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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红十字模范单位表彰名单
城乡社区

北京市
朝阳区安贞街道安华里社区
丰台区方庄街道芳古园一区第一社区
大兴区长子营镇留民营村
密云区大城子镇墙子路村
天津市
和平区新兴街道朝阳里社区
河西区陈塘庄街道
红桥区西沽街道水木天成第二社区
河北省
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爱孝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廊坊市广阳区爱民东道街道馨境界社区
沧州市献县河城街镇小屯村
衡水市景县温城乡苗高村
山西省
太原市迎泽区桥东街道南官坊社区
长治市平顺县青羊镇
临汾市大宁县昕水镇安古村
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兴隆巷街道清泉街社区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公园街道育才社区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东山街道望海社区
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党群服务中心

札萨克图社区
辽宁省
沈阳市大东区东站街道蓝山社区
大连市金普新区湾里街道翰林社区
阜新市细河区六家子管委会怡馨社区
辽阳市白塔区城南门街道新华社区
吉林省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新兴街道民

泰社区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九龙街道迎

月社区
通化市东昌区光明街道光复社区
黑龙江省
伊春市伊美区旭日街道林都社区
鸡西市鸡冠区东风街道中山社区
上海市
黄浦区豫园街道
金山区漕泾镇
奉贤区庄行镇
江苏省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春江社区
无锡市江阴市澄江街道君山社区
南通市如东县大豫镇大豫社区
盐城市射阳县合德镇虹亚社区
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葛巷社区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芙蓉社区
嘉兴市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玉兰社区
安徽省
宿州市埇桥区沱河街道韩池孜社区
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千坪村
芜湖市鸠江区官陡街道城东社区
黄山市黄山区甘棠镇龙北社区
福建省
莆田市荔城区镇海街道阔口社区
三明市三元区富兴堡街道富文社区
江西省
鹰潭市贵溪市花园街道贵化社区
景德镇市乐平市洎阳街道东湖名都社区
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思源社区
新余市渝水区新钢街道桂花社区
山东省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隐珠街道双珠路社区
淄博市张店区马尚街道齐悦国际社区
德州市乐陵市铁营镇兴隆社区
滨州市滨城区市中街道爱民社区
河南省
郑州市新郑市新村镇公主湖社区
新乡市牧野区荣校路街道荣校路社区
濮阳市华龙区胜利路街道盟城社区
漯河市临颍县石桥乡
湖北省
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街道东亭社区
黄石市下陆区东方山街道詹爱宇社区
宜昌市伍家岗区万寿桥街道港务社区
湖南省
永州市宁远县湾井镇东江村
株洲市荷塘区金山街道湘华社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河溪镇

河溪社区
广东省
河源市东源县义合镇下屯村
中山市小榄镇
江门市恩平市东成镇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兴宁区民生街道燕子岭社区
南宁市上林县乔贤镇龙头村
贵港市港北区贵城街道石羊塘社区
钦州市钦南区水东街道五里桥社区
重庆市
开州区厚坝镇
丰都县栗子乡栗子社区
垫江县桂阳街道天马社区
四川省
广元市利州区南河街道体育场社区
南充市顺庆区东南街道西湖街社区
内江市隆昌市普润镇
雅安市石棉县新棉街道川心店社区
贵州省
遵义市赤水市市中街道康佳社区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龙形街

道龙形社区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龙吟
镇硝洞村

云南省
昆明市呈贡区吴家营街道缪家营社区
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光明村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双龙营镇

仙人洞村
陕西省
西安市雁塔区长延堡街道西北政法大

学社区
渭南市华阴市岳庙街道华岳社区
延安市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
甘肃省
陇南市西和县西峪镇叶大社区
庆阳市西峰区学院路街道介子路社区
嘉峪关市钢城街道紫轩社区
张掖市山丹县清泉镇前窑社区
青海省
西宁市城中区人民街街道水井巷社区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街道玫瑰园社区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青山街道团结社区
固原市原州区开城镇柯庄村
中卫市中宁县新堡镇安定社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克苏地区阿克苏市红桥街道红桥社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博格达尔

镇幸福社区
和田地区墨玉县扎瓦镇英吾斯塘村
塔城地区塔城市新城街道东门外社区

学校

北京市
东城区西中街小学
北京市第八中学
北京大学医院
清华大学团委
北京拔萃双语学校
天津市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天津市第四十二中学
天津市天津中学
天津医科大学党委学工部
河北省
石家庄市第九中学
邢台市襄都区晏家屯中学
燕山大学里仁学院
山西省
太原工业学院后勤保障部
大同大学办公室
内蒙古自治区
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第一中学
乌兰察布市艺术学校
内蒙古师范大学团委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生工作部
辽宁省
丹东市六纬路小学
大连育文中学
葫芦岛市第一中等职业技术专业学校
吉林省
吉林市永吉县第二实验小学
图们市第二小学校
辽源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
七台河职业学院医疗卫生系
黑河学院医院
上海市
上海市浦东新区建平南汇实验学校
上海市园南中学
上海市辽阳中学
上海公安学院团委
江苏省
泰州市大浦中心小学
扬州世明双语学校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宿迁学院团委
浙江省
绍兴市塔山中心小学
舟山市定海区大丰中心小学
丽水市莲都区天宁中学
湖州交通学校
安徽省
安徽中医药大学团委
安徽省淮北卫生学校
铜陵市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
福建省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厦门医学院团委
龙岩学院团委
武夷学院学生工作部
江西省
抚州市南城县实验中学
九江市德安县隆平学校
宜春市袁州区袁山学校
宜春学院团委
山东省
临沂市临沭县第六实验小学
济南市章丘区教师进修学校
滨州市高级技工学校
河南省
河南省潢川高级中学
周口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团委
湖北省
襄阳市红光小学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校医院
湖南省

长沙市长郡中学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广东省
华南师范大学团委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团委
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团委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明天学校
贵港市平南县平南街道第四初级中学
北部湾大学团委
重庆市
重庆市第六十六中学校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重庆市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
四川省
成都市迎宾路小学校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小金中学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学院
四川省甘孜卫生学校
贵州省
贵州城市职业学院团委
遵义师范学院团委
安顺学院团委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总务处
云南省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
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团委
云南大学团委
陕西省
西安市莲湖区郝家巷小学
宝鸡市石油中学
咸阳市长武县初级实验中学
安康市汉滨区张滩高级中学
甘肃省
平凉市第九中学
武威职业学院
兰州理工大学团委
青海省
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中宁县第十小学
宁夏中卫中学
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二小学
吐鲁番市托克逊县第二中学
哈密市第三中学
新疆财经大学团委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石河子大学护士学校

红十字志愿服务组织

北京市
北京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协会
北京红十字急救志愿联盟应急救援队
北京市延庆区红十字蓝天救援志愿服务队
天津市
中国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总队天

津市大队
天津市北辰区好榜样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天津市卫津荣耀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
河北省
河北南霸善行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河北仁爱医养服务集团红十字志愿服

务工作基地
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

务总队秦皇岛市分队
邯郸市魏县双井民政事业服务中心红

十字志愿服务队
山西省
山西省红十字军创公益应急救援志愿

服务队
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

务总队晋中市分队
晋城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总队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自治区南丁格尔志愿护理服务

总队
赤峰市红十字狼途应急救援队
扎兰屯市红十字会“小桔灯”人文关怀

志愿服务组织
通辽市红十字星光志愿服务队
辽宁省
大连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抚顺市聚沙公益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阜新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组织）捐

献志愿者俱乐部
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

务总队辽宁朝阳分队
吉林省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南丁格尔志愿护理

服务队
长春市红十字美吉志愿服务队
松原市红十字会志愿者服务队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红十字救在身边”德一志愿

服务队
海伦市红十字阳光志愿者协会
上海市
上海静安区陆金弟“双疏”红十字志愿

服务队
上海市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红十字志

愿服务队
上海市青浦区红十字“阳光爱心团”社

区志愿服务队
上海市崇明区建设镇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江苏省
宜兴市红十字会宜小红志愿者服务队
连云港市红十字救援队

镇江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浙江省
中国红十字（浙江）心理救援队
浙江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工作志愿服务

队
杭州红十字狼群救援队
东阳市红十字救援队
湖州红十字志愿者宣传服务队
安徽省
淮南市红十字会“好人”朱士兵志愿服

务队
马鞍山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
宣城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福建省
福建省红十字（平潭）海峡两岸水上救

援队
漳州市红十字救在身边志愿服务队
建瓯市红十字萤火虫志愿服务队
福鼎市红十字会水上救护志愿服务队
江西省
邹德凤公益发展中心
南昌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
上饶市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
德兴市曜阳养老志愿服务队
山东省
山东红十字关爱生命健康齐鲁志愿服

务队
东营市广饶县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烟台市福山区红十字救在身边志愿服

务队
日照市莒县遗体捐献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河南省
河南省红十字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

务大队
洛阳市红十字艺术团
泌阳县红十字蛟龙应急救援中心
湖北省
枝江市红十字“心灵之约”心理援助志

愿服务队
荆州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荆门市红十字赈灾救助志愿服务队
黄冈市英山县红十字救援队
湖南省
湖南省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二队
益阳市红十字心理咨询志愿服务队
常德市红十字水上救援志愿服务队
岳阳市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者协会
广东省
广州市红十字会城市救援志愿服务队
河源市红十字志愿者协会
汕尾市海丰县红十字应急救护志愿服

务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中国红十字会捐献造血干细胞志愿服

务总队广西大队
北海市红十字社区志愿服务队
海南省
三亚市红十字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海口市红十字会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重庆市
重庆市红十字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重庆市沙坪坝区土湾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重庆吉救团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渝北红十字三献宣传志愿服务队
四川省
南充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成都市新都区金东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达州市红十字蓝天救援队
贵州省
贵阳市红十字会志愿者协会
遵义市红十字虎鹰应急救援志愿服务

队
册亨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红十字服务队
云南省
昭通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腾冲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总队
大理白族自治州红十字会“三献”志愿

服务队
西藏自治区
西藏三献服务协会
陕西省
铜川市红十字建昌志愿服务队
陕西理工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红十字志

愿者服务队
商洛市红十字曙光救援志愿服务队
甘肃省
甘肃省红十字方舟应急救援队
甘肃爱心驿站红十字社区志愿服务队
酒泉市红十字心理健康救援队
青海省
青海省红十字先锋搜救救援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吉县红十字会义工志愿服务队
吴忠市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和无偿献

血志愿服务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爱的港湾

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阜康市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红十字会天山救

援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四师昆玉市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机关企事业单位

北京市
北京城建北苑大酒店有限公司

北京金隅凤山温泉度假村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市红桥医院
河北省
河北省中医院
遵化颐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山西省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阳泉市第三人民医院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伊泰集团有限公司
乌兰察布市公交公司
内蒙古东源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梅河口市解放街道站前社区便民服务站
长春世界雕塑公园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贾秀芳慈善基金会
大庆圣德雷特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市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
盱眙县人民医院
浙江省
新世纪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衢州市中心血站
台州市路桥区中医院医疗服务共同体
安徽省
安徽金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军安庆医院
福建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江西省
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萍乡市莲花县初心建材有限公司
山东省
国家税务总局威海市文登区税务局
枣庄市立医院
泗水县人民医院
山东单县应急救护服务中心
河南省
浚县人民医院
商丘市久超粮油机械有限公司
湖北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省直

支行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恒昌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佛山市中心血站南海血站
深圳市血液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海南省
海南积谷年华休闲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丰都名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彩虹康

复训练中心
四川省
四川朵唯智能云谷有限公司
自贡市荣县新城医院
贵州省
六盘水万泰医院有限公司
铜仁袁家寺骨科医院
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心血站
临沧市中医医院（佤医医院）
陕西省
陕西源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庆华医院
渭南市中心血站
甘肃省
兰州大学第一医院
天水顺安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青海省
青海仁济医院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建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阿合奇县平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玛纳斯县人民医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医院

冠名红十字医疗机构

邢台市红十字第九医院
长治市红十字医院
赤峰市红十字医院
辽宁省红十字北方医院
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上海市普陀区利群红十字医院
上海市瑞金红十字医院
南京市第一红十字医院
邳州市红十字中医院
宁波市红十字医院
福州市永泰红十字医院
河南省红十字濮阳市安阳地区医院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红十字中心医院
益阳红十字医院
钦州市红十字医院
重庆市忠县红十字医院
绵阳市红十字医院
红河州红十字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