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集体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建设管理办公室　 南京市江北新区滨江大道39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创园管理办公室 南京市江北新区云政街9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 江北新区星火北路20号

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企业服务与整治提升部 南京市六合区方水路168号

南京市江北新区智能制造产业发展管理办公室 江北新区科创大道9号A1栋205室

顶山街道办事处 江北新区顶山街道吉庆路10号

泰山街道桥北社区 江北新区桥荫路58号

沿江街道办事处 南京市江北新区天华东路89号

盘城街道办事处 盘城新街68号

大厂街道十村社区 南京市江北新区大厂街道新华三村1栋旁十村社区

长芦街道办事处 南京市江北新区宁六路591号

葛塘街道办事处 南京市江北新区葛关路789号

江北新区新区公安分局沿江派出所 浦口区南浦路320号

玄武区玄武门街道办事处 玄武区百子亭8号

玄武区红山街道办事处 玄武区营苑南路58号

玄武区孝陵卫街道办事处 玄武区双拜巷78号

玄武湖街道办事处 玄武区板仓街98号

南京徐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经济发展部 南京市玄武大道699-1号徐庄行政楼

玄武区红山街道墨香山庄社区 玄武区兴贤路6号修贤苑18幢1楼

玄武区梅园新村街道大影壁社区 玄武区东大影壁6幢-1

玄武门街道公教一村社区 玄武区北京东路51号22-1综合楼

南京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市级优秀集体公示
(全市200个)

江北新区(13个)

玄武区(10个)



玄武区锁金村街道新庄社区 玄武区新庄花园综合楼一楼

玄武区孝陵卫街道南农大社区 玄武区童卫路6号

秦淮区统计局 秦淮区秦虹路1号

秦淮区大光路街道办事处 秦淮区大光路99号

秦淮区洪武路街道办事处 秦淮区白下路260号

秦淮区双塘街道办事处 秦淮区鸣羊街8号

秦淮区五老村街道办事处 秦淮区仁寿里8号

秦淮区五老村街道树德里社区 秦淮区二条巷34号

秦淮区中华门街道办事处 秦淮区雨花路42号

秦淮区中华门街道双桥新村社区 秦淮区宏光路1号

秦淮区瑞金路街道办事处 秦淮区瑞金北村57幢

秦淮区夫子庙街道门东社区 秦淮区三条营53号

秦淮区光华路街道紫金社区 秦淮区星海路1号

秦淮区朝天宫街道办事处 秦淮区泰仓巷33号

秦淮区红花街道汇景和园社区 秦淮区佳营东路6-4号

秦淮区秦虹街道办事处 秦淮区宏光路118号

秦淮区秦虹街道旭光里社区 秦淮区龙蟠南路33号

秦淮区月牙湖办事处 秦淮区苜蓿园大街118号

秦淮区月牙湖街道富丽山庄社区 秦淮区富丽山庄36栋

建邺区兴隆街道办事处 建邺区兴隆大街188号

建邺区莫愁湖街道办事处 建邺区南湖东路67号

建邺区双闸街道江湾社区 建邺区乐山路198-7号

建邺区江心洲街道办事处 建邺区亚鹏路66号金基汇智园4号楼

中共南京市建邺区委宣传部 建邺区江东中路269号

市公安局建邺分局 建邺区雨润大街99号

秦淮区(17个)

建邺区(9个)



建邺区民政局 建邺区江东中路269号

建邺区莲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建邺区沙洲街道莲池路113号

建邺区教育局 建邺区江东中路269号

鼓楼区华侨路街道办事处 鼓楼区牌楼巷55号

鼓楼区湖南路街道办事处 鼓楼区青云巷27号

鼓楼区中央门街道办事处 鼓楼区三牌楼大街138号

鼓楼区挹江门街道办事处 鼓楼区萨家湾89号

鼓楼区凤凰街道办事处 鼓楼区嫩江路59号

鼓楼区热河南路街道 鼓楼区二板桥473号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办事处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安乐村244号

鼓楼区宝塔桥街道办事处 鼓楼区金陵新四村27号

鼓楼区幕府山街道办事处 鼓楼区中央北路168-1号

鼓楼区小市街道办事处 鼓楼区黄家圩36号

宁海路街道天津新村社区　 鼓楼区天津新村7幢

中央门街道模范马路社区 鼓楼区狗耳巷22号-1

挹江门街道福建路社区 鼓楼区铁路北街69号

江东街道长阳花园社区 鼓楼区浦江大厦2楼

凤凰街道凤凰花园社区 鼓楼区福安园28号

下关街道唐山路社区 鼓楼区中山北路605号

热河南路街道小桃园社区 鼓楼区姜家园45号二楼

建宁路街道五所村社区 鼓楼区建宁路街道五所村20号

宝塔桥街道金陵新四村社区 鼓楼区金陵新四村15号

浦口区统计局 浦口区天浦路28号浦江智汇园

浦口区汤泉街道办事处　 浦口区汤泉街道滴水珠村村民委员会　

浦口区汤泉街道泉西社区居民委员会 浦口区汤泉街道泉西社区居民委员会

鼓楼区(19个)

浦口区(12个)



浦口区桥林街道人普办 浦口区桥林街道兰花路8号

浦口区桥林街道百合社区 浦口区桥林街道步月路1号兰花雅苑旁

南京市老山林场 浦口区老山林场

浦口区星甸街道统计科 浦口区星甸街道办事处

浦口区星甸街道十里村 浦口区星甸街道十里村民委员会

浦口区江浦街道办事处 浦口区江浦街道珠泉西路5号

浦口区江浦街道老虎桥社区 浦口区台南路8号杨柳新村10栋

浦口区永宁街道大桥社区 浦口区永宁街道大桥社区居委会（国余线）

浦口区永宁街道高丽社区 浦口区永宁街道高丽社区居民委员会（浦合线）

栖霞区尧化街道尧林仙居社区居委会 栖霞区尧化街道尧佳路23号

栖霞区尧化街道尧化新村社区居委会 栖霞区尧佳路6号

栖霞区马群街道办事处 马群街道黄马路10号

栖霞区马群街道马群社区居委会 马群街道环陵路99号

栖霞区迈皋桥街道迈皋桥街社区居委会 栖霞区迈皋桥街道迈皋桥街104号

栖霞区迈皋桥街道馨合园社区居委会 栖霞区迈皋桥街道迈越路6号

栖霞区燕子矶街道燕子矶社区居委会 太新路69号

栖霞区燕子矶街道办事处 和燕路507号

栖霞区栖霞街道五福家园社区居委会 南京市栖霞区金家庄88号

栖霞区栖霞街道办事处 南京市栖霞区栖霞街道红枫街21号

栖霞区龙潭街道中国水泥厂社区居委会 栖霞区龙潭街道河西路44号

栖霞区龙潭街道靖安村村委会 栖霞区龙潭街道靖安村

栖霞区仙林街道办事处 栖霞区杉湖西路八号

南京大学人口普查办公室 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

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办事处 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街道办事处

栖霞区八卦洲街道新闸村村委会 南京市栖霞区八卦洲街道新闸村9组

栖霞区西岗街道办事处 栖霞区竹丝东路8号

栖霞区(20个)



栖霞区西岗街道广志路党总支 栖霞区广志路18号

栖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 南京市仙林大学城纬地路9号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南京市栖霞区新港大道100号

雨花台区统计局 雨花台区雨花南路16号

雨花台区雨花街道南站社区居民委员会 南京市雨花台区明城大道42号中交锦致南区4楼

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小行社区居民委员会 雨花台区小行路33-6号

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明义社区居民委员会 雨花台区盛家岗街6号-1

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福润社区居民委员会 西善桥街道许家88号62幢　

雨花台区人民政府板桥街道办事处 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振兴路59号

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板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雨花台区板桥街道振兴路1号

雨花台区铁心桥街道铁心社区居民委员会 雨花台区龙西路77号

雨花台区人民政府梅山街道办事处 雨花台区梅山街道梅芳路9号

雨花台区人民政府古雄街道办事处 雨花台区新湖大道石闸街4号

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雨花台区龙飞路16号

江宁区东山街道章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石羊路2号

江宁区东山街道邵圣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中水路18号

江宁区东山街道泥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文靖东路66号

江宁区秣陵街道胜太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龙池新寓24幢（小龙湾路北）

江宁区秣陵街道凤凰村村民委员会 江宁区秣陵街道凤凰村委会

江宁区秣陵街道下墟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秣陵街道殷巷新寓205栋旁下墟社区

江宁区汤山街道青林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汤山街道青林社区刘岗头200号

江宁区汤山街道湖山村村民委员会 江宁区汤山街道湖山村村民委员会

江宁区淳化街道办事处 江宁区淳化街道桂园东路29号

江宁区淳化街道陵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淳化街道科学园天景山公寓春秀苑综合楼

江宁区淳化街道索墅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淳化街道梅龙路与五七桥路交叉口

雨花台区(11个)

江宁区(31个)



江宁区禄口街道办事处 江宁区禄口大街38号

江宁区禄口街道钟村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禄口街道永欣北路

江宁区禄口街道石埝村村民委员会 江苏省103县道西南196米

江宁区江宁街道盛江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街道宁桥南路188号

江宁区江宁街道新铜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江宁街道铜井镇福兴街33号

江宁区江宁街道新洲社区村委会 江宁区江宁街道海棠园门面房32号

江宁区人民政府谷里街道办事处 江宁区谷里街道牛首大道69号

江宁区谷里街道谷里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谷里街道金谷北街83号

江宁区人民政府湖熟街道办事处 江宁区湖熟街道花园塘街21号

江宁区湖熟街道湖熟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湖熟街道宝塔北路8号

江宁区湖熟街道尚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湖熟街道尚桥社区

江宁区横溪街道办事处 江宁区横溪街道吴楚东路1号

江宁区横溪街道陶吴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横溪街道陶吴集镇陶吴社区

江宁区横溪街道许高村村民委员会 江宁区横溪街道许高村村民委员会

江宁区麒麟街道办事处 江宁区麒麟街道开城路60号

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门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麒麟街道天赋广场18幢

江宁区麒麟街道麒麟铺社区居民委员会 江宁区拥军大道

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 江宁区将军中路166号

南京江宁高新区管委会 江宁区诚信大道2211号

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部 南京江宁滨江经济开发区天成路18号

六合区雄州街道砂子沟社区居民委员会 南京市六合区砂子沟社区贾裴门面房

六合区雄州街道古棠社区居民委员会 六合区雄州街道汇锦水岸城10幢门面房旁

六合区雄州街道白果社区居民委员会 六合区雄州街道园林东路99号

六合区龙池街道办事处 龙池街道新东路18号龙池街道办事处　

六合区龙池街道龙池社区居民委员会 六合区龙脊路9号

六合区程桥街道办事处 六合区程桥街道编钟路8号

六合区(17个)



六合区金牛湖街道办事处　 六合区金牛湖街道茉莉花路99号

六合区金牛湖街道塘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六合区金牛湖街道塘桥社区老街88号

六合区横梁街道横梁社区 横梁街道兴镇路168号-109

六合区横梁街道新篁中心社区 横梁街道新篁东路147号

六合区龙袍街道办事处 龙袍街道龙腾路1号

六合区渔樵社区 南京市六合区龙袍街道渔樵社区戴庄组

六合区马鞍街道黄赵村村民委员会 马鞍街道黄赵村汪杨88号

六合区冶山街道办事处 冶山街道创业园路1号

六合区竹镇镇人民政府 竹镇镇仕林路500号

六合区竹镇镇竹墩社区 六合区竹丰路1号

六合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部 六合区雄州南路268号28楼

溧水区统计局 溧水区永阳街道大东门街68号

溧水区柘塘街道柘塘社区居民委员会 南京市溧水区柘塘集镇

溧水区柘塘街道前进社区居民委员会 溧水区秦淮大道806号

溧水区永阳街道中山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永阳街道珍珠南路77号安居苑小广场

溧水区永阳街道板桥社区居民委员会 永阳街道文昌东街12号

溧水区永阳街道戴家社区居民委员会 永阳街道体育公园路82号4-3

溧水区白马镇人普办 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白朱路科创中心211

溧水区白马镇金谷社区居民委员会 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康居路2号　

溧水区东屏街道人普办 金湖路88号

溧水区东屏街道方边社区 东湖南路国土所隔壁

溧水区石湫街道人普办 溧水区石湫街道影视大道9号

溧水区石湫街道石湫社区居民委员会 溧水区石湫街道影视大道5号

溧水区洪蓝街道人普办 洪蓝科创中心4楼415号

溧水区洪蓝街道西旺社区 洪蓝街道凤凰井路266号　

溧水区晶桥镇陶村社区居委会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集镇安泰路1号

溧水区(18个)



溧水区晶桥镇枫香岭社区居委会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晶桥镇枫香岭社区居委会

溧水区和凤镇人普办 江苏省溧水区和凤镇和凤镇人民政府内

溧水区和凤镇骆山村村民委员会 江苏省溧水区和凤镇和凤镇骆山村

高淳区统计局 高淳区淳溪街道康乐路195号

高淳区淳溪街道凤岭社区居民委员会 南京市高淳区淳溪街道石臼湖北路68-17号

高淳区淳溪街道南漪社区居民委员会 南京市高淳区淳兴路10号1幢4单元

高淳区淳溪街道河城村村民委员会 南京市高淳区河城大街55号

高淳区古柏街道古柏村村民委员会 南京市高淳区古柏街道茅山路46号

高淳区古柏街道双红村村民委员会 高淳区古柏街道凤山路与秀山路交叉口西150米

高淳区人民政府漆桥街道办事处 高淳区漆桥街道河滨路1号

高淳区漆桥街道荆溪村村民委员会 漆桥街道朱岗路与老井路交叉口西北50米

高淳区人民政府固城街道办事处 固城街道人民南路001号

高淳区固城街道漕塘村村民委员会 高淳区固城街道漕塘村

高淳区人民政府东坝街道办事处 高淳区东坝街道银墅路1号

高淳区东坝街道东风村民委员会 高淳区东坝街道广通路3号

南京市高淳区桠溪街道穆家庄村村民委员会 南京市高淳区桠溪街道穆家庄村小学路1号

高淳区桠溪街道荆山村村民委员会 高淳区桠溪街道荆山村后皋

高淳区人民政府桠溪街道办事处 高淳区桠溪街道永宁大街

高淳区阳江镇人民政府 高淳区阳江镇永和路1号

高淳区阳江镇丹湖村委会 高淳区阳江镇丹湖村委

高淳区阳江镇保城村委会 高淳区阳江镇保城村委

高淳区砖墙镇人民政府 高淳区砖墙镇长河街村委

高淳区砖墙镇水碧桥村村委会 高淳区砖墙镇水碧桥村村委

高淳区傅家坛林场 高淳区傅家坛128号

高淳区茶叶实验场 南京市高淳区青山茶场集镇005号

江苏省高淳监狱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镇花山

高淳区(23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