塘水利管理服务站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

（二）句容市

句容市行政审批局（原句容市行政服务中心）

江苏省句容市公路管理处

句容市运输管理处

句容市华通客运有限公司

句容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

句容市建设工程管理处

句容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句容市银鹏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句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句容市实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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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句容发电厂

江苏省句容市看守所

句容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句容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句容市税务局黄梅税务分局

句容市税务局茅山税务分局

句容市税务局后白税务分局

句容市税务局边城税务分局

句容市税务局下蜀税务分局

句容市华阳街道财政所

句容市国土资源局华阳国土资源所

句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华阳分局

句容市宝华镇财政所

句容市宝华镇卫生院

句容市国土资源局边城国土资源所

句容市边城卫生院

句容市茅山卫生院

句容市后白镇财政所

句容市后白镇村镇建设环保服务所

句容市天王镇财政所

句容市天王中心卫生院

句容市国土资源局天王国土资源所



— 12 —

句容市郭庄中心卫生院

江苏省句容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财政分局

句容市国土资源局经济开发区国土资源所

句容市公安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

句容市茅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句容市茅山风景区财政所

句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茅山分局

句容市边城镇财政所

句容市图书馆

句容市磨盘山林场

句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郭庄分局

句容市郭庄镇财政所

句容市国土资源局茅山风景区国土资源所

句容市茅山镇财政所

句容市白兔镇农业服务中心

句容市白兔镇财政所

句容市国土资源局郭庄国土资源所

江苏句容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句容市后白镇农业服务中心

句容市下蜀中心卫生院

句容市天王镇村镇建设环保服务所

句容市华阳街道办事处

句容市北山水库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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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市句容水库管理所

句容市林场

句容市森林警察大队

句容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句容分公司

句容市广播电视台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句容市公安消防大队

句容协鑫集成科技有限公司

句容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开发区中队

江苏兆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句容市公安局下蜀派出所

江苏拓科集团有限公司

（三）扬中市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

宜禾股份有限公司

扬中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扬中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扬中市税务局新坝税务分局

扬中市税务局三茅税务分局

扬中市税务局兴隆税务分局

扬中市税务局八桥税务分局

扬中市新坝镇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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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新坝镇中心幼儿园

扬中市新坝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扬中市国土资源局新坝分局

扬中市公安局新坝派出所

现代重工（中国）电气有限公司

镇江华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扬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区分局

扬中市财政局三茅街道分局

扬中市公安局城西派出所

扬中市油坊镇集镇管理所

江苏环太集团有限公司

扬中市国土资源局油坊国土资源所

江苏海纬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远东电讯电机有限公司

扬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油坊分局

扬中市国土资源局八桥国土资源所

扬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八桥分局

扬中市八桥中心卫生院

扬中市八桥财政所

扬中市西来桥镇水利农机站

扬中市西来桥中心幼儿园

镇江仁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镇江荣德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 15 —

江苏星河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亿能电气有限公司

扬中经济开发区兴隆卫生院

中共扬中市委党校

扬中市阀门厂有限公司

扬中市城市管理局

扬中市通达商业总公司

扬中市人民医院

扬中市妇幼保健所

扬中市卫生监督所

扬中市文化新村幼儿园

扬中市第一幼儿园

扬中市第二幼儿园

扬中市联合中心幼儿园

扬中市档案局

扬中市人才服务中心

扬中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扬中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扬中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总公司

扬中商城

江苏省扬中市公路管理处

江苏扬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市支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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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中支行营业室

扬中市环境监测站

长江南京航道局扬中航道管理处

向荣集团有限公司

扬中市公安消防大队

扬中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

扬中市总工会

扬中市实验幼儿园

扬中市兴隆中心幼儿园

大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扬中市八桥镇城镇管理所

扬中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

扬中市三茅街道经济服务中心

扬中市三茅中心幼儿园

扬中市国土资源局西来桥国土资源所

中国人民银行扬中市支行

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扬中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镇江市扬中地方税务局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管理所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扬中分中心

扬中市新坝镇集镇管理所

扬中市油坊镇卫生院

（四）丹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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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宝堰分局

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资分局

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辛丰分局

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宜城分局

镇江市丹徒区运输管理处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财政所

镇江市公安消防支队丹徒区大队

镇江市丹徒区人民医院

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上党派出所

镇江市公安局丹徒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镇江市丹徒区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镇江市丹徒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镇江市丹徒区图书馆

新四军四县抗敌总会纪念馆

丹徒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丹徒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丹徒区税务局辛丰税务分局

丹徒区税务局谷阳税务分局

丹徒区税务局宝堰税务分局

丹徒区税务局高资税务分局

丹徒区税务局上党税务所

镇江市丹徒区大港汽车轮渡管理处

镇江市丹徒区文化广电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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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许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镇江市丹徒区高资中心卫生院

共青团镇江市丹徒区委员会

镇江市丹徒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镇江市丹徒区统计局

镇江市丹徒区妇女联合会

镇江市丹徒区长山提水站管理处

镇江市丹徒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卫生院

江苏百瑞吉新材料有限公司

镇江市丹徒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镇江市丹徒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上党分局

镇江市丹徒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五）京口区

镇江市规划局京口分局

镇江市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分局

镇江市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二分局

镇江市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三分局

镇江市京口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第四分局

镇江市京口区税务局

长江镇江通信管理处

镇江市国土资源局京口分局象山国土资源所

镇江市国土资源局京口分局谏壁国土资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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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国土资源局京口分局共青团农场国土资源所

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健康路派出所

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学府路派出所

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谏壁派出所

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大市口派出所

镇江市公安局京口分局九里街派出所

镇江市京口区四牌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江市京口区谏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江市京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镇江市京口区贺家弄幼儿园

镇江市实验幼儿园

镇江市京口区农业委员会

镇江市京口区史志档案办公室

镇江市京口区环境卫生管理所

镇江市京口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京口支行

镇江市京口区农联农村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鼎胜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原镇江鼎胜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市京口区人民法院

镇江市京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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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海宏森（江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市公安消防支队京口区大队

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司

（六）润州区

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

镇江市润州区环境保护局

镇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润州大队

镇江市润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镇江市润州区物价局

镇江市润州区水利局

镇江市润州区税务局

镇江市公安消防支队润州区大队

镇江市润州区妇幼保健所

镇江市润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黄山所

镇江市润州区土地房屋开发总公司

镇江市中山西路幼儿园

镇江市金莲食品有限公司

镇江市七里供销合作社

镇江市润州区黎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镇江市佬土火锅有限公司

镇江市润州区科技局

镇江市国土资源局润州分局蒋乔中心所

镇江市公安局润州公安分局宝塔路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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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镇江新区

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

镇江新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原镇江新区行政服务中心）

镇江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区分院

上海红星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镇江分公司

江苏新越沥青有限公司

镇江雅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

镇江市公安局新区分局大港派出所

镇江市公安局新区分局丁岗派出所

镇江市公安局新区分局姚桥派出所

镇江市公安局新区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镇江市消防支队新区大队

镇江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镇江新区新闻中心

镇江新区平昌新城邻里中心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金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八）镇江高新区

镇江市五峰茶场

江苏美佳马达有限公司

江苏省镇江船厂(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九）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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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镇江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镇江市委办公室

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镇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政协镇江市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镇江市委组织部

中共镇江市委政法委

镇江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镇江市司法局

镇江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镇江市财政局

镇江市工商局

镇江市科学技术局

镇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镇江市水利局

镇江市商务局

镇江市机关管理局

镇江市物价局

镇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镇江市统计局

镇江市信访局

镇江市体育局

镇江市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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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镇江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镇江市地震局

镇江市总工会

镇江市妇女联合会

镇江市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镇江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镇江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镇江市市级机关中心幼儿园

镇江观海楼酒店有限公司

镇江市职工学校

镇江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中共镇江市委党校

共青团镇江市委员会

镇江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镇江国际饭店

镇江博物馆

镇江市图书馆

镇江市文化馆

镇江民间文化艺术馆

茅山新四军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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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美术馆（镇江画院）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

镇江市乒乓球运动学校

镇江市中心业余体校

镇江市体育科研所

镇江市文化广电产业集团

镇江市艺术剧院

镇江影剧院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

镇江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镇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

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

镇江市口腔医院

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镇江市卫生监督所

镇江市中心血站

镇江市急救中心

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镇江市第五人民医院）

镇江市中医院

江苏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镇江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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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镇江市谏壁抽水站管理处

镇江市长江河道管理处

镇江市防汛防旱抢险中心（原镇江市抗排工程公司）

镇江城市水利管理处

镇江市工程勘测设计研究院

镇江市粮食中转库

镇江市军粮供应中心（原镇江市军粮供应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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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

镇江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江苏省镇江监狱

镇江市司法局

镇江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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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休养所

镇江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三休养所

镇江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四休养所

镇江市救助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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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殡葬管理处

镇江市老年活动中心

镇江市体育馆

镇江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镇江边防检查站

长江航运公安局镇江分局

长江南京航道局镇江航道管理处

长江引航中心镇江引航站

镇江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镇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镇江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

镇江市税务局稽查局

镇江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镇江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京洲联信镇江税务师事务所（原江苏税联信税务师事务所

镇江有限公司）

镇江市财会干部学校

镇江市碧榆园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国家统计局镇江调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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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原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支

付中心）

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原镇江市社会保险基金征

缴管理中心）

镇江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

镇江市人才服务中心

镇江市劳动争议仲裁院

镇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镇江市人事考试考工中心

镇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务核算中心

镇江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档案管理中心

镇江市航道管理站

江苏省镇扬汽车轮渡管理处

镇江市运输管理处

镇江市区公路管理站

312国道镇江段公路管理站

镇江市地方海事局

镇江市交通工程建设管理处

镇江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江苏省谏壁船闸管理所

江苏省镇江市航道管理处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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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铁路局镇江站

镇江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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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江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镇江市墙材革新与散装水泥办公室（原镇江市墙材革新与

建筑节能管理办公室）

镇江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中心（原镇江市药品检验所）

镇江市餐饮安全监督所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谏壁发电厂

江苏恒顺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中福马机械有限公司

镇江宴春酒楼有限公司

镇江建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京口饭店

镇江市伯先公园

镇江市公共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镇江市地产经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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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西津渡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镇江市规划展示馆管理有限公司

镇江大市口广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朱方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市和信商务策划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城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九华物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

镇江市城市绿化工程养护处

镇江市金山公园

镇江市焦山公园

镇江市北固公园

镇江南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镇江市河滨公园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城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镇江监管分局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市中心支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镇江市分行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镇江中心支公司

镇江市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镇江市建设工程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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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房产登记管理中心

镇江市给排水管理处

镇江市直属房产管理处

镇江市自来水公司

镇江市白蚁防治所

中交二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镇江建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镇江市排水管理处

江苏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镇江市水业总公司

镇江市征地事务所

镇江市土地勘测事务所

镇江市市政设施管理处

镇江市路灯管理处

镇江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

镇江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镇江市城镇垃圾处理费征收处

镇江市公共停车管理处

镇江市户外广告及灯光设置管理处

光大环保能源（镇江）有限公司

镇江市教育会计结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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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科技大学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镇江市少年宫

镇江市教育信息化中心

镇江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镇江市老年大学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镇江市消防支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镇江军分区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船艇学院船艇教练大队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镇江市支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 73860部队

镇江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三、文明社区

（一）丹阳市

丹阳市云阳街道凤凰新村社区

丹阳市云阳街道云阳桥社区

丹阳市云阳街道万善园社区

丹阳市云阳街道凤美新村社区

丹阳市云阳街道公园新村社区

丹阳市云阳街道中山路社区

丹阳市云阳街道华南新村社区

丹阳市云阳街道新民中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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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云阳街道大定船社区

丹阳市云阳街道市民广场社区

丹阳市云阳街道朝阳新村社区

丹阳经济开发区车站社区

丹阳经济开发区高楼社区

丹阳经济开发区善巷社区

丹阳市界牌镇界中社区

丹阳市司徒镇东风社区

丹阳市云阳街道华都锦城社区

丹阳经济开发区双庙社区

丹阳经济开发区史巷社区

丹阳经济开发区锦湖社区

丹阳经济开发区毛家社区

丹阳市界牌镇界西社区

（二）句容市

句容市崇明街道梅花社区

句容市崇明街道葛仙社区

句容市崇明街道东门社区

句容市崇明街道中凌社区

句容市崇明街道新村社区

句容经济开发区西庙社区

句容市崇明街道河滨社区

句容市崇明街道马扎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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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经济开发区杨塘岗社区

句容经济开发区寨里社区

（三）扬中市

扬中市三茅街道中桥社区

扬中市三茅街道文化新村社区

扬中市三茅街道广宁社区

扬中市西来桥镇幸福社区

扬中市新坝镇新坝社区

扬中经济开发区三跃社区

扬中市三茅街道新扬社区

（四）丹徒区

镇江市丹徒区宜城街道缪家甸社区

（五）京口区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街道古城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街道鼓楼岗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街道华润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街道老北门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街道米山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街道双井路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街道千秋桥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街道大学山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街道东桃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街道梦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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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街道气象里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街道尚友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街道桃花坞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街道田家门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正东路街道焦顶山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正东路街道贺家弄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正东路街道酒海街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正东路街道宝塔山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正东路街道江科大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岘山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正东路街道京口路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四牌楼街道香江花城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四牌楼街道江滨新村第一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四牌楼街道阳光世纪花园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四牌楼街道民主新村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四牌楼街道江滨新村第二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丹徒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学府路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长江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东城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东风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景阳山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谏壁街道粮山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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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京口区谏壁街道月湖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谏壁街道西街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谏壁街道东街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街道东吴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大市口街道高桥北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四牌楼街道虹桥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健康路街道健康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孟诚社区

镇江市京口区象山街道焦山社区

（六）润州区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光华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天和星城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五里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朱方路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七里甸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万科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银山门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杨家门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红光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京畿路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黑桥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宝塔路街道电力路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宝塔路街道黄山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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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润州区宝塔路街道黎明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宝塔路街道运河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宝塔路街道李家大山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宝塔路街道金桥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宝塔路街道车站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街道宝平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南山街道五凤口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四圩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七里甸街道新城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西津古渡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金山街道迎江路中心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宝塔路街道凤鸣新村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宝塔路街道润州花园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桃园第一社区

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金山社区

（七）镇江新区

镇江新区大港街道凤凰社区

镇江新区丁卯街道武将社区

镇江新区丁卯街道马家山社区

镇江新区丁卯街道丁卯社区

镇江新区丁卯街道潘宗社区

镇江新区平昌中心社区新瑞社区

镇江新区平昌中心社区新润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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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镇江高新区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凤凰家园社区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严庄社区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七里社区

四、文明校园

（一）丹阳市

丹阳市司徒中心小学

丹阳市匡亚明小学

丹阳市新桥中心小学

丹阳市埤城中心小学

丹阳市吕城中心小学

丹阳市珥陵中心小学

丹阳市行宫中心小学

丹阳市陵口中心小学

丹阳市界牌中心小学

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丹阳市吕叔湘中学

丹阳市第三中学

丹阳市云阳学校

丹阳市第六中学

丹阳市华南实验学校

丹阳市第八中学

丹阳市第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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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阳市实验小学

丹阳市吴塘实验学校

丹阳市蒋墅中心小学

丹阳市全州学校

丹阳市运河中心小学

丹阳市吕城初级中学

丹阳市访仙中心小学

丹阳市练湖中心小学

丹阳市前艾小学

丹阳市实验学校

丹阳市鹤溪中学

（二）句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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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容市实验高级中学

句容市华阳中心小学

句容市边城中心小学

句容市行香中心小学校

句容市后白镇中心小学校

句容市后白中学

句容市袁巷镇中心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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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市天王中心小学

句容市郭庄镇中心小学

江苏省句容经济开发区中心小学校

句容市行香中学

句容市宝华中心小学校

句容市下蜀中心小学校

句容市二圣中心小学校

句容市黄梅镇中心小学校

句容市河滨路小学

（三）扬中市

扬中市新坝中心小学

扬中市联合中学

扬中市外国语中学

扬中市丰裕中心小学

江苏省扬中高级中学

扬中市兴隆中心小学

扬中市外国语小学

扬中市八桥中心小学

扬中市第一中学

扬中市实验小学

（四）丹徒区

江苏省大港中学

镇江市丹徒区辛丰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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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丹徒实验学校

镇江市丹徒区石马中心小学

镇江市丹徒区高资中心小学

镇江市丹徒区宜城中学

镇江市丹徒区三山中学

（五）京口区

镇江市中山路小学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镇江市实验小学

镇江市八叉巷小学

镇江市红旗小学

镇江市京口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江滨实验小学

镇江市京口中学

镇江市桃花坞小学

镇江市香江花城小学

镇江市恒顺实验小学

（六）润州区

江苏省润州中等专业学校

镇江实验学校

镇江市宝塔路小学

镇江市孔家巷小学

镇江市桃园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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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州区实验小学

（七）镇江新区

镇江市丁卯中心小学

镇江新区科技新城实验学校

镇江新区实验小学

镇江市大港中心小学

镇江新区平昌小学

镇江市大路实验学校

（八）市直

江苏省镇江中学

江苏省镇江第一中学

江苏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

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镇江市第三中学

镇江市第四中学

镇江市第六中学

镇江市实验初级中学

镇江市江南学校

镇江市外国语学校

镇江市特教中心

镇江市索普初级中学

镇江崇实女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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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技师学院

镇江市体育运动学校

五、文明镇

（一）丹阳市

丹阳市吕城镇

丹阳市皇塘镇

丹阳市珥陵镇

丹阳市访仙镇

丹阳市陵口镇

丹阳市丹北镇

丹阳市导墅镇

丹阳市延陵镇

（二）句容市

句容市后白镇

句容市下蜀镇

句容市边城镇

句容市郭庄镇

句容市天王镇

句容市白兔镇

句容市茅山镇

（三）扬中市

扬中市新坝镇

扬中市油坊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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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八桥镇

扬中市西来桥镇

（四）丹徒区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

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

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

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

（五）镇江新区

镇江新区大路镇

镇江新区姚桥镇

镇江新区丁岗镇

六、文明村

（一）丹阳市

丹阳经济开发区晓星村

丹阳市云阳街道城南村

丹阳市云阳街道汤甲村

丹阳市云阳街道迈村村

丹阳市司徒镇谭巷村

丹阳市司徒镇杏村村

丹阳市延陵镇九里村

丹阳市延陵镇行宫村

丹阳市延陵镇利民村

丹阳市皇塘镇皇塘村



— 44 —

丹阳市皇塘镇大南庄村

丹阳市皇塘镇鹤溪村

丹阳市丹北镇前巷村

丹阳市丹北镇金桥村

丹阳市丹北镇长春村

丹阳市丹北镇常兴村

丹阳市导墅镇东河村

丹阳市吕城镇河北村

丹阳市吕城镇花龙村

丹阳市陵口镇郑店村

丹阳市访仙镇草塘村

丹阳市访仙镇双茆村

丹阳市司徒镇固村

丹阳市吕城镇河南村

丹阳市访仙镇红光村

丹阳市访仙镇杨城村

丹阳市珥陵镇积庆村

丹阳市云阳街道九房村

丹阳经济开发区建山村

丹阳经济开发区联观村

丹阳市皇塘镇丁桥村

（二）句容市

句容市华阳街道下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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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容市下蜀镇亭子村

句容市下蜀镇沙地村

句容市白兔镇行香村

句容市茅山镇丁家边村

句容市边城镇佴池村

句容市后白镇后白村

句容市后白镇张庙村

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村

句容市郭庄镇虬北村

句容经济开发区南巷村

句容经济开发区杜家山村

句容市华阳街道南亭村

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

句容市郭庄镇谢桥村

句容市边城镇陈武村

句容市天王镇唐陵村

句容市后白镇西冯村

句容市茅山风景区潘冲村

句容市白兔镇中心村

句容经济开发区九华村

句容市下蜀镇祝里村

句容市白兔镇白兔村

（三）扬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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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新坝镇立新村

扬中市新坝镇新治村

扬中市新坝镇新安村

扬中市新坝镇双新村

扬中市新坝镇向阳村

扬中市油坊镇邻丰村

扬中市油坊镇长旺村

扬中市八桥镇红光村

扬中市八桥镇利民村

扬中市西来桥镇西来村

扬中经济开发区双跃村

扬中市三茅街道指南村

扬中市三茅街道企东村

扬中市新坝镇红联村

扬中市八桥镇永胜村

扬中市经济开发区福源村

扬中市三茅街道友好村

扬中市三茅街道中华村

（四）丹徒区

镇江市丹徒区宜城街道西麓村

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槐荫村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先锋村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世业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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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唐驾庄村

镇江市丹徒区辛丰镇辛丰村

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薛村村

镇江市丹徒区荣炳盐资源区曙光村

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四方桥村

镇江市丹徒区江心洲生态农业园区五套村

镇江市丹徒区宝堰镇宝堰村

镇江市丹徒区宝堰镇鲁溪村

镇江市丹徒区高桥镇康泰村

镇江市丹徒区谷阳镇金河村

镇江市丹徒区高资街道厚固村

镇江市丹徒区上党镇上党村

（五）京口区

镇江市京口区谏壁街道雩山村

镇江市京口区谏壁街道东京村

镇江市京口工业园区上堭村

（六）润州区

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街道平山村

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街道官塘桥村

镇江市润州区官塘桥街道秀山村

（七）镇江新区

镇江新区姚桥镇儒里村

镇江新区姚桥镇石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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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新区丁岗镇留村

（八）镇江高新区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大桥村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五洲山村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嶂山村

镇江高新区蒋乔街道鲇鱼套村

抄送：在镇各有关单位。

中共镇江市委办公室 2018年 12月 2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