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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 21届广东省青年文明号命名集体名单
（共 430 个）

与各行业系统联合开展部分

交通运输系统

深铁运营客运一分公司蛇口客车三队

深铁运营通号中心通号三车间信号横岗车辆段工班

珠海市交通规划研究与信息中心监管咨询部

深铁运营车辆中心检修一车间计划三工班

深圳市出租小汽车乘客失物招领中心

卫生健康系统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心血管内科

深圳市人民医院手术室

深圳市儿童医院急诊科

深圳市儿童医院手术室麻醉科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口腔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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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华区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

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泌尿外科

汕头市中心医院急诊科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重症医学科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儿科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佛山市顺德区龙江医院）儿科

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

汕尾市海丰县彭湃纪念医院急诊科

东莞市人民医院急诊急救区

中山市博爱医院 ICU

江门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血液病科

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科

高州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一区

高州市人民医院肝胆外科

茂名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

茂名市人民医院妇科

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情感障碍科（女区）

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康复中心

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成人精神科（男区）

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成人精神科（女区）

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药剂科

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物质依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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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宜市人民医院儿科二区

茂名市中医院附属茂港医院护理部

清远市人民医院药学部

清远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一区

英德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云浮市人民医院骨科一区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耳鼻喉一区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财务处综合收费处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急诊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整形外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妇产医学中心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儿科中心 NICU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产科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针推康复科

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检验医学科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海珠广场院区儿童口腔科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妇科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口腔医学中心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关节与运动医学中心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科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脾胃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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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中医院病理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综合一科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呼吸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药剂科中药房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全科医学分院

汕头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内一区护理团队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麻醉手术中心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区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中心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医学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产科三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外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药学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肾内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药学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胆外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健康与不孕症科番禺院区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外科重症监护一科

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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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妇幼保健院麻醉科手术室

广东省生殖医院生殖医学中心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儿科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肿瘤二科

国资系统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惠州机场公司安检护卫部云

帆班组

广州白云空港设备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客桥部

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司资源开发部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设备部厂用电班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运行 D 值

广东能源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保险业务部

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丙值

广东粤电湛江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人力党群部

广东粤电中山热电厂设备部热控分部

广东省南粤交通龙怀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连英管理处望埠中

心站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道滘收费站

广东汕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汕头收费站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雅瑶服务区

广东博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博深分公司约场收费站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粤东分公司横陂服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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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鲤鱼潭光伏电厂

华隧建设集团冷冻法盾构施工技术攻关团队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资产经营公司公益服

务部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路交通检测组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第二工程公司工程部

广东怀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海关系统

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案件处置科

梅林海关“国门天眼”青年工作室

斗门海关稽（核）查三科

汕头海关所属龙湖海关“青年服务队”

黄埔海关所属凤岗海关办公室

阳江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东海岛海关“红树林”青年服务队

税务系统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数据和经济分析

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收入规划核算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海珠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天河区税务局税收风险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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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组织人事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广州开发区税务局）九

龙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广州开发区税务局）长

岭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花都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番禺区税务局征收管理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万顷沙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从化区税务局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

科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斗门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保税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南海区税务局大沥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南海区税务局桂城税务分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三水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纳税服务

二组

国家税务总局南雄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始兴县税务局征收管理股

国家税务总局乳源瑶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大埔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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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税政一

股

中共国家税务总局汕尾市税务局委员会纪律检查组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企石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万江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

股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南头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板芙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坦洲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台山市税务局法制股

国家税务总局鹤山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阳江市税务局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湛江市麻章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茂南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电白区税务局马踏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信宜市税务局镇隆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高州市税务局大井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高州市税务局长坡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四会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四会市税务局东城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连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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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连南瑶族自治县税务局税政股

国家税务总局饶平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普宁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金融系统

中国人民银行梅州市中心支行反洗钱科

中国人民银行湛江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金融稳定

科）

中国人民银行阳江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会计财务处预算管理组

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金融稳定

科）

中国人民银行江门市中心支行外汇管理科

中国人民银行仁化县支行会计国库股

中国人民银行汕头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国际收支科

中国人民银行肇庆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肇庆市中心支行外汇管理科

中国人民银行肇庆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

中国人民银行东莞市中心支行科技科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肇庆监

管分局委员会

中国农业银行东莞东城支行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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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营业部

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丰乐支行营业部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溪支行营业部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镇支行营业部

中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沙支行营业部

邮政集团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南油投递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珠光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中山市南朗镇南朗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潮州市分公司新洋支局

电信公司

中国电信汕头潮阳区分公司南门营业厅

中国电信惠东分公司销售部

中国电信惠阳分公司司前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佛山三水区分公司德兴营业厅

中国电信中山北部分公司

中国电信广州番禺区分公司渠道运营团队

中国电信惠州大亚湾区分公司西区营业厅

中国电信茂名分公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

中国电信深圳南山区分公司政企客户部

中国电信中山城区分公司悦来南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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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佛山禅城区分公司南庄营业厅

中国电信广州海珠区分公司智慧城市行业团队

中国电信揭阳分公司销售部

公诚咨询四分招标项目部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政务事业部政务服务团队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招标项目部

中通服中睿科技有限公司基础网络设计院第一分院

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一分公司海南项目部

中通服建设有限公司七分公司深圳项目部

广东邮电职业技术学院立人拓展训练中心

移动集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西乡网格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天河分公司政

企客户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工程建设中心

传送网工程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惠州分公司无线优化中心

无线网络维护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客户运营中心

客户运营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韶关分公司客户响应中心

家宽服务支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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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汕尾分公司客户响应中心

家智慧家庭支撑室

中国移动广东公司阳江分公司财务部财务管理模块

清远移动连山分公司

联通公司

联通（广东）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汕尾办事处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客户感知优化中

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全客户运营中心

项目孵化团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人力资源与企业

发展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云网运营中心数

据互联网支撑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曲江区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客户服务部投诉

管理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增城岗前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福田区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科技园高新南营

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从化建设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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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天河中信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福田华强北自有

营业厅

石化销售公司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广州大花园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深圳龙军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莞莞深高速公路黄江服

务区南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南通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肇庆高要江口加油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清远连州丰阳服务区加油

站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梅州平远服务区西加油站

石油销售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佛山顺德马村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佛山禅城季华南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佛山南海樵金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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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组织独立开展部分

广州市

广州港新沙港务有限公司青年创新工作室

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监控信息中心

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一站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

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黄埔区永和消防救援站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四中心知识城中

心站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三中心车站设备

维修五分部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三中心车站服务

五部同和中心站广州东站

世贸大厦金钥匙服务团队

南沙一二期操作部业务受理室

南方电网广东广州白云供电局继保自动化通信班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三中心车站服务

五部机场南中心站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基地维修中心车辆大

修部车辆大修三分部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公司办公室接待办

广州机场第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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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采购部车身饰件科

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电力试验研究院理化试验一班

广州大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温泉收费站

广州高速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路产管理部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二中心通号维保

二部信号四分部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客服接待部

广州计量院轨道交通计量检测小分队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总装一部设备一科保全 1 系

广汽丰田物流有限公司安全科

深圳市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坪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办税服务

厅）

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铅铋快堆项目部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罗湖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核岛设备所材料

焊接及检测室

深铁运营车辆中心检修三车间轮值二工班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罗湖边检站执勤一队四分队

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大修中心仪表计算

机分部保护队

深圳机场货邮安检部“蓝盾卫士”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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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湾边检站执勤四队

深铁运营客运一分公司车公庙站

广州铁路公安局深圳公安处西九龙站派出所执勤队

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核燃料与材料研究所

中建二局华南公司基础设施分公司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行政服务大厅团支部

宝安海事局机场海巡执法大队

深圳市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地面服务公司机务维修部

深圳市专用通信局话务室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罗湖边检站执勤八队二分队

深圳市消防救援支队大亚湾特勤大队一站

深圳市人才集团人才服务中心人事档案服务中心

深圳机场航空护卫站“航空卫士”班组 1 号门岗

深圳市罗湖区行政服务大厅

深圳市南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深圳市坪山区烟草专卖局（公司）团支部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罗湖区税务局税政科

深铁运营客运三分公司益田站

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龙岗管理部

深圳市盐田区机关幼儿园“育英青年文明号”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湾边检站执勤三队

深圳市公安局大鹏分局反恐怖与机动训练大队

中建二局华南公司租赁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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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核电运营有限公司大修中心仪表计算

机分部控制队

深圳市公安局坪山分局出入境户政综合服务大厅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事处行政服务大厅

深圳市坪山区中山中学先锋志愿团

华南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综合服务部

中建五局华南公司深圳分公司华富村东、西区旧住宅改造项

目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皇岗边检站执勤十五队一分队

华南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运价管理部

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蛇口海事局政务中心

深圳市罗湖区金融服务署团支部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变电管理二所 500kV 鹏城巡

维中心

深圳市燃气集团输配公司求雨岭门站

深铁运营客运二分公司塘朗客车四队

华南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深圳公司盐田船代科

深圳湾创业广场党群服务中心

深圳市南山区南风社会工作服务社

深圳市南山区党群服务中心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运营管理部

前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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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安区阳光成长青少年社会工作促进中心

珠海市

港珠澳大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一队

珠海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公安业务大厅

南方电网广东珠海金湾供电局平沙供电所

珠海市斗门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汕头市

澄海区公共服务中心

汕头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潮南巡维中心站

华能汕头海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与预算部

佛山市

佛山市公安局高明分局指挥中心宣传室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瑞英小学综合科组

佛山市顺德区容山中学心理健康教研组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新圩小学德育组

佛山市禅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中心

佛山地铁集团建设事业总部设备管理部

佛山地铁集团运营事业总部行车策划室

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安检抄表组

南海区桂城街道行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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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顺德运检中心

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步行政服务中心

佛山禅城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网综合班

佛山供电局试验研究所带电作业班

韶关市

南方电网韶关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计量自动化及电能量数

据班

广东省乐昌监狱十监区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粤北分公司一六服务区

新丰县消防救援大队

河源市

河源市烟草专卖局（公司）财务管理中心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汕湛分公司紫金西收费站

河源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团队

河源市图书馆中文借阅部

河源市消防救援支队高新特勤站

梅州市

广东交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东御营运管理分公司兴宁中心

站

国家税务总局兴宁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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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公路事务中心揭博高速公路路政大队二中队

丰顺县汤坑消防救援站

惠州市

惠州广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费管理部信息中心

广东省南粤交通新博高速公路管理处龙门中心站

惠州仲恺供电局陈江供电所

惠州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汕尾市

汕尾海事局红海湾海事处

东莞市

东莞海事局指挥中心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执行局

东莞公安铁骑常平大队

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石碣大队

东莞市凤岗镇政务服务中心

东莞轨道交通西平站

东莞市大岭山镇政务服务中心

东莞市黄江镇政务服务中心

东莞轨道交通检修分部定修班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东莞供电局 220kV 莆心巡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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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东莞市茶山镇政务服务中心公安办证大厅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东莞西区供电局配网规划工作

组

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茶山大队

东莞市大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护理组

东莞市洪梅镇政务服务中心

中山市

中山港口海事处翠亨海巡执法大队

中山市第二中学心理健康与生涯规划指导中心

中山海事局政务中心

中山市南头镇专职消防队

中山公用水务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客服营业厅

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中山城区收费站

中山市东区街道花苑社区居民委员会

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区支行

中山市石岐街道悦来南社区居委会

中山市小榄九洲基美美幼儿园

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菊城支行

中山市东区顺景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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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

江门市青少年宫

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新会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司前办税

服务厅

广东江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杜阮收费站

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新会供电局工程建设部综合业主项目部

一部

江门市江海区人民检察院青年法治宣讲团

中国农业银行台山市支行营业部

鹤山农商银行三连支行

阳江市

阳春新钢铁炼铁厂 1 号高炉作业区

阳春新钢铁炼钢厂转炉作业区

阳江供电局配网调度班

湛江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湛江海事局后勤管理中心

湛江霞海海事处调顺海巡执法大队

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炼油二部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第四税务分局管理一科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物探事业部特普公司

广东省公路事务中心化湛高速公路路政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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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海油服油化湛江作业公司

中科（广东）炼化有限公司东兴分部重整车间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乐华消防救援站

茂名市

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

广东省南粤交通云湛高速公路管理中心阳化管理处高州南

收费站

广东省公路事务中心阳化高速公路路政大队

茂名市滨海新区电城消防救援站

茂名市电白区水东消防救援站

肇庆市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端州供电局黄岗供电所

广东省南粤交通龙怀高速公路管理中心英怀管理处怀集北

中心站

广东广佛肇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端州收费站

清远市

佛冈县人民检察院

阳山县阳城消防救援站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清远清城供电局凤城供电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清远连山供电局青年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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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股

广东二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连南收费站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集控一值

连南瑶族自治县消防中队团支部委员会

清城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英德市第七小学泉源教师先锋队

广东广乐高速有限公司英德收费站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远佛冈支行

国家税务总局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税务局税政股

英德市志愿者协会

潮州市

潮漳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意溪中心站

揭阳市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公司揭阳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行业

三室

广东省南粤交通揭惠高速公路管理处仙桥中心站

云浮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云浮云安海事处

竹之森农业科技销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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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直机关团工委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政务办文大厅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城轨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市中心城区地

下综合管廊项目部

黄埔海关驻凤岗办事处缉私分局情报科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广汕铁路项目部

中国船级社珠海分社现场检验组

广州海事法院珠海法庭

中国海事局南海海巡执法总队“海巡 31”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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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2

往届广东省青年文明号复核通过名单
（共 987 个）

与各行业系统联合开展部分

交通运输系统

江鹤高速公路龙湾收费站

深圳北站交通枢纽运营管理中心

深圳地铁集团运营总部客运三分公司老街站

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轨道交通设计院

广州市道路养护中心北城养护所人和养护站

卫生健康系统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病科综合内科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急诊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中医一病区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脑病科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检验科

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医学影像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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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番禺区中心医院急诊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肝病科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一科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二科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二科

深圳市血液中心华强北捐血站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肾内科

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二科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心血管外科

深圳市罗湖区中医院外科病区

珠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门诊西药房

汕头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一病区护理小组

汕头市中心医院心胸外科护理小组

汕头市中心医院儿科本部院区

汕头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

汕头市第四人民医院综合二病区

汕头市中医医院骨三科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手术室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

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护理组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

佛山市第五人民医院急诊科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手术麻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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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产房

佛山市中心血站采血科

佛山复星禅城医院门诊西药房

佛山市中医院重症医学科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急诊科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

佛山市南海区妇幼保健院门急诊科

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产科

顺德和平外科医院骨四区（足踝外科）

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

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产科

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急诊科

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三区

韶关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

韶关市中医院康复科

韶关市翁源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

河源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河源市人民医院感染科

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中心

惠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惠州市惠东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

惠州市惠东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新生儿科

东莞市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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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东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门诊西药房

东莞市滨海湾中心医院门诊西药房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东莞第一医院中医部

东莞市卫生监督所受理发证科

东莞市清溪医院康复中医科

中山市人民医院内科 ICU

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重症监护科

中山市博爱医院产房

中山市博爱医院新生儿科

中山市中医院康复科

中山市中医院骨关节专科

中山市中医院检验科

中山市陈星海医院骨科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麻醉科手术室

中山市小榄人民医院泌尿外科

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预防控制科

江门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

江门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三区

江门市人民医院骨外科

江门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江门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康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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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五邑中医院脑病科

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内科

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药学部

江门市新会区妇幼保健院爱婴区

江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队

阳江市公共卫生医院感染一科

阳江市人民医院内三科

阳江市中医医院内三科（脑病内科）

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中途宿舍

湛江中心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湛江市妇幼保健院产休区

茂名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茂名市人民医院财务科

茂名市人民医院外科重症监护室

茂名市中医院骨科

茂名市中医院妇产科

茂名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

茂名市妇幼保健院产一科

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情感障碍科（男区）

茂名市第三人民医院早期干预与儿少精神科

高州市人民医院肿瘤内科

高州市人民医院胸外科

高州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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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州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罗征祥心血管中心

清远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清远市中医院急诊科

连州市人民医院

英德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云浮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

云浮市人民医院检验科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儿科血液肿瘤专科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南院口腔科门诊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鼻咽科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凤凰医疗中心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感染病防治中心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肿瘤科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门诊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普通外科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特需医疗服务中心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代谢科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

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神经内科

南方医科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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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胃肠外科

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麻醉科手术室

南方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医院肝病科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中医皮肤科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肛肠科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关节科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龙溪院区急诊科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龙溪院区创伤骨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血液科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妇科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内分泌科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急诊科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脑病科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麻醉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肝病科

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急诊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妇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综合三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心血管一科

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急诊科

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急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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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整形外科

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感染内科中心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科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眼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药房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手术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负压病房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老年全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肝胆外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新生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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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检验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急诊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泌尿外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产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重症医学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放疗二区

广东省人民医院手术室

广东省人民医院东综合三区

广东省人民医院感染内科

广东省人民医院肾内科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血液科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住院部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职业卫生评价所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毒化监测所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放射卫生防护所

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物理因素监测所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针灸康复科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骨科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药学部

广东省第二中医院急诊科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证大厅



- 35 -

国资系统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航空运输服务分公司签派

协调部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空港快线运输有限公司班车服务部导乘

台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卫部二大队二中队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运行控制中心运行部

广东省机场集团物流有限公司货物安检部货检一分部

广东粤海天河城商业有限公司

广东江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中江路政队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财务部

广东惠州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运行 A 值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地勤服务有限公司客舱清洁部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商旅服务有限公司贵宾中心

广东粤东高速公路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博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博深分公司官井头收费站

广东开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广东汕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潮州收费站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丁值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设备部汽机班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台山分公司团委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路达分公司泰山收费站

广东省南粤交通韶赣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南雄收费站



- 36 -

广东省南粤交通韶赣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总甫中心站

广东省南粤交通韶赣高速公路管理中心韶关东收费站

广中江高速公路项目管理处荷塘中心站

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盾构班组

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经营部

广东江肇高速公路管理中心桃源中心站

广东江肇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回龙收费站

广东江肇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大沙中心站

揭阳潮汕机场公司地服旅客服务处

揭阳潮汕机场公司安全检查站

广东珠海金湾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集控分部 C 值

天生桥一级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水力发电厂运行一值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丙值

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公司设备部热控分部热控三班

广物汽贸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布尔津风电场

广东省源天工程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太平收费站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麻涌收费站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福永收费站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皇岗收费站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南头收费站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新桥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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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宝安收费站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福田收费站

广东省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八公司工程部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翼通商务航空服务有限公司

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南丫收费站

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顺德收费站

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容桂收费站

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南头收费站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材检测组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建安先锋青年集体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广水安江公司发电部班组

粤水电建筑安装建设有限公司电气施工队

广水桃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运行班组

广东省水电医院急诊科

广东水电云南投资有限公司南沙水电厂维护班组

广东粤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飞来峡项目部拌合运转班

广东粤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韩江高陂水利枢纽工程项目

拌和运转班

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指挥部青年突击队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南环段分公司龙江中心站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梁金山服务区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鹤洲收费站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东莞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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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厚街收费站

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碧江收费站

广东省水电医院内一科

广东省水电二局医院产科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萝岗收费站

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广州收费站

粤水电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测量班组

广东省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团委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韶分公司韶关站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热水服务区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阳江服务区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南环段分公司丹灶中心站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粤通卡客户服务中心广州

营业部

广东联合电子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粤通卡客户服务中心

广东广物物流有限公司

海关系统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三山港监管科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南海办事处政务服务科

广州海关所属花都海关花都港监管科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物流监控处中区保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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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驻跨境电商监管中心办事

处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查验一处查验科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审核业务处审核业务二科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禅城办事处快件监管科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综合技术中心技术检测一部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禅城办事处政务服务科

广州海关统计分析处分析监测科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邮局海关邮递物品监管科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查检科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政务服务科

广州海关所属韶关海关查检科

广州海关所属广州车站海关旅检二科

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物流监控科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禅城办事处稽查科

广州海关所属大铲海关监管一科

广州海关所属韶关海关青年突击队

广州海关所属清远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

广州海关所属番禺海关珠宝园监管科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综合业务科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顺德办事处客运港货运监管科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高明办事处查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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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关所属清远海关清远港监管科

广州海关所属佛山海关驻高明办事处“团青服务站”

深圳海关科技处软件开发管理一科

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

深圳海关所属罗湖海关监控科值班应急岗

深圳海关所属罗湖海关护照进境现场

深圳海关所属罗湖海关护照出境现场

深圳海关所属蛇口海关前海综合保税区监管综合岗

深圳海关所属蛇口海关船舶监管二科登临查验岗

深圳海关所属福田海关企业资信科

深圳海关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理化实验室

深圳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口岸工作部罗湖医学排查岗

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志愿服务队

拱北海关所属中山海关博爱先锋服务队

汕头海关科技处“科创先锋队”

汕头海关所属潮州海关综合业务科

汕头海关办公室机要档案科

汕头海关所属濠江海关“先锋工作队”

汕头海关法综处法规管理科

汕头海关所属汕尾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

汕头海关所属潮汕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

汕头海关统计处“统计梦工场”

汕头海关所属澄海海关“红头船先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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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海关所属凤岗海关“星火青年”服务队

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综合业务二科通关组

黄埔海关所属沙田海关核查外勤科

海关总署风险防控局（黄埔）“e 防控”大数据应用小组

黄埔海关所属老港海关通关科接单组

江门海关 580 科技服务队

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关企“面对面”工作室

江门海关所属台山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江门海关国家半导体光电产品检测重点实验室

江门海关 12360 服务热线工作室

江门海关所属外海海关通关攻坚小组

江门海关所属鹤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

江门海关所属阳江海关“查检先锋”服务队

江门海关“风控创客”

湛江海关所属海东新区海关综合业务一科

湛江海关风控分局“先风卫士”服务队

湛江海关所属霞海海关非贸审单科

湛江海关所属茂名海关查检二科

税务系统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纳税服务科（办税

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征收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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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三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稽查局检查三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案源管理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收入核算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越秀区税务局信息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天河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综合组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天河区税务局机关党委（党建工作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白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开发

区税务局）云埔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黄埔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开发

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花都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花都区税务局花山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番禺区税务局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番禺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南沙

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南沙

开发区税务局）南沙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南沙区税务局进出口税收管理科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从化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广州市增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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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珠海保税区税务局珠澳跨境工业区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香洲区税务局吉大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金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澄海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龙湖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南澳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汕头市澄海区税务局莲下税务分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禅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

厅）纳税服务一组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南海区税务局西樵税务分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均安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杏坛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佛山市顺德区税务局陈村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韶关市武江区税务局风险管理股

国家税务总局韶关市仁化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韶关市浈江区税务局税政一股

国家税务总局韶关市乐昌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坪石办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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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韶关市翁源县税务局税政一股

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东源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东源县税务局税政一股

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龙川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和平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东源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源市源城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五华县税务局安流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惠州市惠阳区税务局税政一股

国家税务总局汕尾市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汕尾市税务局办公室（党委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汕尾市海丰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横沥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南城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清溪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长安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塘厦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石碣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凤岗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莞城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东坑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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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谢岗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麻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小榄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古镇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东区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新会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三和大道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蓬江区税务局税政股

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恩平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蓬江区税务局棠下税务分局杜阮点

国家税务总局江门市蓬江区税务局荷塘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阳江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阳江市税务局信息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阳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

局

国家税务总局湛江市廉江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湛江市遂溪县税务局北坡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湛江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组

国家税务总局湛江市税务局信息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东海岛税务分局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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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茂南区税务局茂南开发区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茂南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官山四路）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茂南区税务局新坡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茂南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茂名市行政

服务中心—西区）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高州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高州市税务局沙田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化州市税务局平定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电白区税务局水东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电白区税务局麻岗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信宜市税务局钱排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信宜市税务局怀乡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信宜市税务局东镇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茂名滨海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信宜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肇庆市德庆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肇庆市封开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肇庆市怀集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肇庆市鼎湖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办税服务

厅）

国家税务总局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

（办税服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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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清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清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沿江一路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佛冈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

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清城区税务局洲心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清新区税务局太平分局办税服务大厅

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清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阳山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连南瑶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英德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清远市税务局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潮州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股（办税

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潮州市税务局信息中心软件组

国家税务总局揭阳产业转移工业园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揭西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金融系统

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环市支行

阳山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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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良和桂支行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容奇支行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松岗支行营业部

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瑶村支行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谢岗支行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容桂东逸支行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滘东胜支行

邮政集团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信息技术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深圳邮区中心局国际邮件处理部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建设路投递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华营业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署前路邮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区昌岗路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海珠区会展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石牌邮政支局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州邮区中心设备维护班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

班包件班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潮州市分公司枫春支局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航空邮件处理中心国

际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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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市中华路营业所

电信公司

中国电信东莞厚街分公司厚街营业厅

中国电信佛山分公司客户服务部投诉管理室

中国电信揭阳分公司 IT 及业务支持中心

中国电信揭阳分公司创新业务运营中心

中国电信揭阳分公司客户服务部

中国电信揭阳普宁分公司广达营销服务中心营业班

中国电信中山西部分公司政企中心

中国电信江门恩平分公司中心营业厅

中国电信江门分公司解决方案中心

中国电信江门分公司云网设备维护室

中国电信中山南部分公司坦洲营业厅

中国电信佛山南海区分公司里水营业厅

中国电信佛山南海区分公司桂城营业厅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第五分公司湖北分公司

中国电信清远分公司政企客户部

中国电信清远分公司半环营业厅

中国电信清远分公司接入维护中心网络维护室

中国电信清远城区分公司沿江营销中心

中国电信江门分公司中心营业厅

中国电信江门蓬江区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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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江门分公司政企客户部

中国电信江门开平分公司曙光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江门分公司高新营销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江门台山分公司台城桥湖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江门鹤山分公司新城营业厅

中国电信江门新会区分公司冈州营业厅

中国电信中山小榄分公司升平营业厅

中国电信惠州仲恺分公司陈江营业厅

中国电信惠州分公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承载序列

中国电信惠州分公司下角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惠州惠城区分公司河南岸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惠州分公司创新业务运营中心（号百信息服务中

心）

中国电信肇庆德庆分公司德城营销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肇庆端州分公司建设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肇庆端州分公司黄塘客户服务中心（营业班）

中国电信肇庆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东莞虎门分公司虎门营业厅

中国电信东莞谢岗分公司谢岗营业厅

中国电信深圳分公司数字营销及渠道运营中心中心区营业

厅

中国电信深圳龙岗分公司龙岗营销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东莞大朗分公司大朗营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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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讯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三分公司深圳项目一部

中国电信东莞常平分公司常平营业厅

中国电信东莞城区分公司南城鸿福营业厅

中国电信茂名茂南区分公司光华北营业厅

中国电信深圳南山分公司南油营销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东莞横沥分公司横沥营业厅

中国电信中山东部分公司中山港营业厅

中时讯第一分公司广州电信无线网络维护团队

中国电信揭阳分公司综合楼营业班

中国电信深圳南山分公司南头营销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深圳盐田区分公司东湖营销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深圳分公司大数据运营中心

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政企客户部政法公安行业中心

中国电信广州荔湾区分公司互联网+运营支撑中心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电信咨询设计院

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销售部

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国际海缆登陆站

中国电信汕头龙湖区分公司珠池营业厅

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销售部客户服务班

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

中国电信汕头龙湖区分公司珠池南营销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网络操作维护中心客户服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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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客户服务调度与资源中心资源服务支

撑团队

中国电信广东分公司 10000 号广州区域中心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160 台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信息运营事业部产品销售中心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渠道运营事业部终端业务支撑

团队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信息运营事业部话务运营团队

中国电信珠海分公司香洲营业厅

中国电信珠海分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广东省政务热线运营中心业务运营团

队

中捷通信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综合通信设计院移动项目组

广州市汇源通信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监理二部

中睿通信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无线一所

中捷通信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供应链信息服务中心

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珠海项目部

中国电信汕头分公司接入维护中心核心网班

中国电信佛山三水分公司宝南营业厅

中国电信广州分公司销售部大连锁及厂商渠道运营室

中国电信广州白云区分公司政企客户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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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集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办公室企业管

理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政企客户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市场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全球通服务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揭阳分公司榕城分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揭阳分公司揭东分公司揭

东区域运营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茂南分公司官山服务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茂南分公司迎宾服务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财务核算分析

团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客户运营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综合调度及维

护中心基础网络维护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综合调度及维

护中心综合管理室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客户响应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三乡缤纷汇营

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南安路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市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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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康乐服营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全球通大厦服

营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行政服务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无线优化中心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珠海分公司网络管理中心

联通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综合服务支撑中

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网络BG云网运营

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大良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市场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天河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越秀中山四路营

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白云鹏景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海珠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海珠丽影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云网运营中心智

家业务支撑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云网运营中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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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网运营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广州市分公司客户服务部家庭

客户体验保障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梅州市分公司丰顺县滨河西路

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仁化分公司营业

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韶关市分公司惠民南路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平沙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珠海市分公司客服部投诉班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潮州市分公司黄冈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潮州市分公司枫春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东莞市分公司网络建设部客户

工程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汕尾市分公司网络BG建维优支

撑团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汕尾市分公司中心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联通大厦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渠道营销中心一

体化交付 BU 订单转化团队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宝安区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网络BG客户感知

优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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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全客户运营中心

2C 执行室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蓬江白石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江门市分公司客户服务部投诉

处理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光华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政企 BG toG（政

要）模块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山市分公司网络 BG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网络BG客户感知

优化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仲恺区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惠东建设路营业

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清远市分公司连江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汕头市分公司文祠西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汕头市分公司“互联网+”展示

中心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家华名都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龙珠营业厅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惠州市分公司陈江大道营业厅

石化销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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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石化广东珠海石油分公司新村加油站

石油销售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中山永顺加油站

珠海横琴中油加油站经营有限公司横琴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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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组织独立开展部分

广州市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一中心车站服务

二部昌岗中心站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二中心车站服务

三部淘金中心站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三中心车站服务

五部客村中心站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二中心车站服务

三部珠江新城中心站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运营一中心车站服务

二部广州南中心站

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电力试验研究院资产技术部

广州南沙供电局客服一班

广州环龙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亚运城收费站

广州珠江黄埔大桥建设有限公司监控应急中心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质量部整车品质一科

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西堤码头

广州公交集团第二公共汽车有限公司修配一厂机电车间

广州市公用公交站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广州火车站（草暖公

园）公交站场

广州市公用公交站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南站公交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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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第二巴士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502 线 02101 号车组

广州公交集团客轮有限公司智能运营调度中心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荔湾管理部

广州市第二防汛机动抢险队

广州市越秀区文明路消防救援站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营销监察部

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市越秀区青创力社会发展中心

科大讯飞华南有限公司科学普及中心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发电水

务水工结构室

深圳市

中建五局深圳分公司

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变电管理一所鲲鹏巡维中心

盐田区委（区政府）总值班室

龙岗区烟草专卖局专卖管理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深业集团惠州广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费管理部

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火眼团队

深海女子开箱队

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研究院有限公司流体系统和安全分析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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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铲海事局政务中心

深圳地铁集团运营总部通号中心通号三车间

盐田海事局政务中心

深圳地铁集团运营管理办公室枢纽大队北站中队

深圳机场航空护卫站“小蜜蜂”班组国内进港厅出口监护岗

深圳市地铁物业罗湖管理处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公司工程技术部

深圳地铁集团运营总部客运三分公司福田站

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核岛设备所机电

设备室

深圳地铁集团运营总部车辆中心大修一车间转向架工班

深圳市机场地面服务公司国际客运部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深圳湾边检站执勤五队

深圳市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南山分公司

深圳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消防救援站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龙华区税务局国际税收管理科

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文锦渡边检站执勤五队

深圳机场商务发展有限公司公务机 FBO 班组

深圳市宝安区志愿者联合会

中国广核集团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设计院核岛系统所核环

保及辐射防护创新团队

深圳市天健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天健商务大厦服务中心



- 61 -

珠海市

港珠澳大桥海事局西岛海巡执法大队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金湾供电局南水供电所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珠海金湾供电局

珠海市公安局 110 报警服务台

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湾仔边检站（执勤）三队

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横琴边检站（执勤）二队

珠海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茂盛围边检站（执勤）二队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二站

珠海市香洲区拱北消防救援站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东路消防救援站

珠海（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唐家消防救援站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消防救援站

珠海港口海事处青年突击队

珠海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汕头市

汕头市公安局金平分局金东派出所

汕头澄海海事处莱芜海巡执法大队

汕头市潮南区司马浦消防救援站

汕头市潮阳区棉北消防救援站

南方电网广东汕头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继保自动化一班

南方电网广东汕头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柔直巡维中心站



- 62 -

南方电网广东汕头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继保自动化二班

南方电网广东汕头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胪岗巡维中心站

华能汕头海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部炉控班

汕头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

汕头市公安局《汕头警视》栏目组

汕头市公安局信息中心

潮南区便民服务中心

南方电网广东汕头供电局信息中心信息运维班

佛山市

佛山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一站

顺德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佛山海事局政务中心

南方电网广东佛山供电局大客户服务班

佛山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客服热线班

佛山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何小娜服务班

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石湾派出所

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公共关系科

佛山市禅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佛山禅城海事处

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治安大队二中队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消防救援站

佛山市禅城区石湾镇街道行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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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广东佛山禅城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营业三班

佛山市禅城区供水有限公司前台客服一班

佛山市禅城燃气有限公司抢修中心

南海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消防救援站

佛山市南海公证处

南方电网广东佛山供电局变电管理一所罗洞运检中心

南方电网广东佛山南海供电局罗村供电所

中国农业银行南海里水支行营业部

佛山市南海燃气发展有限公司桂城分公司用户中心

南海区桂城街道翠颐社区居委会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供水客户服务中心桂城营业所

广东盈宇律师事务所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消防救援站

南方电网广东佛山顺德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网综合一班

东平小学综合科组

南方电网广东佛山顺德供电局大良供电所营业二班

佛山市顺德区港华燃气有限公司大良营业服务点

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均安社区治安联防分队

顺德区容桂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顺德区星光珠宝金行有限公司华盖分店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佛山市高明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数字化城市管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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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明监狱六监区

佛山水业集团高明供水有限公司荷城供水分公司客服中心

南方电网广东佛山高明供电局沧江营业厅

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佛山市高明燃气有限公司运营中心

佛山广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荷城收费站

佛山市高明区鹏星社会工作服务社

佛山市三水区西南消防救援站

佛山水业三水供水有限公司客服业务部

南方电网广东佛山供电局变电管理三所 500 千伏西江运检

中心

韶关市

韶关市始兴县城北路消防救援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韶关曲江海事处

广东省南粤交通仁博高速公路管理中心仁新管理处城口中

心站

韶关市武江区消防救援大队

韶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广东南雄市消防救援大队消防业务受理室

广东省乐昌监狱十一监区

乐昌市乐城消防救援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韶关海事局政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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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口铅锌矿水电车间生产技术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韶关浈武江海事处

韶关市乳源瑶族自治县消防救援大队

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乳源供电局乳城供电所

南方电网广东韶关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坦界巡维中心

河源市

河源供电局继保自动化一班

河源市连平县元善消防救援站

河源市紫金县紫城消防救援站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源城支行

河源市源城区文昌路消防救援站

源城区消防救援大队河紫路消防救援站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蓝口服务区

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民医院儿童康复中心

广东河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雅居乐支行

梅州市

南方电网广东梅州供电局变电管理所梅县巡维中心

南方电网广东梅州供电局变电管理所继保自动化一班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梅州卷烟厂动力中心中控室

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水寨消防救援站

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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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广东梅州供电局变电管理所嘉应巡维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兴宁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丰顺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广东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梅州卷烟厂卷接包车间质检室

广东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分公司市场营销部

客服中心

惠州市

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

惠州海事局政务中心

惠州海事局海巡 0938

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淡水消防救援站

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惠环消防救援站

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龙门消防大队

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荃湾消防救援站

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石化大道特勤站

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下角消防救援站

惠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新圩消防救援站

汕尾市

南方电网广东汕尾供电局变电管理所茅湖巡维中心站

东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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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东莞供电局变电管理三所变电

检修一班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清溪分局

东莞市石龙消防救援站

东莞市大岭山消防救援站

东莞市松山湖消防救援站

东莞市公安局虎门分局巡警大队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东莞东南区供电局黄江供电服

务中心营业厅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东莞供电局 500kV 纵江巡维中

心

东莞市公安局铁骑办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东莞供电局 500kV 东莞变电站

东莞市公安局寮步分局办证厅

广东省东莞监狱二监区

东莞市司法局大朗分局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广东电网东莞供电局 500kV 横沥变电站

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清溪人民法庭

东莞市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常虎高速公路分公司大岭山

收费站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厚街人民法庭

东莞市公安局常平分局办证大厅

东莞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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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陆上工程运维总部

完美（中国）有限公司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

小榄镇绩东一社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服务管理站

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丰支行

中山小榄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埒西支行

中山市迪艺艺术培训中心有限公司

中山黄圃海事处政务大厅

中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黄圃分局登记注册大厅

中山市泉眼温泉旅游度假酒店前厅部

广东合胜腾翼集团有限公司

中山市神湾镇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大厅

广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中山检测院

中山市住房保障事务中心

中山市气象台

中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东区办事处

中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批服务办公室

中山市看守所狱政大队

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调度指挥中心

中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城区大队事故处理中队

中山市公安局民众分局横门派出所

中山市公安局民众分局民城派出所

中山市公安局法制监管支队二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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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公安局指挥中心调研科

广东卓正律师事务所

广东中元（中山）律师事务所

广东国融律师事务所

中山市古镇消防救援站

中山市沙溪消防救援站

中山市东升消防救援站

中山市三乡消防救援站

中山市中山港路消防救援站

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中山西收费站

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南头收费站

广东广珠西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中山南收费站

广东江中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小榄收费站

江门市

江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睦洲支行营业部

江门市江新联围管理处防汛物资储备中心

南方电网广东江门供电局输电管理一所电缆班

南方电网广东江门蓬江供电局营业一班

南方电网广东江门开平供电局青年中心

南方电网广东江门开平供电局三埠供电所营业班

南方电网广东江门开平供电局大沙供电所

开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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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江海供电局

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江海供电局营业二班

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

江门市蓬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行政总汇办税服务厅）

恩平市供水公司营业厅

恩平市七星坑山泉有限公司

南方电网广东江门新会供电局会城配电运维中心

江门市江海区高新消防救援站

南方电网广东江门鹤山供电局沙坪营业所营业班

阳江市

阳江市江城区城东消防救援站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化学环保部环境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阳江港口海事处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化学环保部化学监督科

广东肇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平冈中心站

阳江市阳东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阳江供电局调度自动化班

广东阳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潭水支行营业部

南方电网广东阳江供电局变电管理所继保二班

广东阳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阳春南中心站

湛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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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县徐城消防救援站

湛江市消防救援支队友谊特勤站

湛江市麻章区金川路消防救援站

湛江市霞山区新兴消防救援站

湛江市赤坎区沙湾消防救援站

湛江港石化码头有限责任公司消防队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涠洲 11-4 油田

湛江东海供电局“尖兵连”

湛江遂溪海事处廉江海巡执法大队

湛江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宝钢码头操作部丙

班

吴川市梅菉消防救援站

中国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加氢车间

中国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聚丙烯车间

中国石化湛江东兴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催化车间

500kV 港城变电站

茂名市

广东众和化塑股份公司化工包装分公司

高州市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

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

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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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众和化塑有限公司天行高新技术分公司

信宜市人民法院法警大队

茂名信宜供电局办公室信息运维班

茂名市消防救援支队站北六路特勤站

肇庆市

肇庆市炬旺通讯有限公司

肇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要支行营业部

肇庆市怀集县怀城消防救援站

肇庆市德庆县消防救援大队

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沙沥消防救援站

肇庆市高要区南岸消防救援站

肇庆市封开县江口消防救援站

肇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风华高科冠华分公司技术部

广宁县南街消防救援站

肇庆市广宁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德庆供电局悦城供电所营配综合班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高要供电局禄步供电所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高要供电局金利供电所

肇庆市鼎湖区春晖爱心协会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端华分公司技术部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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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变电管理所继保自动化一班

风华高科青年志愿者义务维修服务站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端州供电局客户服务班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四会供电局东城供电所

肇庆四会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出入境管理中队

肇庆市鼎湖区消防救援大队

肇庆市端州区城东消防救援站

肇庆市广宁县财政局

肇庆市封开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肇庆港口海事处

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客服中心

肇庆海事局“西江卫士”青年突击队

肇庆高新区广播电视中心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四会供电局地豆供电所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四会供电局大沙供电所

肇庆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南方电网广东肇庆德庆供电局新圩供电所营配综合班

清远市

南方电网广东清远清城供电局石角供电所

清远市清新区消防救援大队

清远市公安消防支队佛冈县中队

佛冈县石角市场监督管理所（佛冈县石角工商行政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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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广东清远清城供电局龙塘供电所

南方电网广东清远供电局连州供电局龙坪中心供电所

南方电网广东清远供电局变电管理二所 500kV 贤令山巡维

中心站

英德华润燃气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远清城海事处

南方电网广东清远供电局清城分局源潭供电所

广东省阳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小三江服务区

清远市连州爱地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连州地下河景区

潮州市

南方电网广东潮州湘桥供电局配电运维班

潮州市潮安区庵埠消防救援站

潮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兴工南路特勤站

潮州市饶平县消防救援大队

潮州市湘桥区西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潮州新华书店有限公司购书中心

广东省潮州市烟草专卖局直属分局

揭阳市

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汕湛分公司揭西收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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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浮市

云浮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二大队

广东通驿高速公路服务区有限公司葵洞服务区

广东云浮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罗定市龙华东路消防救援站

新兴县文锦路消防救援站

郁南县消防救援大队

云浮市云城区乐谊路消防救援站

南方电网广东云浮供电局供电服务中心服务调度及业务运

营班

南方电网广东云浮新兴供电局生产计划部配网综合班

广东翔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云浮发电厂检修部热工三班

云浮发电厂运行部丁值 C 控

南方电网广东云浮供电局变电管理所高压试验班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江罗分公司东成中心收费站

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江罗分公司冲花中心收费站

云浮市第一看守所狱政管理股

南方电网广东云浮供电局 500kV 卧龙变电站

南方电网广东云浮云城供电局东安供电所营业班

广东粤电云河发电有限公司财务部

云浮市高级技工学校志愿者服务队教师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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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航集团

汕头航空有限公司飞机维修厂航线车间睿翼组

汕头航空有限公司保卫部“翔鹰组”

广铁集团

广州车务段东莞站售票班组

深圳车站售票车间“簕杜鹃”班组

深圳车站迎春花服务队

民航中南管理局

深圳机场航空护卫站门岗监管大队 5 号门

深圳机场地面服务公司值机科

深圳机场航站区管理部客户服务科“飞鱼管家”班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