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名 工作单位

罗文 南京市统计局

夏洁 南京市统计局

刘文勇 南京市统计局

夏婕 南京市统计局

马阳 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

夏海卫 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

卢子奇 市公安局人口管理支队

朱钰斌 南京市统计局

崇峻 南京市统计局

徐树祥 南京市统计局

李燕 顶山街道办事处

徐澄莹 顶山街道办事处

余乐 顶山街道办事处

陈媛 顶山街道办事处

吴超 南京江北新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

柏军 江苏警官学院

刘世伟 南京工业大学

陶媛 江苏新东方烹饪学校

　范传兵 顶山街道研创园服务办

侯晓云 江北新区公安分局顶山派出所

倪颖 顶山街道办事处

苏敏 顶山街道龙虎巷社区

邱志诚 顶山街道龙虎巷社区

陈晓凡 顶山街道七里桥社区

施寅旸 顶山街道七里桥社区

张春兰 顶山街道七里桥社区

吴兵 顶山街道金汤街社区

洪玉磬 顶山街道金汤街社区

卞江 顶山街道金汤街社区

貌学明 顶山街道吉庆社区

夏云 顶山街道吉庆社区

徐云霞 顶山街道吉庆社区

刘祺 顶山街道临泉社区

黄勇 顶山街道临泉社区

王婷 顶山街道临泉社区

江北新区(358名)

南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市级优秀个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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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普办及相关部门(10名)



范晓骏 顶山街道南苑社区

李秀兰 顶山街道南苑社区

顾章莉 顶山街道珍珠路社区

刘长革 顶山街道珍珠路社区

张曾钰 顶山街道珍珠路社区

李炎华 顶山街道临江社区

陈博闻 顶山街道临江社区

彭海洋 顶山街道临江社区

邹乘薪 顶山街道临江社区

王月 顶山街道石佛社区

孟翔 顶山街道石佛社区

杨雪 顶山街道石佛社区

王乐 顶山街道大新社区

周晨 顶山街道大新社区

王紫薇 顶山街道大新社区

范晔 泰山街道办事处

成晶 泰山街道办事处

李健超 泰山街道办事处

曹鹭 泰山街道办事处

陈洁琳 泰山街道码头社区

李长玲 泰山街道办事处

马蕾 泰山街道办事处

孙银飞 泰山街道办事处

张良 泰山街道办事处

赵斌 泰山街道办事处

赵霞 泰山街道办事处

张隆基 泰山街道宝塔社区

裴华蕾 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

陈燕 泰山街道花旗村村委会

徐小杰 泰山街道柳洲社区

蔡艳红 泰山街道明发社区

方萍 泰山街道桥北社区

杨智霞 泰山街道天景社区

石雯静 泰山街道大桥社区

刘菲 泰山街道大桥社区

王兆烨 农业大学

吴大刚 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

刘梦奇 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

王玥 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

张礼 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

高辛竹 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



黄玉禹 泰山街道沧波门社区

贾浩 泰山街道宝塔社区

宋林海 泰山街道宝塔社区

娄德玉 泰山街道宝塔社区

李婷 泰山街道宝塔社区

刘心悦 泰山街道宝塔社区

管世辰 泰山街道宝塔社区

任杰 泰山街道宝塔社区

陈洁茹 泰山街道宝塔社区

韩玲芝 泰山街道大华社区

杨平 泰山街道大华社区

胡慧 泰山街道大华社区

刘煜伟 泰山街道大华社区

邓彩云 泰山街道大华社区

郑婷 泰山街道大华社区

徐珺 泰山街道花旗村村委会

马广龙 泰山街道花旗村村委会

顾 涛 泰山街道花旗村村委会

郭 芸 泰山街道花旗村村委会

李莲莲 泰山街道津浦社区

叶飞 泰山街道津浦社区

蔡维亮 泰山街道津浦社区

李艺艳 泰山街道锦城社区

吴大刚 泰山街道锦城社区

丁时光 泰山街道锦城社区

谷宏英 泰山街道锦城社区

韩芝涛 泰山街道锦城社区

周蝶 泰山街道柳洲社区

赵婧 泰山街道柳洲社区

江旻婧 泰山街道柳洲社区

朱雨童 泰山街道柳洲社区

段晓彤 泰山街道柳洲社区

于书杰 泰山街道柳洲社区

韦祎 泰山街道柳洲社区

孙静 泰山街道柳洲社区

曹玥 泰山街道码头社区

陈倩 泰山街道明发社区

谷雪 泰山街道明发社区

阚玲玲 泰山街道明发社区

刘苗 泰山街道明发社区

王金鑫 泰山街道明发社区



赵琴 泰山街道明发社区

杨振斌 泰山街道明发社区

李翠凤 泰山街道明发社区

傅波 泰山街道浦东苑社区

林莉 泰山街道浦东苑社区

赵红霞 泰山街道浦东苑社区

朱宁 泰山街道浦东苑社区

刘燕 泰山街道浦东苑社区

季康 泰山街道桥北社区

夏莹莹 泰山街道桥北社区

樊樊 泰山街道桥北社区

郭素平 泰山街道桥北社区

谢永生 泰山街道桥北社区

段姝 泰山街道桥北社区

凌代翔 泰山街道桥北社区

余喆 泰山街道天景社区

吴克明 泰山街道天景社区

许津 泰山街道天景社区

李明 泰山街道天景社区

毛静静 泰山街道铁桥社区

曹锡野 泰山街道铁桥社区

雷婷 泰山街道铁桥社区

李双国 泰山街道铁桥社区

余梁 沿江街道办事处

李昳娜 沿江街道办事处

徐鑫 沿江街道办事处

余彦均 沿江街道办事处

陈鹏 沿江街道办事处

曹梦 沿江街道办事处

宫泉鑫 沿江街道办事处

杨珊 沿江街道办事处

李炳菊 沿江街道龙山社区

石健 沿江街道润江社区

何婷 沿江街道水城社区

方竹培 沿江街道新化社区

王晓翔 沿江街道润江社区

刘瑞 沿江街道润江社区

宋婷婷 沿江街道润江社区

杜文青 沿江街道润江社区

胡娟 沿江街道润江社区

戴天宇 沿江街道复兴社区



陶文谦 沿江街道复兴社区

汤宝迪 沿江街道复兴社区

方勇 沿江街道复兴社区

贾朕 沿江街道复兴社区

刘炎 沿江街道百润社区

李晓晨 沿江街道百润社区

刘暑暑 沿江街道百润社区

王子豪 沿江街道百润社区

潘沁怡 沿江街道水城社区

赵粉红 沿江街道水城社区

秦晨曦 沿江街道水城社区

缪青青 沿江街道水城社区

刘辰啟 沿江街道水城社区

王家欣 沿江街道京新社区

徐筱熠 沿江街道京新社区

张文韬 沿江街道京新社区

孙星月 沿江街道京新社区

吴凡 沿江街道旭日社区

柏晓 沿江街道旭日社区

朱道祥 沿江街道旭日社区

陈康 沿江街道启新社区

孙文 沿江街道启新社区

李郁 沿江街道启新社区

田俊雯 沿江街道启新社区

徐启隆 沿江街道启新社区

金宇星 沿江街道龙山社区

章灏 沿江街道龙山社区

刘庆洋 沿江街道龙山社区

陈宛莉 沿江街道龙山社区

王俊彦 沿江街道龙山社区

丁旭 沿江街道龙山社区

黄景炜 沿江街道路西社区

孙良 沿江街道路西社区

夏宇 沿江街道路西社区

靳益巍 沿江街道路西社区

陈文 沿江街道冯墙社区

汪萍 沿江街道冯墙社区

赵鹏 沿江街道冯墙社区

吕文布 沿江街道冯墙社区

张文俊 沿江街道冯墙社区

沈雅霜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李升阳 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徐芸芸 沿江街道新化社区

蒋蓉蓉 沿江街道新化社区

徐勤俐 盘城街道办事处

李学斗 盘城街道办事处

徐迎新 盘城街道盘城社区

卞静婷 盘城街道盘城社区

章玲 盘城街道盘城社区

蔡蓉 盘城街道江北社区

曹敏 盘城街道江北社区

朱贵聪 盘城街道江北社区

朱胜伟 盘城街道江北社区

朱陈磊 盘城街道新华社区

范庆超 盘城街道新华社区

李冬霞 盘城街道新华社区

李荣杰 盘城街道板桥社区

魏波 盘城街道板桥社区

陈安平 盘城街道板桥社区

陈晨 盘城街道永丰社区

朱洪雨 盘城街道永丰社区

范丽霞 盘城街道永丰社区

王宝宝 盘城街道老幼岗社区

陈凡 盘城街道老幼岗社区

康苗苗 盘城街道老幼岗社区

郑剑南 盘城街道双城社区

邹凯强 盘城街道双城社区

黄慧 盘城街道双城社区

邹荣胜 盘城街道落桥社区

齐亚腾 盘城街道落桥社区

张广宁 盘城街道落桥社区

张国美 盘城街道渡桥社区

徐  敏 盘城街道渡桥社区

郭海军 盘城街道渡桥社区

谷婷婷 大厂街道办事处

潘宗顺 大厂街道欣乐社区

史迎春 大厂街道欣乐社区

林红秀 大厂街道欣乐社区

牟文平 大厂街道新华七村社区

汪庆红 大厂街道新华七村社区

李俊 大厂街道新华七村社区

倪明 大厂街道草芳社区



高玲玲 大厂街道草芳社区

许春荣 大厂街道草芳社区

万开强 大厂街道湖滨社区

王长红 大厂街道湖滨社区

杨丽 大厂街道湖滨社区

陈小琴 大厂街道化建社区

程艳 大厂街道化建社区

史忆乡 大厂街道化建社区

谢红梅 大厂街道和平社区

潘鑫 大厂街道和平社区

包仁吉 大厂街道和平社区

童宝霞 大厂街道十村社区

王文珍 大厂街道十村社区

闫静 大厂街道十村社区

毛鹏海 大厂街道周洼新村社区

陈雪 大厂街道周洼新村社区

王金兰 大厂街道周洼新村社区

丁灵灵 大厂街道新华一村社区

王博 大厂街道新华一村社区

左元康 大厂街道新华一村社区

万博謇 大厂街道吴家洼社区

孙威锋 大厂街道吴家洼社区

杨燕 大厂街道吴家洼社区

柏雪梅 大厂街道新华五村社区

方艳 大厂街道新华五村社区

胡士芳 大厂街道新华五村社区

黄敏 大厂街道新华五村社区

孙冲 大厂街道南化九村社区

王慧 大厂街道南化九村社区

王俊 大厂街道南化九村社区

王萍 大厂街道新庄社区

王茹 大厂街道新庄社区

叶茜 大厂街道新庄社区

刘瑞 大厂街道扬子第三社区

卞璞 大厂街道扬子第三社区

赵星宇 大厂街道扬子第三社区

王婷婷 大厂街道山潘新村社区

徐庆波 大厂街道山潘新村社区

朱海云 大厂街道山潘新村社区

汤爱娣 大厂街道四周社区

李琳 大厂街道四周社区



王桢 大厂街道四周社区

毕宗平 大厂街道太子山社区

李艳 大厂街道太子山社区

林婧 大厂街道太子山社区

刘峻泓 大厂街道太子山社区

刘绵一 大厂街道新华六村社区

陈秀霞 大厂街道新华六村社区

蔡旻 大厂街道新华六村社区

吴承兰 大厂街道晓山社区

贾春蓉 大厂街道晓山社区

吴莉 大厂街道晓山社区

丁毓 大厂街道扬子第一社区

郭萌 大厂街道扬子第一社区

彭枚 大厂街道扬子第一社区

李晋 大厂街道扬子第二社区

李龙燕 大厂街道扬子第二社区

王琳 大厂街道扬子第二社区

陈世兵 大厂街道九龙洼社区

吴彩萍 大厂街道九龙洼社区

袁杏兰 大厂街道九龙洼社区

姜宇 大厂街道扬子第四社区

刘蕾 大厂街道扬子第四社区

沈文慧 大厂街道扬子第四社区

周仲德 大厂街道旭东新城社区

宗志萍 大厂街道旭东新城社区

邱爱梅 大厂街道旭东新城社区

郏宁扬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肖华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于清 南京化工技师学院

刘晓东 南京化工技师学院

陈林毅 长芦街道办事处

杨斌 长芦街道办事处

张婷 长芦街道办事处

杨红霞 长芦街道普东社区居委会

陈勇 长芦街道陆营社区居委会

杨骏 长芦街道新犁村村委会

张星 长芦街道新犁村村委会

吕春玉 长芦街道城东新苑小区

余苑 长芦街道白玉社区居委会

高明珠 长芦街道滨江村村委会

刘海平 长芦街道滨江村村委会



王久军 长芦街道六甲社区居委会

王妮妮 长芦街道通江集村村委会

杨鑫悦 长芦街道通江集村村委会

陈颖 长芦街道小摆渡村村委会

周国锋 长芦街道小摆渡村村委会

胡静波 长芦街道玉带村村委会

张兆芳 长芦街道玉带村村委会

胡冬青 长芦街道中心社区居委会

李明丽 长芦街道办事处

卞朋军 葛塘街道工农社区居委会

李国杏 葛塘街道工农社区居委会

许凤 葛塘街道工农社区居委会

陈承 葛塘街道官塘河村村委会

邵连静 葛塘街道官塘河村村委会

吴铭 葛塘街道官塘河村村委会

陈亮 葛塘街道长城村村委会

马倩 葛塘街道长城村村委会

潘炎炎 葛塘街道中山社区居委会

史清华 葛塘街道中山社区居委会

武媛 葛塘街道中山社区居委会

徐红 葛塘街道中山社区居委会

袁俊 葛塘街道中山社区居委会

葛金云 葛塘街道芳庭社区居委会

王华 葛塘街道芳庭社区居委会

倪志宾 葛塘街道芳庭社区居委会

王健 葛塘街道前程村村委会

黄梅 葛塘街道前程村村委会

陈莉莉 葛塘街道接待寺社区居委会

徐玉怀 葛塘街道接待寺社区居委会

薛波 葛塘街道接待寺社区居委会

张德霞 葛塘街道接待寺社区居委会

陈庆宽 葛塘街道办事处

童吉祥 葛塘街道办事处

张轩 葛塘街道办事处

张楠 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

谢永祥 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

张宇轩 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

殷松银 南京市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创园

张荣娟 南京市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创园

邢天 南京市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创园

傅丹丹 南京市江北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



朱俊敏 南京市江北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

王琪 南京市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管理办公室

尹康 南京市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管理办公室

昌逸尘 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

华璐 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

方松华 南京市玄武区统计局

华 婕 南京市玄武区统计局

孙 瑾 南京市玄武区统计局

朱 雯 南京市玄武区统计局

张 昊 南京市玄武区统计局

李冬梅 南京市玄武区统计局

沈玥光 南京市玄武区统计局

朱静丽 南京市玄武区统计局

卜小莉 南京市玄武区统计局

黄 欣 南京市玄武区统计局

秦梦婕 南京市玄武区人普办

宋逸平 南京市玄武区人普办

何全庆 梅园新村街道办事处

郭  威 梅园新村街道办事处

孙  贤 梅园新村街道办事处

赵  华 梅园新村街道办事处

郝晴晴 梅园新村街道梅园新村社区

蒯梦倩 梅园新村街道梅园新村社区

谌  筠 梅园新村街道大行宫社区

汪  蕾 梅园新村街道大行宫社区

张  妤 梅园新村街道大影壁社区

方  红 梅园新村街道东南大学社区

姜  燕 梅园新村街道东南大学社区

蒋  璇 梅园新村街道东南大学

喻  娟 梅园新村街道兰园社区

陈  惠 梅园新村街道兰园社区

朱荣军 蓝米特物业

王  谢 梅园新村街道太平门社区

肖文伟 梅园新村街道太平门社区

李邦骏 梅园新村街道太平门社区

徐加美 梅园新村街道明故宫社区

费维萍 梅园新村街道明故宫社区

吴玲玲 梅园新村街道明故宫社区

金  花 梅园新村街道北安门社区

朱丹萍 梅园新村街道北安门社区

玄武区(195名)



文  俊 海军指挥学院

王  燕 梅园新村街道富贵山社区

杨  华 梅园新村街道富贵山社区

朱凌轩 新街口街道办事处

井远 新街口街道办事处

封雪芸 新街口街道唱经楼社区

丁燕 新街口街道唱经楼社区居民

马玉鸟 玄武公安分局新街口派出所

庄丽娟 新街口街道大石桥社区

张薇 新街口街道大石桥社区

许艾芳 新街口街道香铺营社区

陈倩云 新街口街道香铺营社区

陈夕悦 新街口街道香铺营社区

时杏花 新街口街道香铺营社区

贺芮 新街口街道北门桥社区

刘梦颖 新街口街道北门桥社区

邱燕 新街口街道北门桥社区

吴霞 新街口街道成贤街社区

陆凯燕 新街口街道成贤街社区

杜丽彦 新街口街道成贤街社区

顾锦秀 新街口街道成贤街社区

柴兆娟 新街口街道长江路社区

杨杰 新街口街道长江路社区

周雪晴 新街口街道长江路社区

单  斌 玄武门街道办事处

倪  明 玄武门街道办事处

黄志云 玄武门街道办事处

周明君 玄武门街道办事处

姜余霞 玄武门街道百子亭社区

芦厚燕 玄武门街道公教一村社区

王彩容 玄武门街道公教一村社区

王玉芬 玄武门街道公教一村社区

曾  艳 玄武门街道台城花园社区

高  路 玄武门街道台城花园社区

吴颜玮 玄武门街道台城花园社区

王  娟 玄武门街道百子亭社区

童  静 玄武门街道百子亭社区

朱  艳 玄武门街道天山路社区

王建男 玄武门街道天山路社区

张习侠 玄武门街道天山路社区

解同清 玄武门街道大树根社区



万  翔 玄武门街道大树根社区

戴喜琳 玄武门街道廖家巷社区

赵  聪 玄武门街道廖家巷社区

丁冬冬 锁金村街道办事处

胡  俊 锁金村街道办事处

桑太峰 锁金村街道办事处

刘  畅 锁金村街道办事处

梁文银 锁金村街道办事处

侯钰萍 锁金村街道锁一社区

经安娜 锁金村街道锁一社区

殷雅莉 锁金村街道锁一社区

黄永霞 锁金村街道锁二社区

方红梅 锁金村街道锁二社区

武宇璇 锁金村街道锁二社区

许道燕 锁金村街道锁三社区

潘丽丽 锁金村街道锁三社区

徐玉蓉 锁金村街道锁三社区

郭小青 锁金村街道锁四社区

陈丽红 锁金村街道紫鑫城社区

张萍萍 锁金村街道锁五社区

朱  蕾 锁金村街道锁五社区

刘淑娟 锁金村街道紫鑫城社区

时  芮 锁金村街道紫鑫城社区

乔  君 锁金村街道新庄社区

魏良玉 锁金村街道新庄社区

房  琨 锁金村街道新庄社区

张凯斌 玄武区红山街道办事处

吴晓青 玄武区红山街道办事处

卢  玏 玄武区红山街道营苑社区

姚  谦 玄武区红山街道红山社区

达  卿 玄武区红山街道红山公园社区

赵  娜 玄武区红山街道月苑社区

蔡传慧 玄武区红山街道月苑社区

郑小玉 玄武区红山街道月苑社区

王爱琴 玄武区红山街道紫金小营社区

李云艳 玄武区红山街道紫金小营社区

费  霞 玄武区红山街道红山公园社区

胡耀丹 玄武区红山街道红山公园社区

刘  敏 玄武区红山街道曹后社区

周  密 玄武区红山街道曹后社区

姜  鹏 玄武区红山街道墨香山庄社区



王  娟 玄武区红山街道墨香山庄社区

黄必桥 玄武区红山街道藤子社区

王家燕 玄武区红山街道藤子社区

杨志娟 玄武区红山街道营苑社区

任小霞 玄武区红山街道营苑社区

李妍鑫 玄武区红山街道北苑社区

卞金玲 玄武区红山街道北苑社区

冯礼婷 玄武区红山街道北苑社区

施婷婷 玄武区红山街道阳光嘉园社区

苏  鑫 玄武区红山街道阳光嘉园社区

吉宏宁 玄武区红山街道红山社区

史贵霞 玄武区红山街道红山社区

杨华 孝陵卫街道办事处

李娜 孝陵卫街道铁匠营社区

周静 孝陵卫街道铁匠营社区

龙悦 孝陵卫街道银城东苑社区

吴梦芹 孝陵卫街道银城东苑社区

李香君 孝陵卫街道南农大社区

郝大伟 孝陵卫街道南农大社区

张晶辉 孝陵卫街道农科院社区

潘康成 孝陵卫街道农科院社区

糜秋云 孝陵卫街道钟灵街社区

苏程 孝陵卫街道钟灵街社区

张艳 孝陵卫街道康定里社区

章丽琴 孝陵卫街道康定里社区

仇玲子 孝陵卫街道小卫街社区

陈圆 孝陵卫街道小卫街社区

陶文文 孝陵卫街道理工大社区

杜蕊 孝陵卫街道志愿者

王紫剑 孝陵卫街道晏公庙社区

孙爱萍 孝陵卫街道晏公庙社区

贺盛 孝陵卫街道盛和家园社区

葛瑞 孝陵卫街道盛和家园社区

光丽 孝陵卫街道孝陵卫社区

岳嵘 孝陵卫街道孝陵卫社区

王小影 孝陵卫街道晏公庙社区

张晔 孝陵卫街道小卫街社区

李欣雨 孝陵卫街道理工大社区

莫俊 孝陵卫街道民生中心

蒋丽颖 孝陵卫街道民生中心

谷雅文 孝陵卫街道民生中心



文秀兰 孝陵卫街道志愿者

汪雷 南京体育学院保卫处

屠菊跃 孝陵卫街道志愿者

曹琳娜 玄武湖街道办事处

彭昱萌 玄武湖街道办事处党政综合部

张红 玄武湖街道板仓社区

陈世娟 玄武湖街道板仓社区

顾读娟 玄武湖街道聚宝山社区

仲春 玄武湖街道聚宝山社区

张静 玄武湖街道花园路社区

桑海鹰 玄武湖街道花园路社区

成红 玄武湖街道花园路社区

徐建芬 玄武湖街道仙鹤门社区

崔雅倩 玄武湖街道仙鹤门社区

何爱军 玄武湖街道仙鹤门社区

杨忠民 玄武湖街道仙居雅苑社区

杨佳伶 玄武湖街道仙居雅苑社区

阎光如 玄武湖街道仙居雅苑社区

吕敏 玄武湖街道东方城社区

倪海燕 玄武湖街道东方城社区

严琨 玄武湖街道东方城社区

叶雨倩 玄武湖街道蒋王庙社区

张雪峰 玄武湖街道蒋王庙社区

杨青 玄武湖街道蒋王庙社区

刘敬敬 玄武湖街道徐庄社区

罗玉婷 玄武湖街道徐庄社区

杜晨晨 玄武湖街道徐庄社区

张倩文 玄武湖街道樱铁村社区

张艳 玄武湖街道樱铁村社区

张雯欣 玄武湖街道樱铁村社区

程虹 玄武湖街道樱驼花园社区

于燕 玄武湖街道樱驼花园社区

朱佳家 玄武湖街道樱驼花园社区

赵晓磊 南京徐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部

徐笑笑 南京徐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部

蔡丹丹 南京徐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部

丁伟健 南京徐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部

魏萍 大光路街道象房新村社区

周玉华 大光路街道象房新村社区

叶李鑫 大光路街道象房新村社区

秦淮区(197名)



王瑞 大光路街道尚书巷社区

谢羽 大光路街道尚书巷社区

陈晓燕 大光路街道尚书巷社区

管正云 大光路街道经济发展部

刘归燕 大光路街道经济发展部

洪梅 大光路街道大阳沟社区

顾继顺 大光路街道大阳沟社区

沈颖秋 大光路街道大阳沟社区

丁青青 大光路街道蓝旗新村社区

王栋 大光路街道蓝旗新村社区

陶晓蓉 大光路街道光华园社区

夏钰闳 大光路街道光华园社区

刘寅 大光路街道大光路社区

祝晓娟 大光路街道大光路社区

李小平 秦淮区洪武路办事处

蔡铭良 秦淮区洪武路办事处

张智 洪武路街道武学园社区

孟凯 洪武路街道申家巷社区

龚强 洪武路街道龙王庙社区

孙金玲 洪武路街道马府街社区

李琪 洪武路街道棉鞋营社区

朱倩雯 洪武路街道火瓦巷社区

姚婉苏 洪武路街道火瓦巷社区

谭舒雅 洪武路街道武学园社区

顾晓妍 洪武路街道王府园社区

蔡洁 洪武路街道龙王庙社区

曹莉 洪武路街道致和街社区

徐昕 洪武路街道龙王庙社区

朱玉婷 洪武路街道王府园社区

李智豪 洪武路街道龙王庙社区

司德建 洪武路街道退休

陈海燕 秦淮区五老村街道

施益群 秦淮区五老村街道

张  莉 五老村街道新街口商业街社区

张  荣 五老村街道新街口商业街社区

于  静 五老村街道新街口商业街社区

丁  艳 五老村街道五老村社区

林  静 五老村街道五老村社区

曹  钰 五老村街道五老村社区

于静静 五老村街道淮海路社区

吴群英 五老村街道淮海路社区



丁  芸 五老村街道淮海路社区

葛  倩 五老村街道树德里社区

栾  青 五老村街道树德里社区

王  俊 五老村街道树德里社区

祝  萍 五老村街道三条巷社区

吴  俊 五老村街道三条巷社区

张雯妤 五老村街道三条巷社区

颜涛 秦淮区中华门街道

郝静 秦淮区中华门街道

胡兰 秦淮区中华门街道

徐圆 秦淮区中华门街道

朱恺霏 中华门街道双桥新村社区

刘红 中华门街道双桥新村社区

李慧 中华门街道路子铺社区

龚文婷 中华门街道路子铺社区

薛青 中华门街道曙光里社区

严骏 中华门街道曙光里社区

朱伟国 中华门街道曙光里社区

朱青松 中华门街道长干里社区

徐鸥 中华门街道长干里社区

刘成凤 中华门街道开源社区

赵菲 中华门街道开源社区

吴科伟 中华门街道雨花村社区

王钰 中华门街道雨花村社区

顾瑾 夫子庙街道金陵路社区

吴晓燕 夫子庙街道退休

陈冲 夫子庙街道东水关社区

陆玲 夫子庙街道乌衣巷社区

夏晓芸 夫子庙街道乌衣巷社区

范静雨 夫子庙街道莲子营社区

尤安然 金拱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林枫 夫子庙街道小西湖社区

许雯 夫子庙街道饮虹园社区

瞿佳雯 夫子庙街道饮虹园社区

葛昕 夫子庙街道江宁路社区

余子婷 南京理工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田萌 夫子庙街道为民服务中心

丁岩 瑞金路街道民生保障部

成芳 瑞金路街道财务室

陈丽萍 瑞金路街道经济发展部

郭芳 瑞金路街道瑞金北村社区



金梦 瑞金路街道瑞金北村社区

李佳 瑞金路街道西华东村社区

王洋 瑞金路街道西华东村社区

卞庆亮 瑞金路街道南航社区

王洋 瑞金路街道南航社区

吕萍 瑞金路街道明故宫苑社区

顾闪闪 瑞金路街道明故宫苑社区

杨莺莺 瑞金路街道中山门社区

朱明悦 瑞金路街道中山门社区

尚丽洁 瑞金路街道瑞金新村社区

王艳 瑞金路街道瑞金新村社区

郭海敏 瑞金路街道标营社区

董盛 瑞金路街道标营社区

贝农 光华路街道办事处

郑珠 光华路街道文体文化中心

韦晨晨 光华路街道银龙花园社区

张志军 光华路街道银龙东苑社区

严娜 光华路街道银龙翠苑社区

汪婷 光华路街道银龙雅苑社区

梁芳 光华路街道紫杨佳园社区

杜娟 光华路街道紫金社区

李芳 光华路街道海福巷社区

胡恒凤 光华路街道庆华社区

张益祥 光华路街道银龙南苑社区

孔筱娣 光华路街道世茂花园社区

顾佳鸣 光华路街道戎苑社区

袁国华 光华路街道高桥杨庄管理办

蔡祥 光华路街道办事处

钟正 光华路街道办事处

何阳 光华路街道办事处

周胤 朝天宫街道安品街社区

高云龙 朝天宫街道张府园社区

唐蓉 朝天宫街道张府园社区

周珈珈 朝天宫街道止马营社区

宋影 朝天宫街道止马营社区

樊浣 朝天宫街道评事街社区

周慧 朝天宫街道冶山道院社区

王健 朝天宫街道冶山道院社区

黄冬梅 朝天宫街道秣陵路社区

申薇 朝天宫街道秣陵路社区

王星雅 朝天宫街道汉西门社区



吉祥如意 朝天宫街道七家湾社区

吴太荣 朝天宫街道绒庄新村社区

呙莉 朝天宫街道俞家巷社区

孙悦 朝天宫街道七家湾社区

桂德羊 朝天宫街道陶李王巷社区

赵慧 朝天宫街道汉西门社区

洪燕 红花街道民生保障部

陈欢欢 红花街道民生保障部

陈筱颖 红花街道党政综合部

高零燕 红花街道九龙新寓社区

蒋鸿峰 红花街道春天家园社区

曾明 红花街道景泰苑社区

张本 红花街道龙苑新寓社区

刘庆祥 红花街道阳光里社区

毛丹 红花街道风光里社区

杜娟 红花街道龙翔雅苑社区

王惠 红花街道红悦社区

蔡岭仙 红花街道汇幸苑社区

刘飞 红花街道九龙工贸公司

毛丽丽 秦淮区秦虹街道

吴亚平 秦淮公安分局秦虹派出所

任金君 秦虹街道劳动和社会保障所

郝杰 秦虹街道发展服务部

匡春霞 秦虹街道旭光里社区

袁文娟 秦虹街道乔虹苑社区

马国明 秦虹街道武定新村社区

叶俊连 秦虹街道武定新村社区

缪建明 秦虹街道岗虹苑社区

戴建宁 秦虹街道中牌楼社区

戴小霞 秦虹街道怡馨花园社区

周丽萍 秦虹街道枫丹白露社区

王陈 秦虹街道扇骨里社区

曹丽萍 秦虹街道扇骨里社区

杨宣东 秦虹街道集虹苑社区

顾茜 秦虹街道集虹苑社区

张梅 秦虹街道康居里社区

韩宇 秦虹街道康居里社区

阚浩 双塘街道弓箭坊社区

朱莎 双塘街道来凤街社区

郭静 双塘街道来凤街社区

黄雷 双塘街道来凤街社区



魏巍 双塘街道实辉巷社区

邓继东 双塘街道胭脂巷社区

陈开丽 双塘街道高岗里社区

于玲 双塘街道凤游寺社区

郭蓉 秦淮区双塘街道

昌玮 双塘街道太平苑社区

信曦 双塘街道太平苑社区

孙凯 双塘街道太平苑社区

秦璨 双塘街道玉带园社区

顾雁鸣 双塘街道玉带园社区

许黎 双塘街道五福街社区

郭文晓 双塘街道磨盘街社区

王堃 双塘街道磨盘街社区

骆芝兵 月牙湖街道人普办

王虹瑾 月牙湖街道人普办

王藴秋 月牙湖街道苜蓿园社区

唐  莹 月牙湖街道月牙湖社区

唐  蓉 月牙湖街道金泰社区

杭  洁 月牙湖街道富康社区

徐璠 月牙湖街道苜东街社区

汪源 月牙湖街道苜东街社区

郝梦晨 月牙湖街道苜蓿园社区

常赜嫣 月牙湖街道月牙湖社区

赵一凡 月牙湖街道梅花山庄社区

徐梅 月牙湖富丽山庄社区

张水花 月牙湖富丽山庄社区

候佳佳 月牙湖街道富康社区

于月华 月牙湖街道石门坎社区

彭永莲 月牙湖街道金泰社区

陈蕾 月牙湖街道石门坎社区

祝江涛 中共南京市建邺区委宣传部

李天驰 建邺区民政局

袁玉蓉 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科

薛子晗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党政办

黄蕾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民生保障部

尹卉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沿河社区

舒李淳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长虹路社区

殷美琴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文体社区

莫妮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凤栖苑社区

刘燕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兆园社区

建邺区(135名)



姚琪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水西门社区

纪萍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莫愁湖社区

傅娟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北圩路社区

赵倩雯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蓓蕾社区

周家颖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茶亭社区

刘培力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凤栖苑社区

陈雪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江东门社区

王慧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江东门社区

孙海林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明园社区

季俊华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莫愁湖社区

王健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水西门社区

马善隆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文体社区

王美华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沿河社区

饶初平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长虹路社区

谢文慧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兆园社区

丁琴 莫愁湖街道办事处艺苑社区

邓子唅 莫愁湖街道

许秋 沙洲街道中城社区

丁秋羽 沙洲街道中城社区

刘韦华 沙洲街道科技园社区

吴吟 沙洲街道双和园社区

赵丹丹 沙洲街道中奥社区

张丽 沙洲街道中胜社区

孙静 沙洲街道莲花北苑社区

胡颖 沙洲街道中央商务区社区

宁海霞 沙洲街道清荷北园社区

畅雄英 沙洲街道金穗花园社区

于泳琪 沙洲街道金穗花园社区

贾丽萍 沙洲街道莲花南苑社区

王玉凤 沙洲街道莲花嘉园社区

王晶 沙洲街道中瑞社区

陈蔚韬 沙洲街道莲花嘉园社区

段娟 沙洲街道科技园社区

陈开飞 沙洲街道中奥社区

王雯静 沙洲街道双和园社区

殷璐 沙洲街道莲花南苑社区

王鹤一鸣 沙洲街道清荷北园社区

张晶 沙洲街道中央商务区社区

张鑫鑫 沙洲街道

杨冬梅 沙洲街道

马菲 双闸街道永初社区



马瑜羚 双闸街道吴侯社区

冯娟 双闸街道新河社区

王蓓 双闸街道江湾社区

李明蔚 双闸街道江湾社区

刘学静 双闸街道新亭社区

赵梦君 双闸街道新月社区

滕宏玲 双闸街道永初社区

马小平 双闸街道新河社区

邢梦颖 双闸街道新河社区

陶然 双闸街道江湾社区

何守静 双闸街道新亭社区

张心慧 双闸街道青奥社区

徐彦宁 双闸街道青奥社区

邱明 双闸街道新河社区

赵燕 双闸街道永初社区

寇明慧 双闸街道

魏再波 双闸街道

赵斌 双闸街道

刘军 双闸街道

朱敏 建邺区兴隆街道社建科

尹天昊 建邺区兴隆街道党政办

唐武斌 建邺区兴隆街道仁河社区

施琰 建邺区兴隆街道积善社区

刘婷婷 建邺区兴隆街道正达社区

胡静 建邺区兴隆街道奥体社区

杨慧 建邺区兴隆街道乐山路社区

薛宁宁 建邺区兴隆街道香山路社区

陈萍 建邺区兴隆街道融侨社区

孙静娴 建邺区兴隆街道上新河社区

周新萍 建邺区兴隆街道仁河社区

刘静 建邺区兴隆街道桃园居社区

徐浩 建邺区兴隆街道桃园居社区

张琦 建邺区兴隆街道月安社区

黎宗美 建邺区兴隆街道月安社区

刘莉 中铁院南京九号线项目部

唐海林 建邺区兴隆街道金典社区

吕金鑫 建邺区兴隆街道金典社区

朱丽萍 建邺区兴隆街道奥体社区

黄翠玲 建邺区兴隆街道乐山路社区

郑圣芳 建邺区兴隆街道香山路社区

汤英霞 建邺区兴隆街道苍山路社区



李云云 建邺区兴隆街道苍山路社区

柯玲莉 建邺区兴隆街道融侨社区

尹童霞

张磊 江心洲街道民生保障部

丁燕 江心洲街道民生保障部

胡胜雨 江心洲街道永定社区

姜雨阳 江心洲街道党政综合部

孟卉 江心洲街道洲岛家园社区

张月胜 江心洲街道洲岛紫园社区

徐越 江心洲街道绿园社区

林茂 江心洲街道白鹭社区

潘芮 江心洲街道白鹭社区

张雨晨 江心洲街道永定社区

成良莲 江心洲街道洲泰社区

万媛媛 自由职业者

马韬 江心洲街道洲岛和园社区

季琰 江心洲街道洲岛和园社区

田蕾 江心洲街道洲岛紫园社区

朱俊雅 江心洲街道洲岛紫园社区

杨红 江心洲街道洲岛绿园社区

王霞 南苑街道

孙园园 南苑街道

陈萍 南苑街道虹苑社区

周奕旋 南苑街道爱达社区

董黛 南苑街道吉庆社区

傅蓉 南苑街道国泰民安社区

沈玲 南苑街道庐山社区

黄巧 南苑街道吉庆社区

周祝璇 南苑街道兴达社区

滕巧妹 南苑街道国泰民安社区

杨梦玥 南苑街道话园社区

于寅生 南苑街道鹭鸣苑社区

王倩秋 南苑街道吉庆社区

袁俊 南苑街道兴达社区

姜芸萱 南苑街道国泰民安社区

薛峰 南苑街道话园社区

刘淳 南苑街道庐山社区

杨菁 南苑街道黄山路社区

季芸 南苑街道鹭鸣苑社区

徐经华 南苑街道泰山路社区

李璇 南苑街道吉庆社区



朱华富 南苑街道国泰民安社区

曹友菲 南苑街道泰山路社区

夏莉荔 南京市鼓楼区统计局

董娟 南京市鼓楼区统计局

郭浩 南京市鼓楼区统计局

宁明刚 南京市鼓楼区统计局

翟月 华侨路街道慈悲社社区

王心彤 华侨路街道慈悲社社区

孙雨婷 华侨路街道慈悲社社区

李颖 华侨路街道广州路社区

吴柯馨 华侨路街道广州路社区

曹大绒 华侨路街道龙蟠里社区

周锦 华侨路街道龙蟠里社区

张娅玲 华侨路街道龙蟠里社区

韩峰伟 华侨路街道石头城社区

邹立君 华侨路街道石头城社区

刘颖 华侨路街道石头城社区

唐美宁 华侨路街道清凉山社区

徐楚楚 华侨路街道清凉山社区

祝倩怡 华侨路街道虎踞关社区

汤敏 华侨路街道虎踞关社区

朱枚玫 华侨路街道虎踞关社区

黄燕 华侨路街道五台山社区

马宁 华侨路街道五台山社区

成彦婷 华侨路街道五台山社区

陈刚 华侨路街道办事处

杨贤益 宁海路街道民政科

王杰 宁海路街道古林社区

史文倩 宁海路街道古林社区

吕菲 宁海路街道仙霞路社区

成晓明 宁海路街道仙霞路社区

孟虹 宁海路街道康藏路社区

许尤翠 宁海路街道康藏路社区

王艳 宁海路街道苏州路社区

徐剑波 宁海路街道苏州路社区

牛丽华 宁海路街道颐和路社区

王华 宁海路街道颐和路社区

姜薇 宁海路街道北京西路社区

翟英 宁海路街道北京西路社区

田茜 宁海路街道天津新村社区

鼓楼区(259名)



郑珍珠 宁海路街道天津新村社区

陈姣姣 宁海路街道三步两桥社区

翁爱东 宁海路街道三步两桥社区

叶苏敏 宁海路街道山西路社区

钱诗馨 宁海路街道山西路社区

殷丽江 丁家桥社区

徐岚 丁家桥社区

王红梅 傅厚岗社区

刘冬娣 傅厚岗社区

冯革 马台街社区

陈宇之 马台街社区

卢建瑛 云南路社区

单晓蓉 云南路社区

张秀丹 云南路社区

刘玮 裴家桥社区

胡敏玉 裴家桥社区

殷洁莉 裴家桥社区

费安宁 青岛路社区

王风琴 青岛路社区

王小兰 青岛路社区

徐文艳 南秀村社区

姜歆 南秀村社区

赵玉婷 大方巷社区

蒯秀红 大方巷社区

周兴莉 中央门街道

陈晓燕 中央门街道将军庙社区

陶媛 中央门街道将军庙社区

毛雪梅 中央门街道工人新村社区

杨环 中央门街道工人新村社区

王丽娜 中央门街道观音里社区

沙爱玲 中央门街道观音里社区

陈瑶 中央门街道劝业路社区

王丽红 中央门街道天正和鸣社区

王珊 中央门街道青石村社区

许婕 中央门街道新门口社区

罗树敏 中央门街道新门口社区

曹婉秋 中央门街道汇林绿洲社区

孟广红 中央门街道三牌楼社区

李岳兵 中央门街道三牌楼社区

耿建敏 中央门街道紫竹林社区

王思慧 中央门街道紫竹林社区



刘慧 中央门街道模范马路社区

濮陵凤 中央门街道颂德里社区

邵珊珊 挹江门街道办事处

李荣 挹江门街道办事处

杜星月 模范西路社区

张雷 模范西路社区

梁晓兰 鲁迅园社区

杨婷 鲁迅园社区

许绿绿 钟阜路社区

邹振凤 钟阜路社区

王昕 察哈尔路社区

孙泽华 察哈尔路社区

费彦文 回龙桥社区

王犁媛 回龙桥社区

王金仕 戴家巷社区

张玮 戴家巷社区

潘妍 丁山社区

林瑜 丁山社区

戴修娟 妙峰庵社区

李乐 妙峰庵社区

孙芝凤 福建路社区

陈瑾 福建路社区

翁慧玲 睿城社区

袁雪芬 清河新寓社区

梁英 银城花园社区

刘晓萱 宝船社区

袁媛 宝船社区

陈琦璠 腾飞园社区

马丽 宝地园社区

钱融融 江滨新寓社区

郭小红 睿城社区

黄静 清河新寓社区

袁丽莎 长阳花园社区

孙静 聚福园社区

曹荻 银城花园社区

李黄娟 江滨新寓社区

唐鹤凤 宝船社区

孙芳 腾飞园社区

应莉君 江东街道

夏玉芬 江东街道

李萍 清河新寓社区



孙春梅 凤凰街道白云园社区

金鑫 凤凰街道凤凰西街社区

叶荣蓉 凤凰街道凤凰二村社区

李媛媛 凤凰街道西城岚湾社区

花卉 凤凰街道教工新村社区

陈光伟 友邦人寿保险公司

张艳芳 凤凰街道凤凰熙岸社区

陈佳钧 凤凰街道凤凰花园社区

方梦凡 凤凰街道凤凰花园社区

陈亮 凤凰街道蓝天园社区

马蓉蓉 凤凰街道苏城苑社区

杨素宝 凤凰街道苏城苑社区

苏晓晨 凤凰街道莫愁新寓社区

张璐 凤凰街道莫愁新寓社区

盛静 凤凰街道白云园社区

王红 凤凰街道凤凰熙岸社区

杨娟 凤凰街道凤凰街社区

周文娟 凤凰街道凤凰西街社区

张茜 凤凰街道华阳佳园社区

吕玉萍 凤凰街道华阳佳园社区

姚健 下关街道残联专职理事长

吴志敏 下关街道商埠街社区

金岁燕 下关街道新民门社区

赵璐 下关街道盐大街社区

尹雯雯 下关街道热河路社区

胡艳 下关街道东炮台社区

王文欣 下关街道多伦路社区

吴寒 下关街道多伦路社区

沈莉 下关街道盐大街社区

吴悔 下关街道热河路社区

王紫滕 下关街道热河路社区

王静 下关街道商埠街社区

张英 下关街道商埠街社区

夏媛媛 下关街道唐山路街社区

徐嘉艺 下关街道唐山路街社区

杨奇晨 下关街道世茂滨江社区

陈龙 下关街道东炮台社区

凡建萍 下关街道唐山路社区

靖安琳 下关街道商埠街社区

印晓华 下关街道新民门社区

王晓怡 热河南路街道小桃园社区



陶群 热河南路街道小桃园社区

李悦 热河南路街道姜圩路社区

王佳玥 热河南路街道姜圩路社区

崔婧 热河南路街道晏公庙社区

肖少莲 热河南路街道晏公庙社区

袁晓岚 热河南路街道二板桥社区

严钦 热河南路街道二板桥社区

刘晓芹 热河南路街道白云亭社区

郭雯 热河南路街道白云亭社区

王梦漪 热河南路街道新和园社区

史瑞雅 热河南路街道新和园社区

李建 热河南路街道新河村社区

彭翠霞 热河南路街道新河村社区

周杨 热河南路街道三汊河社区

郑治国 热河南路街道三汊河社区

廖军 热河南路街道清江花苑社区

徐婷雪 热河南路街道清江花苑社区

许晶 热河南路街道新和园社区

陈金铭 热河南路街道民生保障部

赵  珉 云谷山庄社区

吴德燕 云谷山庄社区

戴  文 五佰村社区

袁  静 北崮山社区

程  玥 北崮山社区

涂  娟 五塘新村二段社区

王海燕 五塘新村二段社区

邱  玲 五塘新村一段社区

肖小红 五塘新村一段社区

聂雅薇 五塘新村一段社区

翟青芳 盛世花园社区

杨艳英 盛世花园社区

金  岚 五塘村社区

杨  蔳 五塘村社区

王  瑾 五塘村社区

邢玉洁 五佰村社区

张  凌 五佰村社区

戴金萍 白云社区

陈佳佳 白云社区

张炎炎 白云社区

陆燕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办事处

王光群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办事处



李艳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办事处

马小红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办事处

杨虹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办事处

王洪梅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滨江花园社区

戚婷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滨江花园社区

华晶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工农新村社区

刘玉琳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工农新村社区

马苏华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五所村社区

阙艳艳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五所村社区

刘明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金川花苑社区

田辰飞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新民路社区

周青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四平路社区

肖昺忻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安乐村社区

童彤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安乐村社区

方芳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新民路社区

黄春梅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新民路社区

朱顺其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城河村社区

祖晓莉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金川花苑社区

石云 宝塔桥街道恒盛嘉园社区

段若非 宝塔桥街道金陵二村社区

王燕 宝塔桥街道幕府西路社区

甘甜 宝塔桥街道幕府西路社区

秦岭 宝塔桥街道象山社区

刘瑩 宝塔桥街道象山社区

濮亮亮 宝塔桥街道桥东街社区

张洪彬 宝塔桥街道燕江园社区

屠维芳 宝塔桥街道依山郡社区

徐月季 宝塔桥街道依山郡社区

王莉娜 宝塔桥街道水关桥社区

黄河 宝塔桥街道水关桥社区

景玉婷 宝塔桥街道燕江路社区

张明璀 宝塔桥街道金陵新四村社区

盛清 宝塔桥街道金陵新四村社区

王东 宝塔桥街道方家营社区

张文翠 宝塔桥街道方家营社区

庄倩倩 宝塔桥街道金陵新刘村社区

李玉斌 宝塔桥派出所

胡晶晶 鼓楼区小市街道东门街社区

刘海波 鼓楼区小市街道东井亭社区

吴暇 鼓楼区小市街道黄家圩社区

黄静 鼓楼区小市街道线路新村社区



周扬 鼓楼区小市街道河路道社区

严二银 鼓楼区小市街道张王庙社区

高连珍 鼓楼区小市街道小市新村社区

李敏筠 鼓楼区小市街道东井新村社区

张莹 鼓楼区小市街道东井亭社区

廖伟民 鼓楼区小市街道东井亭社区

杨帆 鼓楼区小市街道线路新村社区

徐春兰 鼓楼区小市街道黄家圩社区

袁艳 鼓楼区小市街道黄家圩社区

魏莉 鼓楼区小市街道安怀村社区

姜苏敏 鼓楼区小市街道安怀村社区

郭庆芳 鼓楼区小市街道东门街社区

郑爱华 鼓楼区小市街道东门街社区

王美芳 鼓楼区小市街道小市新村社区

刘欣梅 鼓楼区小市街道小市新村社区

单轶群 鼓楼区小市街道河路道社区

朱迁 浦口区统计局综合科

陈玉艳 浦口区统计局综合科

王香泉 浦口区统计局办公室

沈加清 浦口区统计局办公室

孔鸽萍 珍珠泉旅游度假区管理办公室

戴鹏 南京市汤泉农场有限公司

杨福利 浦口开发区

龚岚兰 南京浦口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刘茂佳 浦口区汤泉街道滴水珠村村民委员会

胡倩 浦口区汤泉街道泉东村村民委员会

杨俊岭 浦口区汤泉街道三泉社区居民委员会

方淑全 浦口区汤泉街道陈庄村村民委员会

程圆 浦口区汤泉街道金泉社区居民委员会

朱时雨 浦口区汤泉街道金泉社区居民委员会

杨克莲 浦口区汤泉街道高华社区居民委员会

朱祖国 浦口区汤泉街道龙井社区居民委员会

宗国飞 浦口区汤泉街道龙井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敏 浦口区汤泉街道龙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鸣峰 浦口区汤泉街道大黄村村民委员会

井健 浦口区汤泉街道大黄村村民委员会

马萍 浦口区汤泉街道三泉社区居民委员会

陈鹏 浦口区汤泉街道泉东村村民委员会

赵佳佳 浦口区汤泉街道瓦殿村村民委员会

朱梦雅 浦口区汤泉街道陈庄村村民委员会

浦口区(142名)



洪媛媛 浦口区桥林街道兰花塘社区

卓传扬 浦口区桥林街道兰花塘社区

陈明 浦口区桥林街道百合社区

张寅 浦口区桥林街道百合社区

刘丽 浦口区桥林街道明因寺社区

檀春怡 浦口区桥林街道明因寺社区

张柱燕 浦口区桥林街道乌江社区

汤明祥 浦口区桥林街道乌江社区

刘蓉 浦口区桥林街道石碛社区

陈晶晶 浦口区桥林街道福音社区

吴琼 浦口区桥林街道双垅社区

赵成晨 浦口区桥林街道滨江社区

梁定豪 浦口区桥林街道西山社区

刘云飞 浦口区桥林街道林蒲社区

张忠飞 浦口区桥林街道林东社区

高搏 浦口区桥林街道七联村

檀义展 浦口区桥林街道勤丰村

严露 浦口区桥林街道双庙村

茆露瑶 浦口区桥林街道高汤村

万静 浦口区桥林街道刘公村

张芳 浦口区桥林街道周营村

杜婷 浦口区桥林街道南驿村

朱民杰 浦口区桥林街道林山村

万晨阳 浦口区桥林街道茶棚村

魏有清 南京市老山林场

刘莲 星甸街道统计科

李维媛 星甸街道统计科

李霞 星甸街道高庙村

杜积英 星甸街道汤集村

李明雪 星甸街道双山村

游莲 星甸街道石村村

周福梅 星甸街道山西村

邰志强 星甸街道九华村

雍太林 星甸街道王村村

刘生红 星甸街道石窑社区

朱晓静 星甸街道石窑社区

陈璐璐 星甸街道星兴社区

钟云 星甸街道解放桥社区

王玉明 星甸街道万隆社区

李游 星甸街道十里村

魏杰 星甸街道后圩村



杜永芳 星甸街道石桥社区

陶源 江浦街道统计科

陈宁 江浦街道统计科

王芳 江浦街道统计科

杨清清 江浦街道烈士塔社区

史明俊 江浦街道烈士塔社区

刘俊 江浦街道烈士塔社区

庆超超 江浦街道西江口社区

李安炎 江浦街道西江口社区

宋爽 江浦街道西江口社区

郭方慧 江浦街道西江口社区

刘钦 江浦街道西江口社区

卢后法 江浦街道求雨山社区

吕凡清 江浦街道求雨山社区

耿玮 江浦街道高旺社区

刘和翠 江浦街道高旺社区

梁学芳 江浦街道高旺社区

雷广娣 江浦街道高旺社区

陈龙 江浦街道高旺社区

盛秋欢 江浦街道八里社区

龚玉飞 江浦街道八里社区

林茹 江浦街道八里社区

何为花 江浦街道巩固社区

张晓珍 江浦街道巩固社区

朱世年 江浦街道巩固社区

胡其进 江浦街道白马社区

戚靖康 江浦街道白马社区

史风翔 江浦街道白马社区

姚家红 江浦街道白马社区

盛秋实 江浦街道白马社区

朱晓 江浦街道人民桥社区

薛华敏 江浦街道人民桥社区

赵阳 江浦街道人民桥社区

张桂静 江浦街道人民桥社区

刘夏 江浦街道华光社区

吕玲 江浦街道华光社区

孙庭山 江浦街道华光社区

姚佳佳 江浦街道珠江社区

祝新晨 江浦街道珠江社区

董琴 江浦街道珠江社区

毛翠红 江浦街道新合社区



王伟 江浦街道新合社区

戴琳莉 江浦街道新合社区

罗金兰 江浦街道新合社区

荣海涛 江浦街道团结社区

张孝明 江浦街道团结社区

胡谦 江浦街道团结社区

钟兴 江浦街道团结社区

祝德峰 江浦街道新河社区

蔡军 江浦街道新河社区

金炎 江浦街道新河社区

江孝红 江浦街道老虎桥社区

孙杰桢 江浦街道老虎桥社区

夏怀志 江浦街道老虎桥社区

滕青 江浦街道同心社区

吴晓琼 江浦街道同心社区

毕玉婷 江浦街道同心社区

胡兰心 江浦街道同心社区

史广珠 江浦街道同心社区

高子珺 浦口高新区

刘莉莉 浦口高新区

常艳云 永宁街道统计站

李玲 永宁街道统计站

王茂清 永宁街道统计站

李寒青 永宁街道统计站

徐宝云 永宁社区

拱有亮 永宁社区

杨光 友联村

欧飞 高丽社区

彭丽君 高丽社区

鲁喜 大桥社区

李敏 侯冲社区

陆媛媛 张圩社区

赵丽 张圩社区

余淼 友联村

唐后山 青山村

施琰 联合村

陈仙 江苏省统计局栖霞调查局

姜梦晶 栖霞区统计局

高娟娟 栖霞区工信局

徐云 栖霞区人社局社保中心

栖霞区(245名)



徐娟 栖霞区委政法委

周乐章 栖霞区建筑安装管理站

苏桂茹 栖霞区妇女联合会

邢春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栖霞分局

夏标 栖霞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徐静 栖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二中队

何颖 区台胞接待站

张书忠 栖霞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陈棹 栖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孔凡龙 栖霞区司法局

祝伟强 栖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孙舒妍 栖霞区文化和旅游局

潘悦 尧化街道

丁军权 尧化街道

秦小芳 尧化街道

王艳丽 翠林山庄社区

程基会 尧化门派出所

胡伏生 尧化门派出所

郜俊彦 金尧花园社区

李俊杰 青田雅居社区

杨茂兵 吴边社区

沙爱民 尧安新村社区

王媛 尧辰社区

杨秀琴 尧化社区

张敏敏 尧化新村社区

张明 尧林仙居社区

罗萍 尧胜社区

经冬旭 尧石二村社区

李庆 尧新社区

李志虎 南京姚坊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施厚芝 南京姚坊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吴伟 南京姚坊门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林新宇 王子楼社区

王乐 马群社区

杨少凡 马群社区

王皓 青马社区

孙静 果场社区

王艳 花岗社区

王娟 芝嘉花园社区

王春花 百水家园社区

杨鑫 百水家园社区



叶云 百水芊城社区

尹甜甜 宁康苑社区

刘明俊 润康苑社区

吴倩雯 文康苑社区

丰志婷 文康苑社区

范洪巧 馨康苑社区

刘林静 南湾营社区

杨开放 南湾营社区

吴宝林 石坝社区

应婷婷 紫金社区

刘华 紫金社区

郝亮 金陵驿社区

邰莉 金陵驿社区

梁晴 向上社区

李嫣君 向上社区

夏悦 蛇盘社区

许雁乔 蛇盘社区

曾建定 马群科技园

刘鑫楠 马群街道统计科

陈月园 马群街道统计科

 吉威 马群街道人普办

李蓉 迈皋桥街道发展服务部

盛萍萍 景和园社区

周靓靓 汇虹园社区

王璕 万寿村社区

王维 万寿村社区

鲍雯 春晓园社区

王广辉 迈皋桥街社区

郭阳 南塑社区

佘万顺 奋斗社区

丁裕婧 奋斗社区

郭庆 十字街社区

李昭绮 迈皋桥街道发展服务部

夏永斌 晓庄社区

张浩 东井村社区

李晓蕾 东井村社区

殷桂琴 迈皋桥派出所

浦晨 瑞福派出所

蔡砚琪 秋韵园社区

杨春牛 合班村社区

李巧云 金宁社区



何争芝 迈皋桥街道发展服务部

刘金花 馨合园社区

范甜 秋韵园社区

冯仕婕 秋韵园社区

侯彦 长营社区

王婕 山水园社区

芦瑞 十字街社区

蒋蓓蓓 华电社区

张敏 瑞丰园社区

李玉珍 兴卫村社区

潘昕 燕子矶街道办事处

唐晓航 太平村社区

赵中元 幕府山庄社区

齐韦 晓庄村社区

王勇 下庙村社区

王海燕 电瓷新村社区

胡玉慧 太平村社区

宋战霞 太平村社区

朱泽梅 晓庄村社区

张菲菲 晓庄村社区

王玲 幕府山庄社区

潘小丫 吉祥庵社区

沙静宁 南化新村社区

罗庆国 电瓷新村社区

张荣容 石化村社区

崔芳 化纤新村社区

程相亭 燕子矶社区

宋小玲 燕子矶社区

谷敏 燕华花园社区

徐晓燕 祥和雅苑社区

张剑文 祥和雅苑社区

张宝凤 下庙村社区

伏涛 下庙村社区

苏姗姗 柳塘村社区

任伟 南京金栖城镇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王刚 栖霞派出所

张怡然 栖霞街道办事处

高良翠 新合村

陈燕华 新合村

王京晶 十月公社科技创业园

谢锦元 五福家园社区



徐秀丽 五福家园社区

王为正 栖霞社区

仇志 栖霞社区

陈刚 摄山村

欧蔡岚阳 摄山村

邱静 江南水泥厂

侯俊 江南水泥厂

罗正琴 红梅社区

施礼娟 栖化新村社区

张雅贤 栖化新村社区

周梦 银矿地质社区

平雅蓉 西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语婷 栖霞街道办事处开发东区

石磊 南水新村社区

王曾婷 东阳社区

李凡 南炼新村社区

王根云 滨江社区

刘月洋 南炼新村社区

李梦颖 南炼新村社区

包琬玥 石埠桥村

侯雨晴 栖发物业石埠湾花园分公司

杨仁彪 龙潭街道统计办

汤欢 龙潭街道统计办

李海伦 龙潭街道统计办

高锐 龙潭村

丁立珊 花园村

柴玲玲 龙潭派出所

陈菲菲 陈店村

叶云荣 大棚村

王德明 江畔人家社区

朱传仁 南京我爱我家房屋租赁置换有限公司

谢佳 联盟村

王经礼 龙岸花园社区

靳珊珊 龙潭村

杨德月 马渡村

杨新春 无

刘恋 上首村

高晨君 靖安佳园社区

宋文 太平村

周娴 兴隆村

陈昌萍 龙潭劳动保障所



陈涛 长江村

杨婷婷 中国水泥厂社区

曹曼 龙潭街社区

许萍 飞花村

王冉 上坝村

蒋成虎 南京财经大学

杨  薇 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

钱  颖 南京技师学院

辛百哲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魏  澄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黄  鹂 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

朱  彬 南京信息学院

李含菁 南京邮电大学

耿振振 南京中医药大学

管雪梅 南京师范大学

杨  磊 仙林派出所

高  健 仙林街道

谢  庆 仙林街道

陈星语 仙林街道党群服务中心

黄  俊 仙林街道

吕  艳 仙林街道社区教育中心

钱  静 咏梅社区

王  超 仙林街道

王  娥 仙林街道物业办

于长磊 仙林新村社区

张四景 汇通社区

窦立娟 新闸村

谢洪芳 上坝村

张代治 上坝村

鲁萍 下坝村

徐永勇 下坝村

徐祥兵 七里村

杨金彪 七里村

张彪 七里村

徐辉 中桥村

刘舒凯 中桥村

窦天超 中桥村

刘红梅 东江村

余家梅 东江村

肖云春 外沙村

张金羽 外沙村



蒋 超 外沙村

黄炜 八卦洲派出所

花庆渝 八卦洲街道

魏华 八卦洲街道

张娟 八卦花园社区

张晨程 八卦花园社区

于谦 西岗街道

吕晓云 摄山派出所

丁相予 栖霞区西岗幼儿园

李青 听竹社区

陈怀骏 听竹社区

李阳 仙林湖社区

卢德翠 仙林湖社区

田兴荣 桦墅村

葛信海 桦墅村

刘艳红 广志路党总支

杨娅 广志路党总支

王璐 观梅社区

李雪荣 观梅社区

俞海洋 闻兰社区

纪康 闻兰社区

左冬杰 西岗社区

张泽波 西岗社区

赵娣 孟北村

梅晓霜 孟北村

梁纯纯 齐民路社区

王波 齐民路社区

徐适超 南京仙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温亚强 栖霞高新区管委会

梁田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杨鹏 新港派出所

尹康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薛丹蕾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单荣达 新港派出所

孔祥骏 乐金显示（南京）有限公司

徐佳 南京中电熊猫液晶显示科技有限公司

娄艳 南京市雨花台区统计局

莫祥亮 南京市雨花台区统计局

严欣 南京市雨花台区统计局

侯欣怡 南京市雨花台区统计局

雨花台区(195名)



游飞 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夏耀 南京市雨花台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吴从飞 南京市雨花台区住房和建设局

邱静云 南京市雨花台区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胡伦燕 南京市雨花台区农业农村局

徐济华 中国共产党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孟祥英 南京市雨花台区妇女联合会

李夏婧 中国共产党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何健 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武装部

杨建 南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陈曦 中国共产党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员会组织部

张驰 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雨花台分局

操子夫 南京软件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戴海兵 雨花台分局西善桥派出所

李军启 雨花台分局梅山派出所

张乐 雨花台分局岱善派出所

于学海 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

程仁祥 雨花台分局赛虹桥派出所

陈圆 雨花台分局雨花台派出所

夏倩 雨花台分局人口管理大队

董强 雨花台分局经济开发区派出所

邵丹 江苏省南京监狱

华络程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

杨航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雨花社区

陶莉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雨花社区

李玲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丁墙社区

王莹妹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丁墙社区

单国芳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丁墙社区

徐芳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花神庙社区

于安琪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花神庙社区

唐猛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花神庙社区

马青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农花社区

尹茜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农花社区

韩旭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南站社区

黄春蕾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南站社区

朱婷婷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南站社区

王东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南站社区

陈愔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康盛花园社区

严婷婷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康盛花园社区

曾明明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康盛花园社区

尹萍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康盛花园社区



吕燕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能仁里社区

龚磊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能仁里社区

李玥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翠岛花城社区

佘港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翠岛花城社区

蔡广媛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翠岛花城社区

徐晗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丁墙社区

李爱琴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普德村社区

李楚楚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普德村社区

沈璐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普德村社区

胡瑾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共青团路社区

姜丽娟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共青团路社区

甘云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雨花台社区

顾尧娟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雨花台社区

张庆睿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吉山社区

史玲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云台山社区

刘安庆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凤凰山社区

赵新阁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青龙山社区

李庆蔚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翠竹园社区

张文娟 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翠竹园社区

王秋越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民生保障部

方玉娟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民生保障部

翟智轩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赛虹桥社区

周磊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长虹路社区

张承芳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玻纤院社区

叶雅璠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邓府山社区

傅贺宇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邓府山社区

范镇宁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

张静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

李冉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

樊丽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安德门社区

叶蒙竹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安德门社区

贺琳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龙福社区

王世飞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龙福社区

杨水金 南京市高淳区恋恋高淳家庭农场

张信 南京海豚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金静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长虹路社区

杨利娜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长虹路社区

孙倩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长虹路社区

孙云康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菊花里社区

朱虹 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菊花里社区

朱仁玮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街道办事处



王维强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明义社区

胡坤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永盛社区

姚大龙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油坊社区

阮乐涛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油坊社区

刘连顺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油坊社区

张由来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福润社区

陈明洋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福润社区

文聪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福润社区

邹静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古遗井社区

陈兴旺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古遗井社区

张俊婷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社区

顾晨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桥社区

李丹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花苑社区

丁婷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西善花苑社区

王子娟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嘉业社区

闫倩倩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嘉业社区

缪昌富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齐修社区

胡俊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齐修社区

尹捷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明义社区

王冰洁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明义社区

陈莉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平治社区

杨阳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平治社区

钱丹庆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永盛社区

徐梦颖 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永盛社区

李苏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新建社区居委会

缪晨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新建社区居委会

俞梦琦 雨花台区板桥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黄艳 雨花台区板桥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

赵耀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办事处市容中队

徐秋立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板桥社区居委会

戴蕾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板桥社区居委会

徐文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新建社区居委会

严娟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新建社区居委会

马喜冲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永安社区居委会

周婷婷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永安社区居委会

熊伟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殷富社区居委会

张文燕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殷富社区居委会

黄赛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孙家社区居委会

胡铭宇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孙家社区居委会

朱海蓉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绿洲社区居委会

史素英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绿洲社区居委会



刘永芹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三山社区居委会

张晶婷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三山社区居委会

王 玲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定坊社区

王霞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尹西社区

鲁阳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春江社区

姜玮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景明佳园社区

薛倩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新河社区

赵国芳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新河社区

张敏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春江社区

徐玲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春江社区

乐珍汇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翠岭银河社区

宋佳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翠岭银河社区

孙松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定坊社区

朱平丽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定坊社区

胡兵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马家店社区

刘晏彤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马家店社区

李静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景明佳园社区

赵功霞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景明佳园社区

钟卫珍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景明佳园社区

尹兴年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铁心社区

蔡俊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铁心社区

赵峰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尹西社区

孙付英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尹西社区

杨燕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尹西社区

孙毅 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高家库社区

李莹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民生保障部

刘学艳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民生保障部

傅和平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上怡新村社区

李祯祯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梅岭社区

方莹莹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中兴路社区

于清心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中兴路社区

朱丽蓉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上怡新村社区

史荣敏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上怡新村社区

吕  颖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梅清苑社区

周  峰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梅清苑社区

贾君雅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梅欣社区

黄  迪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梅欣社区

陈  芳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梅岭社区

赵荣荣 南京市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梅岭社区

赵萍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民生保障部

刘辉芳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新林社区



姜红叶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古雄社区

季昇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柿子树社区

石姚平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新林社区

胡米奇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新林社区

刘晨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古雄社区

吴小飘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古雄社区

方敏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大方社区

王娟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大方社区

傅睿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柿子树社区

刘鸣 南京市雨花台区古雄街道柿子树社区

冯诚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天后社区

胡娜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天后社区

王康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天保社区

高誉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天保社区

王鹏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锦华新城社区

朱燕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锦华新城社区

苑林淼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锦华新城社区

陈其祥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金叶花园筹备办

朱玲玲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金叶花园筹备办

方娟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南奥新居筹备办

傅豪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南奥新居筹备办

葛朝文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南奥新居筹备办

王胜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西寇社区

钟成强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社会发展部

李强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近华社区

高培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近华社区

罗薇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近华社区

宋春男 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

朱亚辉 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

方颢静 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

张朝慧 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

朱青 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

李晨颖 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

李振 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

石玉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

蒋家平 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

陈琪 南京市江宁区统计局

刘方 南京市江宁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大队民警

孙善玲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中前社区居委会

孙娅婷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中前社区居委会

江宁区(400名)



邹荣保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中前社区居委会

杨敏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中前社区居委会

浦丹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居委会

史婉苏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居委会

彭放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居委会

张震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东山社区居委会

陶丹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晓里社区居委会

张芳芳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晓里社区居委会

刘军荣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晓里社区居委会

唐杰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晓里社区居委会

范筠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骆村社区居委会

张红霞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骆村社区居委会

田炜云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骆村社区居委会

孙华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骆村社区居委会

彭燕飞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社区居委会

王芮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社区居委会

陈慧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社区居委会

薛道静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社区居委会

许林霞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外港社区居委会

傅金花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外港社区居委会

施学娣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外港社区居委会

李伟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外港社区居委会

王璇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岔路社区居委会

杜霜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岔路社区居委会

张腾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岔路社区居委会

周秀秀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岔路社区居委会

杨妍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龙西社区居委会

许佳佳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龙西社区居委会

张健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居委会

赵丽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居委会

张明娣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居委会

茆玉娟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居委会

戚雨晨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坊社区居委会

孙梦竹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坊社区居委会

魏银芳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上坊社区居委会

高云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天云社区居委会

束天成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天云社区居委会

谈守业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天云社区居委会

骆斌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居委会

潘如菊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居委会

卢琴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居委会



何振宇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居委会

佘林娟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佘村社区居委会

王霞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佘村社区居委会

袁文科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佘村社区居委会

骆燕武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高桥社区居委会

骆道鹰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高桥社区居委会

马兆阳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高桥社区居委会

谢能正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永安社区居委会

易福鹏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永安社区居委会

王雨豪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永安社区居委会

陈霞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大里社区居委会

沈蓓蓓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大里社区居委会

张成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大里社区居委会

陈伟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大里社区居委会

吴仲会 东山总部园

彭盼盼 东山总部园

范小红 东山总部园

李娟 南站综管办

叶小涵 南站综管办

周军 众彩物流

郭伟滔 众彩物流

刘菲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办事处统计科

佘佳梦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社区居民委员会

李欣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秦淮社区居民委员会

夏永鹏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办事处文体中心

赵一霞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办事处

陈婷婷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牛首社区居委会

高珊珊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湖滨社区

徐银萍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太平社区

张燕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西旺社区

奚阳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旺社区

钱晓琰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南社区

陈冉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青源社区

朱慧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秦淮社区

武晨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童前社区

李飞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童前社区

戴梦月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元山社区

经晨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元山社区

王存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祖堂社区

郭威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祖堂社区

王燕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霞辉庙社区



殷洁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霞辉庙社区

吴成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善桥社区

熊董杰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善桥社区

钱珊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胜家桥社区

朱荣凯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胜家桥社区

李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吉山社区

虞保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吉山社区

林福川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秦淮社区

芮文波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秦淮社区

贾海刚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秦淮社区

翟祖银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湖滨社区

魏娟芳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湖滨社区

姜紫静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湖滨社区

施载文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太平社区

邵媛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太平社区

邵莉芬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太平社区

孟莎莎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牛首社区

陶慧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牛首社区

李苗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牛首社区

俞祖萍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胜太社区

周颖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胜太社区

龚明娟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胜太社区

万丽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凤凰村

尚元元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凤凰村

王欣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旺社区

姚雯娟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旺社区

张羽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火炬村

郭婷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火炬村

李磊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家园社区

李小燕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家园社区

李梅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建东村

张勇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建东村

周超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双金社区

王婉珏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双金社区

王雪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西旺社区

朱艳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西旺社区

贡欣欣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周里村

丁宁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周里村

魏涛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长山社区

孙亚敏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长山社区

邵丹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下墟社区



王立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下墟社区

赵谊伟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下墟社区

邵宽宏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南社区

刘保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东南社区

时鑫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青源社区

王淼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青源社区

王春艳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社区

周娟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社区

周伟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社区

言松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秘书科

崔宇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度假区办公室

侯芸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指挥调度科

言玲珍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汤山社区

皋桂丽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青林社区

燕春香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孟墓社区

蔡欣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鹤龄社区

孟英春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龙尚村

王有志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指挥调度科

王才福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指挥调度科

张健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青林社区

莫梦雲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作厂社区

杨琳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古泉社区

范钊颖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高庄社区

朱耀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上峰社区

王飞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湖山村

严谦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孟塘村

毛丽娟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路西村

张蕾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建设村

宋颖颖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宁西村

朱雅倩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阜东村

董朱慧 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阜庄村

张晶晶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办事处

夏晶晶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办事处

韩健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办事处

张传清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办事处

焦文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青山社区居委会

刘洋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吴墅社区居委会

戴斌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田园社区居委会

李洵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科苑社区居委会

马家健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桥头社区居委会

胡业斌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王墅社区居委会



徐青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大学城社区居委会

郗顺堂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茶岗村委会

许海梁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周郎村委会

季青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滨淮村委会

孙巍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周子村委会

李照锋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林村委会

宋海超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淳化社区居委会

张超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淳化社区居委会

贾金琳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淳化社区居委会

赵海伦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双岗社区居委会

杨红雨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青山社区居委会

张冀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青龙社区居委会

程建芳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居委会

汤传苗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吴墅社区居委会

王飞飞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田园社区居委会

李承璐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土桥社区居委会

张月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兴社区居委会

张雯倩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科苑社区居委会

张俊伟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科苑社区居委会

乐明瑶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方山社区居委会

王振华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方山社区居委会

尹剑敏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横岭社区居委会

易泉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横岭社区居委会

齐超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杨村社区居委会

虞静云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杨村社区居委会

康鹏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成山社区居委会

周昱旸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成山社区居委会

易楠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成山社区居委会

夏宁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桥头社区居委会

黄琳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桥头社区居委会

陈南宁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陵里社区居委会

张文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王墅社区居委会

王琳宇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王墅社区居委会

张笑梅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解溪社区居委会

焦祥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永宁社区居委会

夏青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永宁社区居委会

谢永昊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华社区居委会

李梦梅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大学城社区居委会

陶瑞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大学城社区居委会

焦健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大学城社区居委会

刘敏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茶岗村委会



彭庆锴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周郎村委会

戴波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滨淮村委会

徐金娣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民主村委会

任雷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周子村委会

毕慧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西埠村委会

甘雨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西城村委会

金怡慧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柏墅村委会

佘天伦 南京市江宁区淳化街道新林村委会

王力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马铺村

相恒成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张桥社区

迟承德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埂方社区

吴雨洁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铜山社区

杨俊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高伏社区

伍洲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彭福村

吴思凡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新生社区

李刚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成功社区

刘爽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溧塘村

夏静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茅亭社区

成汉青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茅亭社区

邵帅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机场社区

陶然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黄桥村

张文骏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谢村社区

张庆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曹村村

陈浩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上穆社区

张皓卿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杨树湾村

章苏宁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白云路社区

司徒俊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徒盖村

张明敏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特镇办

陆文婷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秦村社区

张镇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陆纲社区

张香兰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陆纲社区

胡菁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小商品城管理办公室

孙晓丽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群力社区

王鹏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群力社区

臧思语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永兴社区

陶志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陶东社区

翟厚琦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尚洪村

于根虎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铜山派出所

李星雨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禄口派出所

杨柳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人普办

陈晓路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人普办



项超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人普办

周婷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人普办

陈晨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人普办

景星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人普办

李巧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人普办

熊恩平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人普办

孙福荣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新洲村委会

戴国超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盛江社区居委会

程琴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南山湖社区居委会

葛子豪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江宁社区居委会

唐国庆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牌坊村委会

俞宝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新铜社区居委会

孙修霖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牧龙社区居委会

吕平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清修村委会

许长英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朱门村委会

李雪莲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河西社区居委会

徐斌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荷花社区居委会

侯亮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西宁村委会

黄婷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花塘村委会

鲁文婷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庙庄村委会

经凯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叶村社区居委会

叶科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星辉社区居委会

水明兰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洪幕村委会

卞士萍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司家社区居委会

熊进山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大庙村委会

王林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天然村委会

杭兰 南京市江宁区江宁街道陆郎社区居委会

宋光勇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公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陈安康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公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周莹峰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箭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方芳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荆刘村村民委员会

陈阳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柏树村村民委员会

魏敏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双塘村村民委员会

张善俊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向阳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宗涛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石坝村村民委员会

周斌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周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健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周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魏立军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向阳社区居民委员会

陈竹青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箭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伟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亲见村村民委员会

王鹏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张溪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娇 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街道谷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邹海云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

嵇青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

尹莎 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

张素海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统计办

周白梅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金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俞飞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统计办

叶露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统计办

周腊梅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和进社区居民委员会

祁倩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河南社区居民委员会

姜靓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金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陈敏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新农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威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杨柳湖社区居民委员会

朱亚明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尚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俞庆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新跃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平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耀华社区居民委员会

端木庆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东阳社区居民委员会

袁家美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晶明社区村民委员会

李洋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三界社区村民委员会

方宏宇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钱家社区村民委员会

姚寿荣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徐慕社区村民委员会

庞菁菁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绿杨社区村民委员会

丁钢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龙都社区居民委员会

佘明政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丹桂社区村民委员会

胡其兵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湖熟派出所

郁峰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龙都派出所

胡伟长 南京市江宁区湖熟街道周岗派出所

梁超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横溪社区

业陈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西岗社区

陈俊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丹阳社区

姚梦甜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陶吴社区

孙颖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新杨社区

王庆伟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甘西社区

李滕滕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西阳社区

柏海林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西泉社区

欧阳秋晨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新杭社区

张惠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甘泉湖社区

熊冰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官长社区

张琳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红旗社区



毕菲菲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云台社区

张丹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安民社区

于万春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许呈社区

吴媛媛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横山社区

虞  盟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勇跃社区

童梦霞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宁光社区

陈  林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山景社区

王  成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石塘社区

陈丽玲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规划办

张  琦 南京市江宁区横溪街道财政所

薛定希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晨光社区居民委员会

封玮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晨光社区居民委员会

钱军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晨光社区居民委员会

程艳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晨光社区居民委员会

郎艳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泉水社区居民委员会

陈先来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泉水社区居民委员会

甘庭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泉水社区居民委员会

李丽丽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泉水社区居民委员会

杨志兰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泉水社区居民委员会

陈璐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建南社区居民委员会

李珊珊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建南社区居民委员会

李杨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建南社区居民委员会

潘清森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建南社区居民委员会

时文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锁石社区居民委员会

周颖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锁石社区居民委员会

潘源玲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袁家边村村民委员会

董开庆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袁家边村村民委员会

张锦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袁家边村民委员会

孙鑫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东流村村民委员会

黎静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东流村村民委员会

葛雨萌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东流村村民委员会

王霞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铺社区居民委员会

赵云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铺社区居民委员会

朱瑞霞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铺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雨飞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铺社区居民委员会

李雪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贺鹏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磊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榕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时和绕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许辰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桂琴 南京市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芮婷 江宁开发区

丁慧敏 江宁开发区

薛蓉 江宁开发区

胡月 江宁开发区

陈曦 江宁开发区

李显飞 江宁开发区

钱瑶 江宁开发区

邹瑶 江苏软件园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庄冶 空港经开区

李定谦 南京东善桥林场实业有限公司

陈银龙 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

张洁 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

邢雯 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

谭凯 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

马巧梅 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

温璠 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

孙涛 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周露 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李玉倩 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宋国民 雄州街道人普办

王军华 雄州街道人普办

周平伟 雄州街道人普办

吉丽丽 雄州街道人普办

杨思凡 龙池街道人普办

杨苗苗 龙池街道李姚社区

盛小乐 龙池街道龙池社区

朱承文 程桥街道人普办

时健 金牛湖街道人普办

柏婷婷 金牛湖街道人普办

李小艺 金牛湖街道人普办

董玲 横梁街道人普办

吴秀秀 横梁街道人普办

孙嫔 横梁街道人普办

李春云 龙袍街道人普办

王成 龙袍街道人普办

陈翠红 龙袍街道人普办

张霄燕 马鞍街道人普办

王珺 马鞍街道人普办

陈小丽 冶山街道双墩村

六合区(215名)



李婷婷 竹镇镇人普办

杨静静 竹镇镇人普办

陈明轩 竹镇镇人普办

叶冬 六合经济开发区人普办

李仕兵 雄州街道滨河社区

成安青 雄州街道凤凰社区

黄成莉 雄州街道高余社区

陈虹 雄州街道瓜埠社区

陈寿彬 雄州街道荷花社区

陈宗林 雄州街道灵岩社区

戴蓉 雄州街道龙津社区

孙园元 雄州街道钱仓社区

贺单平 雄州街道桥西社区

封世芹 雄州街道台园社区

汪玲 雄州街道泰山社区

卜蓉蓉 雄州街道冶浦社区

武陶然 雄州街道冶浦社区

方婷婷 雄州街道紫霞社区

郭勇 龙池街道李姚社区

苏成红 龙池街道毛许社区

季秀妹 龙池街道四柳社区

刘晓玲 龙池街道四柳社区

成琴 龙池街道新集社区

阮玉婷 程桥街道黄木桥社区

陈清竹 程桥街道人普办

樊德刚 金牛湖街道和仁村

洪超 金牛湖街道金山村

张萍 金牛湖街道金山村

王周芹 横梁街道黄中村

周妍 横梁街道人普办

胡玉龙 横梁街道雨花石村

季霞 龙袍街道东沟中心社区

刘晓庆 龙袍街道长江社区

郭永明 马鞍街道城西社区

贡德宇 马鞍街道河王湖村

蒋正祥 马鞍街道黄岗村

俞有清 马鞍街道马鞍中心社区

侯家鸣 马鞍街道平山村

冉静 冶山街道石柱林社区

刘珊珊 冶山街道四合墩社区

孟开剑 竹镇镇八里社区



孙贻仙 竹镇镇金磁社区

杨兴和 竹镇镇烟墩社区

吕文 六合经济开发区

林华平 雄州街道白果社区

祁霄 雄州街道白果社区

金婕 雄州街道白果社区

张敏 雄州街道滨河社区

张玉玲 雄州街道滨河社区

范盛菊 雄州街道凤凰社区

樊毅 雄州街道凤凰社区

朱恒昱 雄州街道高余社区

宋俊 雄州街道高余社区

王瑞清 雄州街道古棠社区

赵克红 雄州街道古棠社区

骆开娟 雄州街道瓜埠中心社区

陈霞 雄州街道瓜埠中心社区

戴璐 雄州街道观滁社区

章蓉 雄州街道观滁社区

汤月蓉 雄州街道荷花社区

叶志娟 雄州街道荷花社区

黄晨 雄州街道红光村

王才学 雄州街道红光村

谢晴静 雄州街道灵岩社区

顾德余 雄州街道灵岩社区

袁家龙 雄州街道龙虎营村

张维金 雄州街道龙虎营村

成子霞 雄州街道龙津社区

常成捷 雄州街道龙津社区

耿祥银 雄州街道钱仓村

祝晓雨 雄州街道钱仓村

林琪 雄州街道钱仓村

徐伟鹭 雄州街道桥西社区

张微 雄州街道桥西社区

于明亮 雄州街道砂子沟社区

周易明 雄州街道砂子沟社区

陈鑫 雄州街道山北村

叶兵 雄州街道山北村

杨丝语 雄州街道台园社区

张敏 雄州街道台园社区

范王蕾 雄州街道泰山社区

朱燕 雄州街道泰山社区



杨笑 雄州街道天一社区

孙荣 雄州街道天一社区

杨正维 雄州街道冶浦社区

李蕾 雄州街道冶浦社区

董婷 雄州街道紫霞社区

王云 雄州街道紫霞社区

陈国娟 龙池街道李姚社区

张琴 龙池街道刘林村

王扬 龙池街道刘林村

彭蓉蓉 龙池街道刘林村

米玉岁 龙池街道龙池社区

苏国斌 龙池街道龙池社区

竺晓红 龙池街道龙池社区

李沙沙 龙池街道龙池社区

许  坤 龙池街道毛许社区

曹金凡 龙池街道毛许社区

许金燕 龙池街道四柳社区

徐秀萍 龙池街道头桥村

张娟 龙池街道头桥村

何克银 龙池街道头桥村

王康 龙池街道新集社区

朱慧 龙池街道新集社区

李姣姣 龙池街道朱营村

孙莉 龙池街道朱营村

石青 程桥街道古墩村

巫晓琦 程桥街道古墩村

赵立媛 程桥街道桂花村

付邦海 程桥街道桂花村

杨子玲 程桥街道河南村

张珅 程桥街道河南村

金冬 程桥街道黄木桥社区

高文 程桥街道黄木桥社区

余厚福 程桥街道金庄社区

许小雯 程桥街道金庄社区

金慧 程桥街道唐楼社区

采光雪 程桥街道唐楼社区

吴红梅 程桥街道长青社区

郭金红 程桥街道长青社区

谈建蓉 程桥街道竹程社区

毛银花 程桥街道竹程社区

王九萍 金牛湖街道马头山村



王蓉 金牛湖街道八百桥社区

陈本金 金牛湖街道八百桥社区

刘娣 金牛湖街道八百桥社区

陈玉洁 金牛湖街道峨嵋山社区

陈书梅 金牛湖街道樊集村

吴义敏 金牛湖街道金牛湖社区

张银春 金牛湖街道马头山村

郭洁 金牛湖街道茉莉花村

樊宗姣 金牛湖街道塘桥社区

金忠 金牛湖街道长山社区

朱云班 金牛湖街道长山社区

孙维 横梁街道方山村

潘超 横梁街道横梁社区

徐有志 横梁街道三友湖村

王晓晨 横梁街道山东社区

胡平 横梁街道上马村

王梦云 横梁街道石庙村

郑静 横梁街道四新村

鲍淑梅 横梁街道王子庙村

陈新禹 横梁街道新篁中心社区

赵萍 横梁街道钟林村

蔡远航 龙袍街道赵坝村村民委员会

徐红平 龙袍街道长江社区

柳凯荧 龙袍街道渔樵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萍 龙袍街道渔樵社区居民委员会

胡明康 龙袍街道新桥社区

王莲惠 龙袍街道孙赵村

吴成文 龙袍街道平原村村委会

徐露 龙袍街道楼子社区

张银 龙袍街道东沟中心社区

江燕燕 龙袍街道大河口村

郭昌梅 马鞍街道玉王村

王子璇 马鞍街道人普办

朱李雯 马鞍街道人普办

徐文慧 马鞍街道勤丰村

廖菲菲 马鞍街道平山村

费文凤 马鞍街道泥桥村

胡冬竹 马鞍街道马集社区

龚华庆 马鞍街道马集社区

汪仕斌 马鞍街道马鞍中心社区

李英香 马鞍街道马鞍中心社区



孙宗海 马鞍街道尖山村

汪鸣杰 马鞍街道黄赵村

郭远辉 马鞍街道黄岗村

徐晨 马鞍街道河王湖村

朱厚梅 马鞍街道大营村

方定才 马鞍街道大圣村

黄  玲 马鞍街道城西社区

龚有梅 马鞍街道巴山村

谈彩琴 马鞍街道巴山村

史传艳 马鞍街道郭营村

应金春 冶山街道冶山社区

何庆宁 冶山街道冶山社区

施燕青 冶山街道双墩村

施立红 冶山街道石柱林社区

胡顺梅 冶山街道瓜娄村

徐靖 冶山街道瓜娄村

周明青 冶山街道岗陈村

唐浩 冶山街道东王社区

施杨 冶山街道东王社区

蔡婷婷 冶山街道白云山社区

沙丹丹 竹镇镇竹墩社区

赵梅蓉 竹镇镇乌石村

侯颖齐 竹镇镇送驾社区

杨丽 竹镇镇送驾社区

董玉华 竹镇镇石婆村

丁春云 竹镇镇侯桥社区

高立娇 竹镇镇光华村

马芹 竹镇镇大泉村

侯庆香 竹镇镇大侯社区

陈定祥 竹镇镇八里社区

冯涛 六合经济开发区

王慧琴 溧水区柘塘街道秦淮社区居民委员会

赵花 溧水区柘塘街道乌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瑶 溧水区柘塘街道沙河社区居民委员会

端义斌 溧水区柘塘街道荷花社区居民委员会

陈大美 溧水区永阳街道状元坊社区

傅俊 溧水区永阳街道庆丰路社区

芮强武 溧水区永阳街道毓秀路社区

陶阳 溧水区白马镇人民政府

闫强 南京市公安局溧水分局白马派出所

溧水区(181名)



尤明忠 溧水区白马镇人民政府

罗建操 溧水区东屏街道白鹿村委会

卢新伟 溧水区东屏街道丽山村委会

李杨 溧水区东屏街道和平村委会

许敏 溧水区石湫街道石湫社区居民委员会

徐小胖 溧水区石湫街道办事处统计站

仲顺九 溧水区石湫街道办事处统计站

史衍红 溧水区洪蓝街道蒲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陶其松 溧水区洪蓝街道蒲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赵萍 溧水区洪蓝街道傅家边社区居民委员会

徐梦云 溧水区晶桥镇企业服务中心

范雪琪 溧水区晶桥镇党政办

李照 溧水公安分局晶桥派出所

俞玮康 溧水区和凤镇沙塘庵社区居委会

李敏 溧水区和凤镇乌飞塘社区居委会

王小桃 溧水区和凤镇吴村桥村委会

李忠霞 溧水区柘塘街道柘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邱婷 溧水区柘塘街道空港社区居民委员会

方娟 溧水区柘塘街道崇贤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伟 溧水区柘塘街道前进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星 溧水区柘塘街道机场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黄婷 溧水区柘塘街道乌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明月 溧水区柘塘街道康怡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康龙 溧水区柘塘街道荷花社区居民委员会

唐金松 溧水区柘塘街道群力社区居民委员会

朱洪兵 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庐社区

郭晓娟 溧水区永阳街道通济街社区

陈庆庆 溧水区永阳街道秦淮路社区

陈旺民 溧水区永阳街道十里牌社区

王继伟 溧水区永阳街道工农兵社区

李金花 溧水区永阳街道致远社区

刘兵兵 溧水区永阳街道龙山社区

陈萍 溧水区永阳街道高塘村委会

韦昌伯 溧水区永阳街道秋湖村委会

黄珊珊 溧水区白马镇革新社区居民委员会

鄢家园 溧水区白马镇白马社区居民委员会

李善涛 溧水区白马镇石头寨村民委员会

熊凯 溧水区白马镇石头寨村民委员会

曹和平 溧水区白马镇大树下村村民委员会

刘怀军 溧水区东屏街道方边居委会

方明黎 临时务工



鞠洪 溧水区东屏街道定湖社区

王先鸿 溧水区东屏街道爱廉村委会

童绥新 溧水区东屏街道金湖社区

方骏 溧水区石湫街道光明社区居民委员会

胡军 溧水区石湫街道桑园蒲村村民委员会

周伙只 溧水区石湫街道横山村村民委员会

朱云云 溧水区石湫街道同心村村民委员会

黄平平 溧水区石湫街道向阳村村民委员会

徐  琼 溧水区洪蓝街道陈卞村委会

王  燕 溧水区洪蓝街道洪蓝社区

王小花 溧水区洪蓝街道姜家村村民委员会

刘凯文 溧水区洪蓝街道上港社区居民委员会

赵可欣 溧水区洪蓝街道统计站

范荣 溧水区晶桥镇农业服务中心

徐靓 溧水区晶桥镇财政和资产局

殷启坤 溧水区晶桥镇建管中心

王丹 溧水区晶桥镇审计办

钟忆文 溧水区晶桥镇文旅办

王劲松 溧水区和凤镇派出所

史献斌 溧水区和凤镇毛公铺社区居委会

陈正华 溧水区和凤镇孔镇社区居委会

孔顺林 溧水区和凤镇沈家山村委会

夏丽娟 溧水区和凤镇凤凰路社区居委会

陈荣刚 溧水区柘塘街道柘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月琦 溧水区柘塘街道柘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一雯 溧水区柘塘街道空港社区居民委员会

谢锟 溧水区柘塘街道空港社区居民委员会

顾警 溧水区柘塘街道崇贤社区居民委员会

彭葵花 溧水区柘塘街道前进社区居民委员会

杨保花 溧水区柘塘街道新安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任平 溧水区柘塘街道秦淮社区居民委员会

薛春花 溧水区柘塘街道机场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黄俊 溧水区柘塘街道机场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韩露 溧水区柘塘街道乌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丁超 溧水区柘塘街道乌山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玲 溧水区柘塘街道康怡社区居民委员会

赵俊 溧水区柘塘街道沙河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帆 溧水区柘塘街道荷花社区居民委员会

杜荣萍 溧水区柘塘街道荷花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远虎 溧水区柘塘街道群力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笑 溧水区柘塘街道群力社区居民委员会



范旭辉 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路社区

刘金涛 溧水区永阳街道毓秀路社区

郭婷婷 溧水区永阳街道东门街社区

刘其凤 溧水区永阳街道宝塔路社区

韩伟 溧水区永阳街道交通路社区

祁桂香 溧水区永阳街道财贸新村社区

张杨 溧水区永阳街道板桥社区

张洁 溧水区永阳街道秦淮路社区

施美健 溧水区永阳街道城郊社区

汤旭 溧水区永阳街道戴家社区

张瑶 溧水区永阳街道石巷社区

严令云 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社区

徐玲 溧水区永阳街道致远社区

赖学刚 溧水区永阳街道仪凤社区

陈叶秀 溧水区永阳街道崇文社区

张振 溧水区永阳街道恒大社区

韦昌健 溧水区永阳街道琴音社区

曾阳 溧水区永阳街道东山村委会

张世礼 溧水区白马镇白马社区居民委员会

童蒙 溧水区茶叶实验场有限公司

骆光键 溧水区白马镇金谷社区居民委员会

尹立霞 溧水区白马镇上洋社区居民委员会

陈婷婷 溧水区白马镇上洋社区居民委员会

白安东 溧水区白马镇朱家边社区居民委员会

王建芳 溧水区白马镇白龙社区居民委员会

方玉勇 溧水区白马镇白龙社区居民委员会

方媛媛 溧水区白马镇浮山村村民委员会

卞爱萍 溧水区白马镇大树下村村民委员会

王燕云 溧水区白马镇曹家桥村村民委员会

尤泳 溧水区白马镇曹家桥村村民委员会

翟香香 溧水区东屏街道方边居委会

刘慧 溧水区东屏街道方边居委会

任杰 临时务工

陈修涵 溧水区东屏街道定湖社区

杨杰 溧水区东屏街道爱廉村委会

王可香 溧水区东屏街道爱廉村委会

张伟 溧水区东屏街道金湖社区

宋中帆 溧水区东屏街道白鹿村委会

张立 溧水区东屏街道丽山村委会

冯庆荣 溧水区东屏街道长乐社区

眭艳妹 溧水区东屏街道长乐社区



张文滔 临时务工

蔡阳露 溧水区石湫街道石湫社区居民委员会

徐伟 溧水区石湫街道明觉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赟 溧水区石湫街道塘窦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程缘 溧水区石湫街道社东社区居民委员会

谢涛 溧水区石湫街道社东社区居民委员会

仲孟清 溧水区石湫街道蟹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武苗 溧水区石湫街道横山村村民委员会

施鹏 溧水区石湫街道九塘村村民委员会

彭波 溧水区石湫街道九塘村村民委员会

李昌许 溧水区石湫街道上方村村民委员会

聂明珠 溧水区石湫街道三星村村民委员会

芮彩平 溧水区石湫街道东泉村村民委员会

仲  嫘 溧水区洪蓝街道洪蓝社区

彭军军 溧水区洪蓝街道姜家村村民委员会

何红燕 溧水区（青锋）英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郭一骏 溧水区洪蓝街道三里亭社区居民委员会

傅诚芸 溧水区洪蓝街道上港社区居民委员会

石  坤 溧水区洪蓝街道塘西村委会

樊婷婷 溧水区洪蓝街道塘西村委会

虞招娣 溧水区洪蓝街道天生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张振韦 溧水区洪蓝街道天生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赵  宇 溧水区洪蓝街道无想寺社区居民委员会

喻荣康 溧水区洪蓝街道西旺社区居民委员会

傅春萍 溧水区洪蓝街道傅家边社区居民委员会

尚冬琴 溧水区晶桥镇经管站

陈冲 溧水区晶桥镇新桥居委会

刘方月 溧水区晶桥镇杭村居委会

刘家春 溧水区晶桥镇芮家社区居委会

邰华凤 溧水区晶桥镇枫香岭社区居委会

曹光星 溧水区晶桥镇笪村村委会

朱保春 溧水区晶桥镇水晶村委会

吴蕾 溧水区晶桥镇云鹤山村委会

董文华 溧水区晶桥镇芝山村委会

朱晓燕 溧水区晶桥镇孔家村委会

张景林 溧水区晶桥镇仙坛村委会

邰云云 溧水区晶桥镇邰村村委会

黄德荣 溧水区和凤镇双牌石社区居委会

刘小青 溧水区和凤镇毛公铺社区居委会

李凤兰 溧水区和凤镇孔镇社区居委会

刘小福 溧水区和凤镇沙塘庵社区居委会



邰才中 溧水区和凤镇乌飞塘社区居委会

诸培新 溧水区和凤镇张家村委会

罗云凤 溧水区和凤镇张家村委会

陈云翔 溧水区和凤镇孙家巷村委会

张雅旭 溧水区和凤镇吴村桥村委会

周型虎 溧水区和凤镇中杨村委会

杨春春 溧水区和凤镇骆山村委会

魏明 溧水区和凤镇骆山村委会

朱咏秋 高淳区统计局

马文娟 高淳区东坝街道为民服务中心

杨红飞 南京市高淳区红太阳桠溪中学

许靖 高淳区漆桥街道统计办

甘莉萍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

霍曹成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

陆孝文 高淳区淳溪街道渔业村委

姜勤 高淳区淳溪街道姜家村委

袁春花 高淳区淳溪街道渭凤村委

杨勇 高淳区淳溪街道杨家村委

李佩云 高淳区淳溪街道临城村委

赵达明 高淳区淳溪街道河城村委

孙富林 自由职业

吴春华 高淳区淳溪街道王村村委

 陈咏红 高淳区淳溪街道淳西社区

孔兴才 高淳区淳溪街道南漪社区

孔新春 高淳区阳光花园小区物业

李霞 自由职业

张露青 高淳区栗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孙玉花 无

朱玲 高淳区淳溪街道河滨社区

吴九云 高淳区淳溪街道宝塔社区

唐红菊 高淳区淳溪街道南塘村委

刘晓红 无

吴菊香 无

夏普民 高淳区淳溪街道长乐村委

邢菊红 高淳区淳溪街道邢丰村委

周秋红 高淳区淳溪街道荣复村委

赵爱娣 高淳区淳溪街道驼头村委

陈兰头 高淳区淳溪街道花奔村委

谷红娟 高淳区淳溪街道戴村村委

孙琼 高淳区淳溪街道淳东社区

高淳区(185名)



刘丽娟 高淳区淳溪街道大丰社区

薛桂兰 退休

邢珍珍 高淳区淳溪街道铺头社区

邢亚玲 高淳区淳溪街道薛城村委

李瑛 高淳区古柏街道统计办

葛津汝 高淳区古柏街道统计办

江晔 古柏街道企业服务中心

杨志国 古柏街道企业服务中心

杨菊香 古柏街道联合村村民委员会

杨庆 古柏街道凤柏村村民委员会

孔菊琴 古柏街道会计代理中心

韩建华 古柏街道韩村村民委员会

夏青华 古柏街道韩村村民委员会

邢华乐 古柏街道卫棠村村民委员会

宋如洪 古柏街道凤柏村村民委员会

孔维龙 古柏街道凤柏村村民委员会

高翔 古柏街道凤袁村村民委员会

柳月华 古柏街道凤袁村村民委员会

黄亚平 古柏街道戴家城村民委员会

孔德鸿 古柏街道古柏村村民委员会

吴小凤 古柏街道江张村村民委员会

夏良 古柏街道联合村村民委员会

杨爱彬 古柏街道唐翔村村民委员会

魏明月 古柏街道三保村村民委员会

武学凯 古柏街道武家嘴村民委员会

黄丽 古柏街道双红村村民委员会

孔秋平 高淳区漆桥街道办事处

孔惠萍 高淳区漆桥街道办事处

许碧玉 高淳区漆桥街道办事处

李达海 高淳区统计局

孔林浩 高淳区漆桥街道办事处

孔令超 漆桥街道漆桥村村民委员会

韩业凤 漆桥街道漆桥村村民委员会

朱敏 漆桥街道双联村村民委员会

姚婷婷 漆桥街道双联村村民委员会

马志伟 漆桥街道双游村村民委员会

孔起道 漆桥街道中心村村民委员会

李丹 漆桥街道和平村村民委员会

丁照顺 漆桥街道茅山村村民委员会

杨善保 漆桥街道荆溪村村民委员会

朱丹 高淳区固城街道办事处



唐健 高淳区固城街道办事处

戴忠文 高淳区固城街道办事处

胡华芳 高淳区固城街道固城村委会

江兵 高淳区固城街道固城村委会

陈金霞 高淳区固城街道花庙村委会

宗向华 高淳区固城街道花庙村委会

李达明 高淳区固城街道新港村委会

李建军 高淳区固城街道新港村委会

孔德辉 高淳区固城街道秀山村委会

杨军 高淳区固城街道秀山村委会

刘婷婷 高淳区固城街道义保村委会

钱秋美 高淳区固城街道义保村委会

陈雯雯 高淳区固城街道前陇村委会

王福祥 南京大地建设有限公司

章丽飞 高淳区固城街道游山村村委

孔德军 高淳区固城街道游山村委会

赵艳 高淳区固城街道禅林山村委会

李海福 高淳区固城街道禅林山村委会

李乔红 高淳区固城街道漕塘村委员会

何华中 高淳区固城街道花山村委会

张婷婷 高淳区固城街道花山村委员会

杨冰 东坝街道经济发展部

潘夏 东坝街道经济发展部

蒋舒莹 东坝街道经济发展部

张钱龙 东坝街道青枫村村民委员会

周婧 东坝街道沛桥村民委员会

王爱军 东坝街道游子山村民委员会

施银坤 东坝街道傅家坛村民委员会

魏根 东坝街道青枫村民委员会

葛雨婷 东坝街道沛桥村民委员会

黄小伢 东坝街道东风村民委员会

王萍 东坝街道下坝村民委员会

张婷 东坝街道游子山村民委员会

傅雯琴 东坝街道红松村民委员会

孔祥国 东坝街道新中村民委员会

施金华 东坝街道傅家坛村民委员会

王洋 东坝街道河南村民委员会

陈梦霞 东坝街道和睦涧村民委员会

李青 东坝街道青山村民委员会

吴晓红 东坝街道东坝村民委员会

刘蕾 高淳区桠溪街道镇南村委员会



吕秋霞 高淳区桠溪街道镇南村委员会

孔力娟 桠溪街道荆山村村民委员会

孔连娣 桠溪街道荆山村村民委员会

周河坤 高淳区桠溪街道永胜村委员会

王忠新 高淳区桠溪街道永胜村委员会

王莲 高淳区桠溪街道东圩村委员会

杨阳 高淳区桠溪街道东圩村委员会

徐跃平 高淳区桠溪街道新墙村委员会

蔡敏 高淳区桠溪街道桥李村委员会

黄春艳 桠溪街道瑶宕村村民委员会

芮桂华 桠溪街道顾陇村村民委员会

刘志梁 桠溪街道芜太村村民委员会

叶丽琴 慢城游客中心

魏霞 智锐达有限公司

芮苏明 桠溪街道跃进村村民委员会

王财福 桠溪街道穆家庄村村民委员会

张鹤年 桠溪街道蓝溪村村民委员会

陈平 无

芮旋 桠溪街道定埠村村民委员会

陈桂荣 桠溪街道永宁村村民委员会

陈丹 桠溪街道统计站

王欣 桠溪街道企服中心

蒋慧萍 桠溪街道企服中心

张夏洋 阳江镇狮树村民委员会

孙伟康 阳江镇一字村民委员会

徐娟 阳江镇襟湖村民委员会

章海霞 阳江镇北固村民委员会

徐程志 阳江镇东湖村民委员会

吴爱娣 阳江镇联溪村民委员会

陈秀秀 阳江镇关王村民委员会

钱军 阳江镇西莲村民委员会

邢泽熙 阳江镇丹湖村民委员会

张超俊 阳江镇潦田村民委员会

刘馨 阳江镇小花村民委员会

陈昆华 阳江镇太平村民委员会

孙玉和 阳江镇官城村民委员会

姜胜辉 阳江镇保城村民委员会

孙小丽 阳江镇永丰村民委员会

谷玉萍 阳江镇沧溪村民委员会

肖志龙 阳江镇狮树村民委员会

杨维明 阳江镇临湖村民委员会



孙雯雯 阳江镇平干圩村民委员会

杨海云 阳江镇统计管理科

梁丽霞 阳江镇统计管理科

张鹏 阳江镇应急管理科

钱秀梅 高淳区砖墙镇统计办

韩红梅 高淳区砖墙镇仙圩村

徐凤凤 高淳区砖墙镇茅城村

周明辉 高淳区砖墙镇茅城村

刘红花 高淳区砖墙镇港口村

祖艳 高淳区砖墙镇夹沟村

陈京花 高淳区砖墙镇陡门村

沈秋兰 高淳区砖墙镇仙圩村

张梦 高淳区砖墙镇茅城村

王兰花 高淳区砖墙镇永成村

陈刚 高淳区砖墙镇北埂陈村

卞毓全 高淳区砖墙镇凤卞村

李玲玲 高淳区砖墙镇四园村

徐辅定 高淳区砖墙镇大涵村

刘卓琼 高淳区砖墙镇水碧桥村

杨玉英 高淳区砖墙镇木樨村

李玉明 高淳区砖墙镇桥湾村

甘仲梁 傅家坛林场

史鹤青 傅家坛林场

陈民 傅家坛林场

张长生 南京市高淳区青山林场

杨超 南京市高淳区青山林场

孔明 南京市高淳区青山林场

吴晓勇 江苏省高淳监狱

蒋根红 江苏省高淳监狱

赵艳 江苏省高淳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