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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暨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竞赛获奖名单

四川省：
四川省红十字会
成都市人民政府
成都市红十字会
内江市红十字会
达州市红十字会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郫都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温江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大邑县人民政府
成都市金堂县人民政府
成都市蒲江县人民政府
成都市新津县人民政府
崇州市人民政府
绵阳市游仙区人民政府
成都市武侯区红十字会
成都市龙泉驿区红十字会
成都市青白江区红十字会
成都市金牛区红十字会
成都市郫都区红十字会
成都市青羊区红十字会
成都市温江区红十字会
成都市双流区红十字会
成都市新都区红十字会
成都市成华区红十字会
成都市大邑县红十字会
成都市金堂县红十字会
成都市蒲江县红十字会
成都市新津县红十字会
崇州市红十字会
雅安市名山区红十字会
绵阳市游仙区红十字会
内江市市中区红十字会
内江市东兴区红十字会
隆昌市红十字会
威远县红十字会
成都市青白江区教育局
成都市金堂县教育局
成都市新都区教育局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
成都市蒲江县教育局
成都市成华区教育局
成都市青白江区卫生健康局
成都市青白江区工商业联合会
成都市金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雅安市名山区教育局
绵阳市游仙区教育和体育局
内江市市中区教育和体育局
内江市东兴区教育和体育局
隆昌市教育和体育局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

和街道办事处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

羊街道办事处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芳

草街街道办事处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丹

景街道办事处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

板凳镇人民政府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合

作街道办事处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

园街道街道办事处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桂

溪街道办事处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肖

家河街道街道办事处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

岔街道办事处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芦

葭镇人民政府
达州市大竹县石桥铺镇人民

政府
内江市市中区龙门镇人民政

府
内江市东兴区西林街道办事

处
内江市市中区玉溪街道办事

处
内江市东兴区东兴街道办事

处
内江市市中区牌楼街道牌楼

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内江市资中县重龙镇东林社

区居民委员会
隆昌市古湖街道办事处
威远县严陵镇荷花街社区
广元市利州区北街小学
广元市旺苍县佰章小学
广元市利州区大东英才学校
达州市第一中学
达州市职业高级中学
达州市通川区第八中学
达州市通川区第一小学
达州新世纪学校
达州中学

达川中学
达州市达川区三里小学
达州市达川区逸夫小学
四川省名山中学蒙山校区
开江中学
内江市第三中学校
内江市东兴区五星小学校
内江市东兴初级中学校
内江市实验小学校
内江市第十三小学校
内江市第十小学校
内江市东兴区外国语小学校
雅安市名山区第三中学
中国工农红军四川雅安名山

百丈红军小学
雅安市名山区车岭镇中心小

学
雅安市名山区实验小学
达州市中心医院
达州市渠县人民医院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达州市通川区红十字元达联

合医院
达州市宣汉县第三人民医院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万源市中心医院
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江苏省红十字会
南京市红十字会
南通市红十字会
盐城市红十字会
南京市玄武区红十字会
南京市秦淮区红十字会
南京市建邺区红十字会
南京市鼓楼区红十字会
南京市栖霞区红十字会
南京市浦口区红十字会
昆山市红十字会
南通市通州区红十字会
常州市武进区红十字会
丹阳市红十字会
句容市红十字会
无锡市梁溪区红十字会
盐城市盐都区红十字会
南京市栖霞区教育系统红十

字会
东台市教育红十字会
盐城市盐都区教育红十字会
南京市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

卫生健康和民政局
丹阳市教育局
盐城市盐都区教育局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双塘

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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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

门办事处
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政府秦虹

办事处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浦口区星甸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浦口区永宁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浦口区沿江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六合区大厂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浦口区泰山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浦口区顶山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建康路小学
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
南京市金陵小学
南京市溧水区状元坊小学
南通大学
南通市通州区通州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
盐城市腾飞路小学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小学
盐城市神州路初中
盐城市龙冈小学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盐城工学院
盐城师范学院
盐城市经贸高级职业学校
盐南高新区伍佑初级中学

盐城市建湖县城南实验初中
教育集团

盐城市建湖县上冈实验初级
中学

盐城市亭湖区新洋实验小学
江苏东台中等专业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通州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小学
江苏省西亭高级中学
江苏省通州中等专业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金郊初级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江苏省平潮高级中学

浙江省：
浙江省红十字会
杭州市红十字会
绍兴市红十字会
杭州市萧山区红十字会
杭州市下城区红十字会
杭州市西湖区红十字会
杭州市江干区红十字会
绍兴市上虞区红十字会
台州市黄岩区红十字会
杭州市萧山区北干初级中学
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中心小

学
杭州市萧山区湘湖初级中学
杭州市萧山区南都小学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
吴兴高级中学
湖州交通技师学校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小学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
绍兴市上虞外国语学校
绍兴市上虞区春晖外国语学

校

上海市：
上海市红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青浦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徐汇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普陀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红十

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新村街

道红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红十

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红十

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龚路中心小

学

福建省：
福建省红十字会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三明市农业学校
莆田市第九中学
武夷学院

辽宁省：
辽宁省红十字会
沈阳市红十字会
沈阳市沈河区红十字会
沈阳市铁西区红十字会
沈阳市皇姑区红十字会
沈阳市大东区红十字会
葫芦岛市龙港区红十字会
沈阳市和平区卫生健康局
沈阳市和平区教育局
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一校
沈阳市浑南区红十字会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葫芦岛市实验中学
葫芦岛市龙港区风华中学
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
葫芦岛市第三实验小学
葫芦岛市龙港区南苑小学
葫芦岛市龙港区实验小学
辽宁何氏医学院。

河南省：
郑州市红十字会
新郑市红十字会
郑州市金水区红十字会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郑东新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金水区南

阳路街道工作委员会
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九中学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郑州市第十八中学
郑州市第十九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四十七中学
郑州市信息技术学校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郑州信息科技职业学院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薛红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陕西省：
西安市红十字会
西安市鄠邑区红十字会
西安市雁塔区红十字会
西安市阎良区红十字会
咸阳市泾阳县红十字会
西北工业大学附属中学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翠华路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育才中学
西安市莲湖区郝家巷小学
西安市鄠邑区教育和科学技

术局学校卫生保健所。

山东省：
济南市红十字会
济南市章丘区红十字会
滨州市滨城区红十字会
滨州市滨城区北镇街道办事

处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道办事

处
滨州市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

处
滨州市滨城区市西街道办事

处
滨州市滨城区杨柳镇人民政

府
滨州市滨城区三河湖镇人民

政府
滨州市滨城区市中街道办事

处
鲁中中等专业学校
东营市职业学院
东营市实验中学
东营区第一中学
东营区文苑学校。

河北省：
河间市教育体育局
河北中医学院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师范大学
石家庄铁道大学
河北医大临床学院
沧州市献县第三实验小学
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实验

小学
黄骅市神农居医院。

北京市：
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红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红十字会

天津市：
天津市津南区红十字会
天津市津南区学校卫生保健

所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二中

学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三中

学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五中

学
天津市津南区教育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青秀区红十字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回族自治州红十字会
昌吉市红十字会
阜康市红十字会
昌吉市教育局
玛纳斯县红十字会
阜康市第一小学
阜康市厦门实验小学。

云南省：
蒙自市光澜街道复兴社区居

民委员会

贵州省：
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红十

字会
关岭自治县民族高级中学
关岭自治县顶云街道中心小学
关岭自治县综合性高级中学
关岭自治县民族中等职业学校

江西省：
上饶师范学院
上饶卫生学校
上饶市玉山县冰溪镇初级中学
上饶市铅山县第二中学
上饶市横峰中学
上饶市余干县第五中学
德兴市职业中专学校

单位组织奖一等奖 单位组织奖二等奖 单位组织奖三等奖
四川省：
达州市红十字会
南充市红十字会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田

街道办事处
内江市市中区凌家镇中心小学

校
隆昌市石燕桥镇中心学校
隆昌市第二中学
威远县严陵中学
威远县凤翔中学
威远县河东街小学
威远县河北街小学
威远县严陵镇中心校
威远县威远县实验小学
雅安市名山区红星镇中心小学
达州市大竹县职业中学
达州市开江县甘棠中学
达州市宣汉县第二人民医院
达州市宣汉县中医院
达州市开江县中医院
达州市开江县人民医院

江苏省：
无锡市红十字会
苏州市红十字会
常州市红十字会
南京市溧水区红十字会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红十字会
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鼓楼区宁海路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鼓楼区凤凰街道办事处
南京市鼓楼区宝塔桥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鼓楼区小市街道办事处
南京市鼓楼区幕府山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浦口区盘城街道办事处
南京市六合区程桥街道红十字

会
南京市六合区马鞍街道红十字

会
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红十字

会
南京市六合区龙袍街道红十字

会
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红十字

会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农业大学实验小学
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
南京市长江路小学
南京市小营小学
南京市月苑第一小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

级中学
南京市金陵中学实验小学
南京市致远外国语小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

学北校区
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南京市栖霞中学
南京市栖霞区实验小学尧化街

校区
南京市金陵中学仙林分校中学

部
南京市中电颐和家园小学
南京市溧水区第三高级中学
南京市溧水区开发区小学
南京市溧水区实验小学崇文路

校区
江苏省东台中等专业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金乐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小学
南通市韬奋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级中

学
南通市锡通园区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姜灶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家纺城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川港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南通高新区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金北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通海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姜灶中学
江南大学
无锡太湖学院
无锡工艺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江南影视艺术学院
无锡卫生职业高等技术学校
盐城市潘黄实验学校
盐城市第一初级中学
盐城市中兴实验学校
盐城市盐都区实验初中

盐城市建湖县庆丰中学
盐城市亭湖区新区实验小学
盐城市亭湖区新洋第二实验小

学
南通市通州区金乐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小学
南通市韬奋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实验初级中

学
南通市锡通园区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姜灶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家纺城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川港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金沙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育才中学
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
南通高新区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金北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通海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姜灶中学
南京市老山林场

浙江省：
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初级中学
杭州市萧山区贺知章学校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
嵊州市崇仁中学
浙江省上虞中学
绍兴市上虞区实验中学
绍兴市上虞区鹤琴小学
绍兴市上虞区滨江小学
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中心小学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街道中学
绍兴市上虞区菘厦街道中心小

学
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中学
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中心小

学
绍兴市上虞区长塘镇中心小学
绍兴市上虞区百官重华小学
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中心小

学
绍兴市上虞区盖北镇中心小学

上海市：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西渡街

道办事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红

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新镇红十

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红

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塘桥街道红十

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洋泾街道红十

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红十

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杨新村街道

红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沪东新村街道

红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红

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上钢新村街道

红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南码头路街道

红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红

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明路街道红

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唐镇红十字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行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宣桥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祥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红十字
会

上海市浦东新区五三中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小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三灶学校
上海市浦东新区顾路小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小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上海市浦东医院

福建省：
莆田学院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闽北卫校

辽宁省：
沈阳市沈北新区红十字会
沈阳市苏家屯区红十字会
沈阳市辽中区红十字会
沈阳市法库县红十字会
沈阳市于洪区教育局
沈阳市皇姑区教育局
沈阳市沈河区风雨坛街道办事

处
沈阳市沈河区南塔街道办事处
沈阳市浑南区浑河站东街道办

事处
沈阳市浑南区白塔街道办事处
沈阳市第三十八中学
沈阳市培英中学
沈阳市皇姑区童晖小学
沈阳市兴东初级中学
东港市实验小学
凤城市第一中学

河南省：
河南省红十字会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四十四高级中学
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陕西省：
陕西省红十字会
西安市碑林区大学南路小学分

校
西安市莲湖区行知小学
西安市莲湖区希望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四十五中学
西安市雁塔区长安南路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吉祥路小学
西安市未央区枣园小学
西安市未央区三星小学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四小学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一小学

山东省：
山东省红十字会
济南市槐荫区红十字会
济南市历下区红十字会
东营区文汇街道红十字会
东营市育才学校

河北省：
沧州市运河区红十字会
沧州市青县人民医院
沧州市肃宁县梁家村中心卫生院

北京市：
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区直机

关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学校工

作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卫生工

作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国有企

业工作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红十字会侨联工

作委员会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天桥街道红十字

会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街道红十字

会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展览路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红十字

会
北京市西城区牛街街道红十字

会
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红十字

会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永外街道红十字

会

山西省：
山西省红十字会
长治市红十字会

重庆市：
重庆市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
重庆市忠县金鸡镇初级中学校
重庆市荣昌区荣昌中学宝城校

区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东风路小学
重庆市实验中学
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
重庆市綦江区隆盛小学
重庆市綦江区通惠中学
重庆市长寿区桃源小学
重庆市丰都县平都中学校
重庆市梁平区梁山小学
重庆市石柱县回龙中学校
重庆市开州区义和镇中心小学
重庆市黔江区民族中学校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第一小学
重庆市巫山师范附属小学
重庆市合川区嘉滨路小学
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

天津市：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小学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实验小学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五小学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七小学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实验中学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一小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阜康市第三小学
阜康市第五小学

安徽省：
阜南县人民医院

四川省：
广元市红十字会
绵阳市红十字会
雅安市红十字会
凉山彝族自治州红十字会
攀枝花市红十字会
彭州市红十字会
南部县红十字会
仪陇县红十字会
蓬安县红十字会
南充市高坪区红十字会
南充市顺庆区红十字会
西充县红十字会
达州市通川区红十字会
达州市达川区红十字会
万源市红十字会
达州市宣汉县红十字会
达州市大竹县红十字会
达州市开江县红十字会
万源市卫生健康局
达州市通川区卫生健康局
达州市达川区卫生健康局
达州市宣汉县卫生健康局
达州市大竹县卫生健康局
达州市开江县卫生健康局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玉

城街道办事处
广元市青川县七佛乡中小小学
广元市朝天区朝天中学
广元市苍溪县陵江三小
内江市第六小学校
隆昌市普润镇中心学校
隆昌市响石镇中心学校
隆昌市圣灯镇中心学校
隆昌市第八中学
隆昌市金鹅街道中心学校
内江市市中区永安镇初级中

学校
威远县新店中学
威远县城北中学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达州市宣汉县妇幼保健院
达州市宣汉县东乡镇卫生服

务中心

江苏省：
镇江市红十字会
南京市江宁区红十字会
南京市六合区红十字会
苏州市吴中区红十字会
苏州市相城区红十字会
苏州市吴江区红十字会
无锡市新吴区红十字会
建湖县红十字会
宜兴市红十字会
盐城市亭湖区红十字会
东台市教育系统红十字会
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街道办

事处
南京市鼓楼区中央门街道办

事处
南京市鼓楼区江东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鼓楼区热河南路街道

办事处南京市鼓楼区下关街道办
事处

南京市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办
事处

南京市六合区葛塘街道办事
处

南京市六合区长芦街道办事
处

新沂市红十字青少年工作委
员会

南京市洪武北路小学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南京市弘光中学
南京玄武外国语学校附属小

学
南京市中央路小学
南京市江东门小学
南京市河西外国语学校
南京市南湖第一小学
南京外国语学校青奥村小学
南京市伯乐中学
南京市第一中学马群分校
南京市炼油厂小学
南京市栖霞区摄山初级中学
南京市百家湖中学
南京市天景山中学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初级中学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科创园学校
南京市江宁区周岗学校
南京市潭桥小学
南京市觅秀街小学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中心小学
南京市江宁区龙都中心小学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中心小学
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学校
南京晓庄学院滨河实验学校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川港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新坝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初级中学
南通市理治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四安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东社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初级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文山初级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正场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十总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平东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二窎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袁灶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唐洪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英雄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兴东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李港小学
徐州市铜山区伊庄镇实验小学
徐州市铜山区利国实验小学
扬州市宝应县桃园小学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江阴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开放大学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南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
盐城市大冈小学
盐城市龙冈初级中学
盐城市冈中初级中学
盐城市鞍湖实验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兴仁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实验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川港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新坝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初级中学
南通市理治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四安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西亭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东社学校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二甲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平潮初级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刘桥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文山初级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正场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十总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平东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二窎中学
南通市通州区袁灶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唐洪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英雄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兴东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李港小学
南通市通州区第八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中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第三人民医院
南通市通州区先锋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南京市汤泉农场

浙江省：
宁波市红十字会
台州市红十字会
湖州市红十字会
宁波市镇海区红十字会
杭州市富阳区红十字会
嵊州市马寅初小学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绍兴市上虞区博文小学
绍兴市上虞区驿亭镇中心小

学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金近小

学
绍兴市上虞区谢塘镇中心小

学
绍兴市上虞区汤浦镇中心小

学
绍兴市上虞区小越中学
绍兴市上虞区沥海镇沥东小

学
绍兴市上虞区竺可桢中学
绍兴市上虞区章镇镇中学
绍兴市上虞区城北实验中学
绍兴市上虞区小越街道中学
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中学
绍兴市上虞区盖北镇中学

上海市：
上海市嘉定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闵行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松江区红十字会
上海市奉贤区奉城高级中学
上海市奉贤区西渡学校
上海市奉贤区实验小学
上海市奉贤区实验中学
上海市博文学校
上海市浦东新区第六师范附

属小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合庆中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进才实验小

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学校
上海市浦东新区高东中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第二小

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路中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工读学校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平中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万德小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大团小学
上海市南汇第三中学
上海市浦东新区老年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肺科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医疗急救中

心
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

心（北）
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

心（南）
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传染病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中医院
上海市周浦医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南医院

福建省：
漳州市红十字会
龙岩市红十字会
厦门市红十字救护培训中心
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红十

字会
福州市长乐区吴航街道洋锦

社区
福州市闽侯县甘蔗街道滨江

社区
福州市晋安区象园街道连辉

社区
福州市闽侯县职业中专学校
福州市晋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厦门市湖滨中学
厦门市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中学
厦门市集美上塘中学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中学
泉州市丰泽区实验小学
石狮市华侨中学
晋江市侨声中学
晋江市金山中学
三明市将乐县漠源学校
三明市将乐县杨时小学
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三明市建宁县第二实验小学
福建省仙游县第二中学
莆田市城厢区沟头小学
福建省闽北职业技术学院
宁德市民族中学
福州市平潭县第一中学
福州市平潭县城关中学
福州市平潭县实验小学
福州市闽侯县红十字医院
福州市永泰红十字医院
福州市罗源县医院
三明市将乐县总医院

辽宁省：
大连市中山区红十字会
葫芦岛市连山区红十字会
沈阳市浑南区东湖街道办事

处
沈阳市浑南区李相街道办事

处
沈阳市于洪区迎宾路街道办

事处
沈阳市第十九中学
沈阳市杏坛中学
沈阳市铁西区勋望小学（云

峰街）
沈阳市皇姑区航空实验小学
沈阳市皇姑区塔湾小学
沈阳市博才初级中学
丹东市元宝区中富小学
丹东市元宝区九道小学

河南省：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初级中学
郑州市扶轮外国语高级中学

陕西省：
咸阳市红十字会
西安市碑林区红十字会
西安市莲湖区红十字会
西安市长安区红十字会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西安市雁塔区燎原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大雁塔小学雁

南分校
西安市雁塔区东等驾坡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小学
西安市雁塔区七十八中学
西安市阎良区西飞第二小学
西安市阎良区迎宾小学
西安市高陵区高家小学

山东省：
东营市红十字会
泰安市红十字会
滨州市红十字会
济南市市中区红十字会
济南市历城区红十字会
济南市平阴县红十字会
济南市济阳区红十字会
东营市东营区红十字会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办事

处
济南市章丘区埠村街道办事

处
济南市章丘区刁镇街道办事

处
滨州市滨城区梁才街道办事

处
东营市垦利街道万光社区
东营市垦利街道胜兴社区
东营市永安镇惠丰社区
东营市利津县津苑社区
东营市利津县凤凰社区
山东广播电视大学
东营市丽景小学

河北省：
河北省红十字会
石家庄市红十字会
沧州市红十字会
石家庄市藁城区红十字会
石家庄市赞皇县红十字会
石家庄市鹿泉区红十字会
石家庄市赵县红十字会
石家庄市栾城县红十字会
石家庄市高邑县红十字会
石家庄市灵寿县红十字会
石家庄市桥西区红十字会
晋州市红十字会
新乐市红十字会
定州市红十字会
沧州市新华区车站街道南门

里社区红十字会
河北仁爱医养服务集团红十

字志愿服务工作基地

北京市：
北京市红十字会
北京市怀柔区红十字会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红莲

中里社区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小马

厂西社区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街道天宁

寺南里社区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东湖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垡头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机场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建外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劲松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六里屯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双井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小关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香河园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左家庄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奥运村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地区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常营地区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地区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东风地区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地区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地区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管庄地区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地区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地区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将台地区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地区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房地区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平房地区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地区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孙河地区红十

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地区

红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地区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地区红

十字会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地区红

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东华门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龙潭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街道红

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

红十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崇外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街道红十

字会
北京市第一五六中学
北京市西城区鸦儿胡同小学
北京市宣武外国语学校
北京市第三中学
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小学
北京市第六十六中学
北京市西城区西什库小学
北京市实验职业学校

重庆市：
重庆市红十字会
重庆市忠县红十字会
重庆市荣昌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巴南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长寿区红十字会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红十字会

山西省：
太原市红十字会
运城市红十字会
临汾市红十字会
襄垣县红十字会
太原市卫生学校
山西师范大学
山西师大临汾学院
山西管理职业学院
山西省浮山中学校
临汾市第八中学校
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

（下转十二版）

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暨红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竞赛是“五八”博爱周期间的一
项重要活动，旨在向全社会普及应对新冠疫情防控的知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
红十字精神，努力提高全社会风险防范意识和应急救护能力，进一步扩大红十字会的
影响力。活动自今年4月中旬启动以来，得到了全国各级红十字会、特别是广大青少年
学生的积极响应，共发放试卷187万余份，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逾540万人参与答题。

10月14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总会报刊社承办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暨红
十字应急救护知识竞赛结果揭晓，共200名个人奖获得者被随机抽出；其中，一等奖40
名、二等奖60名、三等奖100名。四川省红十字会、江苏省红十字会、浙江省红十字会、
上海市红十字会等多家单位获最佳组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