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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

南京
南京市栖霞区总工会
汇通达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速度时空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星宇芯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大田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爱尔集新能源科技（南京）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市玄武区新街口街道总工会
南京市秦淮中医医院工会委员会
南京市建邺区沙洲街道总工会
南京市莲花实验学校工会委员会
南京市鼓楼区湖南路街道总工会
南京市鼓楼区宝塔桥街道幕府西路社区工会联合会
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总工会
南京长江工业炉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市江宁科学园小学工会委员会
南京牛首山文化旅游区工会联合会
舍弗勒（南京）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市江宁区禄口街道总工会
南京市浦口区城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会委员会
南京市浦口区城东幼儿园工会委员会
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市溧水区石湫街道总工会
南京华洲药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工会联合会
南京金域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铁路中铁宝桥（南京）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爱尔集新能源（南京）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奥托立夫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工会委员会
南京中建东孚置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宝庆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南京市玄武区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中石化南京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赛科利（南京）汽车模具技术应用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保卫部工会委员会
南京科瑞达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新城现代有轨电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
无锡市惠山区总工会
无锡市梁溪区水产行业工会联合会
江阴澄江跨境电商产业园联合工会委员会
江阴南泰家纺用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众网互联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阴市云亭街道佘城村工会联合委员会
江苏申通国际货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阴市中医院工会委员会
江苏宝安电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江南电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蓝必盛化工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建材（宜兴）新能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宜兴市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梁溪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五爱实验幼儿园工会委员会
无锡华阳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梁溪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锡山区东北塘街道总工会
中国铁路中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统力电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东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煤矿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总工会
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总工会
无锡市滨湖区民政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雄宇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南瑞恒驰电气装备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河埒中学工会委员会
中达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总工会
无锡市新吴区机关工会委员会
无锡微纳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无锡汽车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急救中心工会委员会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徐州
新沂市总工会
睢宁县餐饮行业工会联合会
徐州南普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千禧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富华交通运输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众友兴和菌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华兴激光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丰县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沛县汉兴街道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睢宁县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江苏邳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邳州市宿羊山镇工会委员会
新沂市草桥镇总工会
江苏伟业铝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新沂鲁花浓香花生油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工会委员会
江苏华源节水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康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徐州市贾汪区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徐州云集港口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徐州银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委员会
江苏中瑞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八方钢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龙湖街道上山村工会委员会
凤凰湾电子信息产业园工会联合会
九州职业技术学院工会委员会
徐州市第一中学工会委员会
徐州市审计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工会委员会
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
徐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工会委员会
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工会委员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永安支行工会委员会
徐州大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徐州矿务集团总医院工会委员会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房建公寓段工会委员会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会委员会

常州
常州市新北区总工会
常州市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金源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时代上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溧阳市公安局工会委员会
蜂巢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总工会
中盐金坛盐化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金坛第三初级中学工会委员会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博世汽车部件（苏州）有限公司常州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旷达威德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敏杰电器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瓯堡纺织染整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亚通杰威电机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翔宇资源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乐萌压力容器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盛瑞联合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实验小学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总工会
常州市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新北区龙虎塘街道玲珑社区工会联合会
常州局前街小学工会委员会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丽华快餐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东南电器电机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钟楼区新闸街道职工双创基地工会联合会
常州市钟楼区邹区镇总工会
金翌车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畅达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光大环保技术装备（常州）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武进区横山桥镇五一村工会联合会
江苏洛基木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凯隆电器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武进区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工会委员会
常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委员会
北汽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苏州
苏州市吴中区总工会
苏州市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张家港恩斯克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永联精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宏宝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
常熟市龙腾特种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熟市天银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创美工艺（常熟）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苏州汇科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熟精元电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皇冠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太仓阳鸿石化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太仓市高新区第三小学工会委员会
龙钜超洁净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丹尼斯克（中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恩斯克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昆山市周市镇总工会
昆山京群焊材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昆山市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中盐昆山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高创（苏州）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国望高科纤维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总工会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检察院工会委员会
苏州市南环桥市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爱信（苏州）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亚东工业（苏州）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综保区-吴淞江科技产业园工会联合会
苏州纽克斯电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苏州高铁金科大酒店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阳澄湖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园工会联合会
苏州市姑苏区虎丘街道工会联合委员会
苏州市金阊新城实验小学校工会委员会
苏州猎豹特卫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苏州工业园区纳米行业工会联合会
苏州工业园区翰林小学教育工会委员会
绿点（苏州）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骊住建材（苏州）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安弗施无线射频系统（苏州）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苏州天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常熟理工学院工会委员会
苏州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工会委员会
苏州市市政建设管理处工会委员会
苏州市供排水管理处工会委员会
苏州日报社工会委员会
书香酒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苏州市苏园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苏州市港航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工会委员会

南通
南通市通州区总工会
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南通市崇川区电脑行业工会联合会
江苏飞亚化学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海安启弘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海安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海安市海陵中学工会委员会
南通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图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行工会委员会
如东县宾山小学工会委员会
江苏如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东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启东市消防救援大队工会委员会
江苏骅东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寰宇东方国际集装箱（启东）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华峰超纤材料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上海振华重工启东海洋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上药控股南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崇川区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南通通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通州区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南通市通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委员会
雄邦压铸（南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蓝丝羽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联世纪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斯德雷特光纤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通市海门第一中学工会委员会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通美亚热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新苏通科技产业园（南通）开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通州湾江海联动开发示范区税务局
工会委员会
南通市市级机关工会联合会
南通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通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会委员会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市公司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
连云港市赣榆区总工会
东海县房山镇总工会
江苏东海水晶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桃林酒业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临海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灌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灌云仁济医院工会委员会
灌南县长江路小学工会委员会
江苏丰收菇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天富（连云港）食品配料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旭润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市海州区花果山街道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鹰游纺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市新世纪亚欧装饰城工会联合会
丰益高分子材料（连云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市连云区云山街道总工会
连云港鑫能污泥发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新苏港码头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海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连云港市烟草专卖局（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齐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分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灌云支行工会委员会
中国石化江苏连云港石油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淮安
金湖县总工会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
淮安市道路运输工会联合会
淮安市清江浦区清江街道工会委员会
江苏麦德森制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淮安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施塔德电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申通快递有限公司淮安中转站工会委员会
江苏纽泰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淮安青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华晨气缸套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悦丰晶瓷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淮安源通制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涟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盱眙县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江苏同创建设项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金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劲嘉新型包装材料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大通机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淮安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淮阴中学教育集团淮安市新淮高级中学工会委员会
淮安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工会委员会
淮安市淮涟灌区管理所工会委员会
淮安市现代有轨电车经营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淮安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工会委员会
淮安市公安局水上治安分局工会委员会
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会委员会
中移在线服务有限公司淮安数字服务园区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淮安市国有联合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银行淮安分行工会委员会
淮安市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清江浦区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盐城
射阳县总工会
江苏大丰港经济开发区总工会
盐城市盐都区物流快递行业工会联合会
东台市工人文化宫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弶港农场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贺鸿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兴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汽研汽车试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博敏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大丰跃龙化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综合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
盐城市怡美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盐城海普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建湖县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江苏悦阳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建湖九龙口大闸蟹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东方滤袋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盐城永太服装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材科技（阜宁）风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苏盐阀门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滨海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盐城市盐都区盐龙街道总工会
江苏盐芯微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千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恒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人民百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税务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盐城市审计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盐城技师学院工会委员会
江苏沿海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会委员会
江苏新宇工程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扬州
宝应金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利德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扬州韵至达速递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华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扬州日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高邮市京沪通汽车物流修配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
扬州天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仪征市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
实友化工（扬州）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江安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嵘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迈安德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扬州日精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扬州市邗江区实验学校工会委员会
扬州市邗江区新盛街道殷湖社区工会联合委员会
江苏省长丰医疗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扬州市育才小学工会委员会
扬州乾照光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科派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倍加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扬城一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扬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交通银行扬州金融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
江苏天润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扬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扬州水利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旅游职业学院工会委员会
扬州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扬州技师学院工会委员会
扬州海事局工会委员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扬州市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青岛啤酒（扬州）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镇江
江苏鸿晨光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诺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工会联合会
江苏绿叶锅炉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丹阳市丹北镇总工会
江苏智达高压电气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山水环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句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委员会
威腾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蜂巢动力系统（江苏）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希西维轴承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镇江苏南商贸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镇江蓝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储粮镇江粮油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镇江鹏龙星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航发优材（镇江）高温合金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金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丹佛斯动力系统（江苏）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句容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邮政集团镇江市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镇江三新供电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瑞祥科技集团工会委员会
镇江市综合交通事业发展中心工会委员会
镇江市实验高级中学工会委员会
镇江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会委员会
镇江市职工服务中心工会
镇江市口腔医院工会委员会
镇江市给排水管理处工会委员会
镇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镇江市财政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镇江市公共住房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泰州
泰兴市总工会
泰州医药园区总工会
泰州市姜堰区娄庄镇先进村管材管件行业联合工会
凯傲宝骊（江苏）叉车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大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艾兰得营养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泰兴市鼓楼新天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税务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会委员会
泰州安井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泰州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工会委员会
南京银行泰州分行工会委员会
泰州实验中学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靖江市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靖江高级中学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泰兴市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江苏华扬液碳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永昇空调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国兴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兴化市沙沟镇工会委员会
江苏京生管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兴化市楚水初级中学工会委员会
兴化市万佳机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检察院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市海陵区税务局工会委员会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泰州油恒油气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康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工会委员会
泰州汇锦电子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康贝宠物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扬子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泰州中来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神王集团钢缆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泰州市天力铁芯制造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溱湖景区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宿迁
宿迁市洋河新区总工会
沭阳百盟物流园货运物流联合工会
江苏达丽智能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布拉芙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仙之宝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吉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沭阳县城乡水务发展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沭阳县沭城街道东园社区工会联合会
泗阳县审计局工会委员会
江苏泗洪农村商业银行工会委员会
斯迪克新型材料（江苏）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泗洪县青阳街道工会委员会
宿迁联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惠然实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宿迁市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会委员会
亿茂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天合光能（宿迁）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晨风（宿迁）服饰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宿迁市小汪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苏州电瓷厂（宿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宿迁市洋河新区京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烟草公司宿迁市公司系统工会委员会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宿迁交通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省产业
南京体育学院工会委员会
南京传媒学院工会委员会
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工会委员会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中板厂工会委员会
精华制药集团南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机关工会委员会
江苏国信溧阳抽水蓄能发电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石化华东石油工程有限公司江苏钻井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机关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高校招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工会委员会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新长车务段工会委员会
中国电信集团江苏号百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邮政集团宜兴市分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宝应湖农场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南京金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太湖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地质测绘院工会委员会
国网江苏省电力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方天电力技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交通技师学院工会委员会
江苏汽车技师学院工会委员会
华东油气分公司泰州采油厂工会委员会

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

南京
南京淳泰控制设备有限公司职工创新工会小组
南京楚航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会小组
南京市点将台社会福利院医务科护理组工会小组
国电南自维美德自动化有限公司电气工程技术部工会小组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电机车间工会
中石化南京化学工业公司炼油厂催化裂化联合装置车间工会
喜星电子（南京）有限公司CP生产室NYCP生产班工会
中航金城南京机电液压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一分部工会
玄武区房产经营有限公司红山分公司工会
秦淮幼儿园秦淮地域文化特色俱乐部活动研发工会小组
南京市建邺南苑街道泰山路社区服务站工会小组
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会南京分公司工会小组
江苏合润企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管理中心工会小组
南京安平公司工会煤焦作业区工会小组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制造部冲压车间工会
中国电信江苏省浦口区校园营销服务中心工会小组
南京市六合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溧水区税务局税政二科工会小组
南京华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阅江楼支行工会
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煤化工部运管二分部工会
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油漆车间工会
南京东华传动轴有限公司工会第一工会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第一炼铁厂高炉二车间值班室工会小组
中国海员南京港轮驳分公司宁港23工会小组
中车浦镇公司A3208工位工会小组
南京熊猫电子有限公司熊猫制造中心分公司工会
南京江北新区公交客运有限公司汽车六队工会小组
红星美凯龙卡子门商场市场部工会小组
梅山工程技术新产业开发公司建筑安装工程分公司工会

无锡
江苏雪豹日化有限公司洗涤制膏班组工会小组
江阴杜奥尔科技有限公司气囊车间SAB缝纫组工会小组
江阴法尔胜泓昇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工会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江阴市供电分公司输变电运检中心工会
江苏小太阳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链条车间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江阴市周庄税务分局工会
宜兴市王者塑封有限公司包装车间工会小组
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宜兴市分公司西区工会
无锡轻工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一组工会
江苏省科佳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道桥设二部分公司工会
无锡市大地名扬幼稚园名扬幸福之家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宜兴市和桥税务分局工会
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工会小组
确成硅化学股份有限公司HSE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分局工会
无锡华源凯马发动机有限公司金加工分公司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无锡市惠山区税务局钱桥税务所工会
无锡市惠山区堰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会
无锡市滨湖区中医院肿瘤科工会小组
无锡方盛换热器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工会小组
江苏和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工会小组
无锡百联奥特莱斯商业有限公司工会小组
绿点科技（无锡）有限公司CNC生产工会小组
日立泵制造（无锡）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工会
江苏九隆保安服务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工会小组

徐州
徐州天虹银丰纺织有限公司细纱工会小组
光大环保能源（沛县）有限公司工会行政部工会小组
长江桂柳食品睢宁有限公司生产部工会
徐州千百度鞋业有限公司行政部工会

江苏康力源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冲压车间工会小组
新沂恒瑞建材有限公司品控部工会小组
江苏省精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车间工会小组
徐州瑞达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质量部工会小组
江苏东宇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行政部工会小组
徐州市人力资源和公共就业管理中心工会
徐州市民政局机关工会
徐州市水务局机关工会
徐州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泉山执法监督二大队工会
骆马湖水利管理局邳州河道管理局工会
徐州新盛彭寓置业有限公司工会
江苏协鑫硅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检验工会小组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机械装备公司工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一零八工厂科研开发部工会小组
徐州观音国际机场有限责任公司运行指挥中心工会小组
徐州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云龙山管理服务中心工会
徐州天元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工会
中铁十局四公司徐州解放北路项目部工会
徐州国投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工会
徐州国源金恒泰多种经营服务有限公司物流部
驾驶工段工程班工会小组
中国石化徐州石油分公司矿山路加油站工会小组

常州
溧阳市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二班工会小组
溧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污水分公司工会小组
溧阳市客运有限公司出租车分公司工会小组
江苏开利地毯股份有限公司威尔顿车间分工会
江苏金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卓郎（常州）纺织机械
有限公司分工会
江苏汤姆森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电气班工会小组
常州市金坛区茅山地区人民医院预防保健科工会小组
常州市金坛区华罗庚实验学校新城分校三年级工会小组
常州市华晟福涛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常发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钣金工会小组
江苏龙英管道新材料有限公司三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孜航精密五金有限公司冲压车间工会小组
迪砂（常州）机械有限公司小件装配班组工会小组
江苏华冠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会小组
常州市新北区薛家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工会小组
常州霸狮腾特种纺织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甲班工会小组
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工会小组
中海宏洋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常州客服管家班组工会小组
常州中房物业有限公司计财部工会小组
常州市钟楼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创业科工会小组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烧结车间工会
江苏贝尔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行政工会小组
常州鑫群表面处理厂仓库工会小组
国能常州发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工会
中车常州车辆有限公司钢结构车间铆焊一班工会小组

苏州
江苏联宏纺织有限公司针织车间生产管理部工会小组
张家港永兴热电有限公司机务检修班工会小组
江苏港城汽运集团张家港市港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一公司工会小组
中国邮政集团张家港市邮政局西张支局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常熟市税务局辛庄税务分局工会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工会
江苏华亭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项目部工会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常熟市供电公司调控班工会小组
华润电力（常熟）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工会
太仓市城厢镇组织人事和社会保障局社保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太仓市税务局娄东税务分局工会
太仓市天丝利塑化有限公司喷涂车间F线工会小组
通力电梯有限公司昆山分公司工会
禧玛诺（昆山）渔具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工会
锋宏机械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注塑车间工会小组
苏州水乡锦溪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市场部工会小组
江苏昆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玉山支行工会小组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苏州市吴江区供电分公司
同里供电所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吴江区税务局震泽税务分局工会
江苏亨通电力电缆有限公司电气装备橡套连硫线工会小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江鲈乡支行工会
苏州威利士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工程管理中心工会小组
苏州市吴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工会小组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工会小组
苏州利德精工制造有限公司数控车床组工会小组
新黎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件制造部工会小组
江苏营财安保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工会小组
苏州市意诚房地产物业有限公司狮子林工会小组
苏州半导体总厂有限公司光电三分厂七专测试班工会小组
苏州汉明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工会小组
苏州九龙医院有限公司发热门诊工会小组
和舰芯片制造（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制造部工会小组
固德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安全委员会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办公室工会小组
苏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附属花朵幼儿园工会小组
苏州市水政监察支队工会小组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分公司工会
苏州恒生进出口有限公司肖志伟业务组工会小组
张家港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港盛分公司工会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中心营业部工会

南通
南通亚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下料车间工会小组
海安市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工会小组
南通聚星铸锻有限公司后套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纽唯盛机电有限公司丝印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如东县税务局长沙税务分局工会
如东洋口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运行甲值工会小组
韩华新能源（启东）有限公司组件生产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启东市税务局北新税务分局工会
南通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儿童口腔科工会小组
南通富美服饰有限公司行政后勤部工会小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州川港支行工会
江苏恒科新材料有限公司聚酯部工会
江苏美罗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绗缝车间工会小组
南通市海门区悦来镇中心卫生院三病区工会小组
南通瑞升运动休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一部包装车间工会小组
默克制药（江苏）有限公司工程部工会小组
南通宏洋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剪毛工段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工会
江苏商贸职业学院数字商务与智能物流学院工会
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纪委办公室工会小组
南通市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工会小组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采购无线工会
南通通明集团有限公司电力建设分公司工会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工会小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李堡支行工会

连云港
江苏嘉明碳素新材料有限公司技术研发工会小组
罡阳轴研科技（灌云）有限公司机加工车间二号生产线工
会小组
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综合工会小组
江苏联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六分厂工会小组
连云港华乐合金集团有限公司炼钢厂工会小组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固体制剂车间工会小组
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连云港队工会小组
连云港师专二附小四年级工会小组
连云港新云台码头有限公司机械队机械一班工会小组
连云港杜钟新奥神氨纶有限公司分布式能源供热班工会小组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海州生产基地三车间工会小组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工会小组
江苏三航润驰机械工程工会小组
连云港市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工会小组

淮安
江苏科圣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容二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康乃馨织造有限公司织造车间工会小组
光大城乡再生能源（淮安）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工会小组
江苏华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行政班工会小组
江苏日高蜂产品有限公司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爱特福84股份有限公司84消毒液智能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威博液压股份有限公司威宜电机工会小组
淮安市特殊教育学校后勤组工会小组
淮安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水质检测中心工会小组
淮安市中医院检验科PCR实验室工会小组
淮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机动车登记查验通道
工会小组
淮安市水产技术指导站水产良种繁育工会小组
江苏天淮钢管有限公司机关系统工会小组
中国联通淮安市分公司全量客户运营中心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税务局党建工作科工会小组

盐城
江苏佳成特种玻璃制造有限公司中空班组工会小组
江苏森威精锻有限公司精工部法兰轴乙班工会
江苏光辉电力器材有限公司叠片班工会小组
盐城海特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油缸数控加工班组工会小组
阜宁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电池三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滨海农商银行八滩支行工会
盐城市费氏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部丙班工会小组
盐城市盐都区文广旅局图书馆工会
江苏中鼎集团有限公司搅拌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博阳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生产组工会小组
平安普惠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盐城世纪大道分公司工会
大唐国信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生产部工会
苏州银行盐城分行机关工会
盐城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能源发展分公司工会
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生产安全环保工会小组

扬州
宝应县亚龙汽车有限公司焊接工会小组
高邮泰达环保有限公司运行污泥渗滤液班组工会小组
扬州顺丰有限公司高邮综合业务部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仪征市税务局青山税务分局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扬州市江都区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工会小组
扬州市邗江区机关工会群团工作科工会小组
江苏省邗江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设备租赁分公司工会小组
苏州市银雁数据处理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运营管理部
工会小组
江苏爱涛物业集团有限公司市民中心管理处女子特卫队
工会小组
江苏三笑集团牙刷厂工会小组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邮支行工会小组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文峰支行工会小组
中国农业银行扬州樊川支行工会小组
扬州市政管网有限公司890管网服务队工会小组
扬州市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市政交通设计所工会小组
扬州文化艺术学校音乐科工会小组
扬州大学机关工会第三工会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都公司工会

镇江
双峰格雷斯海姆医药玻璃（丹阳）有限公司制瓶一车间
甲班工会小组
江苏万奔汽车配件有限公司企管工会小组
句容农村商业银行华清支行工会
鼎圣集团企业管理中心工会小组
镇江先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冲压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金亿达能科技有限公司组装车间工会小组
镇江顺丰速运迎江业务部工会小组
安赫集团安赫电气有限公司工会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镇江丹阳超群加油站工会
江苏银行镇江科技支行工会
江苏省交通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百川航务工程
有限公司工会
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艺术设计学院工会
江苏索普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甲醇厂工会
镇江市中医院外科工会
镇江市市政设施管理处市政养护三所工会
镇江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工会派驻市政务服务中心
窗口工会
江苏车驰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工会小组
江苏金山湖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保障部工会小组

泰州
扬子江药业集团港内分公司工会
大唐泰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检修部电控班组工会小组
中海油气（泰州）石化有限公司运行一部工会
江苏上骐集团有限公司直流无刷车间工会小组
靖江市第二人民医院检验科工会小组
国网江苏电力靖江市供电分公司发展建设部仓储配送班
工会小组
江苏泰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杏支行工会小组
泰兴市过船邮政支局工会小组
泰兴师范附属小学东润校区美术组工会小组
兴化市路灯管理处工会小组
顶能科技有限公司品质部工会小组
兴化市公安局交警大队铁骑中队工会小组
泰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医技分工会
泰州乐金电子冷机有限公司第一分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纳税
服务科工会小组
泰州名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谭奎创新工作室工会小组
江苏宁靖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泰州北收费站工会小组
环球传动泰州有限公司装配加工车间班组工会小组

宿迁
瑞声科技（沭阳）有限公司北厂安保部工会小组
国家税务总局沭阳县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工会
江苏荣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城南加气站工会小组
江苏宝时达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焊接装配车间工会
百威（宿迁）啤酒有限公司质量部工会小组
江苏冠牛智能整体家居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工会
聚灿光电（宿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芯片研发部工会小组
宿迁恒枫食品有限公司制盖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新丰之星膜材料有限公司压延车间工会小组
江苏泰斯特专业检测有限公司分析室工会小组
宿迁市洋河新区京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
工会小组
国网宿迁供电公司配网调控班工会
宿迁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会

省产业
南京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会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霞浦示范快堆项目部工会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物业管理中心工会小组
中建铁投华东公司总部工会小组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少年庭）工会小组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车务段新沂站工会小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盐城分公司市场部工会
中国邮政集团泗阳县北京路支局工会小组
东辛农场公司东旺公司第二养殖场工会
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苏中分公司工会
江苏省水利防汛物资储备中心徐州分中心工会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航空物探遥感分院工会
江苏省彭城监狱八监区工会小组
江苏苏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路管理处工会
国网南京供电公司办公室（党委办公室）工会小组
江苏省无锡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汽车工程学院工会
常州市烟草公司营销中心工会小组

江苏省优秀工会工作者

南京
杨文琛（女）南京市玄武区孝陵卫街道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许家珍（女）南京市玄武区红山街道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杨立恒 南京市秦淮区洪武路街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
于长彬 南京市秦淮区月牙湖街道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张 媛（女）南京建邺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彭志勇 南京市鼓楼区总工会一级主任科员、基层建设

科科长
唐医明 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工会副主席
吴倩雯（女）南京市栖霞区马群街道文康苑社区工会主席
王金晨 南京市栖霞高新技术开发区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吴兆丽（女）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邹晶晶（女）中国（南京）软件谷工会主席
李心怡（女）南京市雨花台区赛虹桥街道邓府山社区

工会主席
吴凤英（女）南京市江宁区中心小学工会主席
丁晴晴（女）南京市江宁区城乡建设局工会主席
袁 欣（女） 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韩 笑（女） 南京市浦口区城市管理局工会委员
董 旭（女） 南京市浦口区江浦街道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盛红英（女）南京市六合区城市管理局工会副主席
陶玲娟（女）南京市溧水区供电公司工会副主席
章明花（女）南京市溧水区总工会三级调研员
徐 婷（女） 南京市溧水区永阳街道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杨 燕（女） 南京市高淳区固城街道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陈慧玲（女） 南京市高淳区古柏街道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张洪明 博世华域转向系统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工会主席
邵 勇 博世汽车技术服务（中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汪 荣（女）江苏金陵机械制造总厂工会副主席
余 勇 中建八局三建公司工会副主席
徐卫东 中国工商银行南京分行工会主席
陈 敏（女）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主席
林志平 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王 慧（女） 国网省电力公司南京供电分公司工会干事
刘秀梅（女） 南京新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专职副主席
任 卓（女） 南京城墙保护中心工会副主席
李学军 扬子石化公司工会干部
刘旺群（女） 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物资装备中心工会

副主席
孙 磊 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工会委员
黄 慧（女）东华汽车有限公司总部工会干事
陈友东 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板材事业部工会主席
阚家军 南京港（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港务分公司工会主席
姜顺利 中车南京浦镇公司工会委员
范 颖（女）南京熊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贺 林（女） 南京公交集团第一客运分公司工会副主席

无锡
周光浩 无锡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
田 涛 无锡市城市重点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工会副主席
蒋慧娟 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会主席
周明瑜 无锡市委市级机关工会组织宣传委员
周志江 航空工业雷达所工会主席
赵云飞 江阴市总工会副主席
徐晓东 江阴市祝塘镇总工会副主席
朱 绯 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会副主席
钱 江 江阴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黄云富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
徐玲红（女）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刘 悦（女）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江阴石油分公司

工会副主席
崔利平 宜兴市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部长
许 芬（女）宜兴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陈丽芳（女）中国邮政集团宜兴市分公司工会主席
谈成明 灵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朱松林 江苏亨鑫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欧彦汐（女）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工会副主席
蒋跃军 宜兴市官林镇总工会副主席
王方明 无锡市梁溪区总工会副主席
丁伟峰 无锡市梁溪区水产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
胡乔宇（女）无锡市梁溪区卫生监督所工会主席
朱文姬（女）无锡市梁溪区瞻江街道总工会副主席
姚 鑫 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工会委员
李 松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工会主席
李 升 无锡市锡山区羊尖镇工会主席
胡秋霞（女）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工会副主席
王竹倩（女）红豆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徐广根 无锡市惠山区总工会组宣部部长
徐长波 无锡市惠山区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
胡本超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李 广 无锡华顺民生食品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徐 瑞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工会副主席
何振纯（女）无锡市滨湖区商务局工会主席
纪圣章 无锡市海峰海林精密轴承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曹晓伟 无锡深南电路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邵 正 敦南微电子（无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张 平（女）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园区企业工会

联合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梁岱红（女）无锡市新吴区江溪街道工会副主席
黄 钟 无锡大昌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徐州
张 辉 丰县总工会副主席
李德海 丰县水务局工会副主席
黄雪莲（女）江苏桂柳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秦 莉（女）睢宁县经济发展局工会副主席
何宝华 邳州市木制品行业协会工会主席
李依泓（女）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汪汉文 徐州市铜山区总工会副主席
徐永超 徐州市贾汪区工会事业发展中心科员
褚 波 徐州市鼓楼区总工会党组书记
王思思（女）江苏华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高 阔 徐州市泉山区湖滨街道工会副主席
时念文 徐州仁慈医院工会主席
尤金慧（女）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管委会机关工会主席
潘永亮 江苏师范大学工会主席
于 莉（女）徐州高级中学工会主席
刘建致 徐州市税务局机关工会委员
许月华 徐州报业传媒集团工会副主席
史为栋 徐州市传染病医院工会主席
孙 伟 徐州市体育专业运动队管理中心工会主席
危 岌 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工会副主席
王作华 徐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汪明战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工会主席
魏 超 徐州华润电力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李维刚 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华 梅（女）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机关工会主席
林 海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邢云飞（女）徐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工会副主席
陈 杰 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潘振飞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工会委员
周 洋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徐州供电分公司

工会干事
李 莎（女） 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工会干事
魏海燕（女） 江苏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徐州卷烟厂

人力资源处工会主席
胡那拉（女） 国家管网集团东部原油储运有限公司工会

权益保障部部长
吴继勇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工会干事
金音恬（女）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工会副主席
彭志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徐州市分公司

工会干事
刘 敏（女） 徐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女工委主任
陈 悦（女）徐州市国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委员
张运明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工会副主席
王 峰 徐州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

常州
王一博 常州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副部长
薛金奇 江苏钢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黄六妹（女）溧阳市中医医院工会主席
刘 茹（女） 溧阳市教育局工会副主席
方 锐 溧阳市南渡镇总工会副主席
沈 娟（女） 溧阳市溧城街道总工会女工委主任
王国胜 江苏利步瑞服装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张建忠 江苏金旺包装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张建明 常州市金坛区教育局工会干事
王 威 东方盐湖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时晓东 江苏龙城精锻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朱雪双（女）江苏华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朱 妮（女） 武进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区工作组

工会主席
边月丹（女）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工会副主席
谢 雯（女） 常州市武进区总工会干事
殷 敏 东方润安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束仁标 常州市新北区新桥街道总工会副主席
何剑青 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总工会副主席
陈志清 常州市新北区奔牛镇总工会副主席
祝 琳（女） 常州市新北区职工服务中心工会干事
牟 静（女）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汪 婷（女） 常州迪诺水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莫静晓（女）常州市天宁区教育局工会主席
姚志燕（女） 常州市天宁区青龙街道阳光龙庭社区工会主席
张加喜 江苏佳尔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韦建龙 常州远东连杆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郭 江 常州市钟楼区总工会综合办公室主任
谢海龙 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工会主席
徐 燕（女） 常州佳得顺炉业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潘红霞（女） 常州亿灵伟业纤维制造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姚琴珠（女） 江苏常州经济开发区党群综合保障服务

中心工会干事
王舒煜（女） 常州市常华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女工委主任
张 卯（女） 常州市强力电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蒋铁军 常州市博瑞电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梅基清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沈立群（女） 常州市税务局工会主席
张正一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常州站工会主席
葛 骏 中车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许 婧（女） 常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干事
耿 桦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

苏州
刘 涛 中粮东海粮油工业（张家港）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葛 艳（女） 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群工作局工会主席
王玲玲（女） 玖隆钢铁物流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吴培松 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蒋 娟（女） 张家港市凤凰镇程墩村工会主席
刘 晔（女） 阿科玛（常熟）氟化工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徐 峰 常熟市沙家浜镇总工会主席
陈学军 常熟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周玉明 常熟开关制造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刘文英（女） 常熟市琴川街道总工会主席
周瑞昶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吴 伟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李 华（女） 太仓市双凤镇总工会主席
倪腊荣（女） 太仓敬富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支丽君（女） 太仓市浮桥镇总工会主席
何 燕（女） 太仓市水务局工会副主席
薛洪元 震雄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苏红娟（女） 昆山宝盐气体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戚凤珠（女） 星光树脂制品（昆山）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朱 樱（女） 昆山市陆家镇总工会副主席
罗艳萍（女） 广日电气（昆山）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沈弟新 昆山市总工会财务资产管理部部长
周月军 佳禾食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鲍玉荣（女）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徐建国 苏州市吴江区思贤实验小学工会主席
祝芹华（女） 江苏亨通光导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孙 朋 苏州近藤大钱精密部件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吕朝阳 中铁九局集团第一建设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孙 悦（女） 苏州吴中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干事
肖彩平（女） 苏州市吴中区木渎镇总工会组织

基层工作部干事
张林华 苏州市吴中区横泾街道工会副主席、经审委主任
祝多男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总工会专职副主席
刘宁宁（女） 苏州市相城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
张志敏 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总工会工会委员
丁 钰 苏州阳澄湖数字文化创意产业园工会主席
姜达震 苏州市姑苏区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
邹守先 苏州市政园林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倪延群 苏州市姑苏区民政和卫生健康局工会

联合委员会主席
程婉菲（女） 苏州人民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孙 铮（女）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街道工会副主席
朱琳琳（女） 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陈 喆 苏州江南嘉捷电梯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赵晓可（女） 伟创力电子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专职工会委员
卢德胜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金 静（女） 苏州高新区社会事业局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工会副主席
邱慧康 苏州高新区狮山横塘街道工会主席
薛静仪（女） 苏州优科豪马轮胎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华 军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工会副主席
张 蔚（女） 苏州市立医院工会副主席
贾永生 苏州日报社工会常务副主席
宋 敏（女）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二分

公司工会主席
高 远 苏州市港航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马 艳（女）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女工委主任
吴 峰 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吴旭东 苏州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

南通
王凤琴（女） 南通明诺电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任 建 江苏威尔曼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章惠芬（女）南通市通润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党支部
、 副书记、工会主席
杨海燕（女）海安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王鸭群（女） 江苏神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
李国锋 如皋市磨头镇总工会副主席
吴小红（女） 中国人民银行如皋市支行党组成员、副行长，

如皋市金融系统工会联合会主席
刘 红（女） 如皋市人民医院工会副主席
顾卫国 如皋市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
周新仁 如东县沿海经济开发区总工会主席、

洋口镇总工会副主席
汤建华 如东县河口镇工会主席、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王 娟（女）如东县曹埠镇工会主席
龚锦兵 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袁雪松 启东海工船舶园党工委副书记，寅阳镇党委

副书记、工会主席
宋薛花（女）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工会主席
韩 赟 江苏金冠停车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工会主席
曾海贤 南通华信中央空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倪 燕（女）南通市崇川区学田街道工会委员会委员
张鹏华 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
沈建宏 南通市崇川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工会主席
金达莱（女）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总工会主席
张 艳（女） 南通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办公室副主任、

女工委主任
黄银建 南通海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刘永新 南通市通州区五接镇总工会主席、司法所所长
方振亚（女）南通市海门区职工服务中心干部
濮慧杰（女） 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人大主席、总工会主席
袁凯娟（女） 南通市海门区交通运输管理系统工会副主任
李士强 江苏安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郭志刚 江苏王子制纸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王 芳（女） 东丽酒伊织染（南通）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宋玉琴（女） 南通宏洋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工会主席
郁红兵 南通市市政和园林工会联合会工会主席
张启祥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倪 歌（女）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工会主席
茅向荣 通富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办公室主任
沈 锋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高海燕（女） 中国外运长江有限公司南通分公司党支部

副书记、工会主席
徐 杨（女） 南通市总工会办公室（研究室）主任、团工委

书记、机关青工委主任
王君东 南通市工人业余大学党支部书记
阮 尖 江苏省工人南通疗养院党支部书记

连云港
赵 自 东海县石湖乡总工会主席
韩沛沛 江苏瀚能电气公司工会主席
孙宗阳 晶海洋半导体材料（东海）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付明俊 连云港紫川食品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颜锦荣（女）连云港市灌云县人民医院工会委员
王 晖（女） 灌云县总工会办公室负责人
嵇俊红（女）灌南县第一人民医院工会副主席
王 丹（女） 江苏赛邦药业有限公司女工委主任
于通军 灌南县总工会党组成员、县工人文化宫主任
孟凡玉 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工会副主席
肖晶晶（女）江苏新海石化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毕 雪（女） 连云港金典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吴从军 连云港如年实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陈国生 连云港市海州区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部长
刘 凌（女） 连云港家得福商贸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程嘉健（女）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王艳玲（女）连云港徐圩新区管委会机关工会主席
曹 华 连云港市水利局工会副主席
刘曙静（女）连云港市机关工会主席
查立意 连云港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孙登驰 东海县桃林镇总工会主席
黄阿星 连云港融盛双语学校工会主席
孙信林 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武 琼（女）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机关工会主席
王 宏（女）连云港市工投集团灌西投资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郑伟振 江苏西游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陈 锐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中云街道总工会主席
江 文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会主席
王 媛（女）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工会干事
周立芹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连云港分公司工会主席

淮安
戴树云 淮安市总工会组织部（基层工作部）部长、

机关工会主席
任丹丹（女）淮安市清江浦区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薛 萍（女）淮安旺旺食品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高 辉 淮安市淮安区总工会副主席
孙 青 淮安市淮安区教育体育系统工会主席
王雅娟（女）光大城乡再生能源（淮安）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孟庆国 淮安市洪泽区总工会副主席
朱 云 淮安市洪泽区三河镇工会专职副主席
鲁正波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黄英子（女）淮安市涟水县陈师街道工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周梦月（女）盱眙县工人文化宫副主任
王宏忠 盱眙县人民医院工会副主席
秦作义 淮安市金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会副主席、

县外卖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主席
刘 娟（女） 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副主席
颜崇明 江苏韩泰轮胎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杨 娟（女）淮安工业园区张码办事处女工委主任
金玉芹（女）淮安高新控股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薛朝晖（女）淮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女工委主任
李松涛 江苏省淮阴中学工会副主席
吴以军 淮安市建设工会副主席、市住建局工会主席
刘 威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会副主席
冯 梦 中国人民银行淮安市中心支行机关工会主席
韦 辰 淮安市水利工会工作委员会委员
寻 姝（女）淮安市强制戒毒所工会委员
钱建设 淮安市农业农村局工会干部
陈西楠（女） 淮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会副主席
张洪国 江苏淮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群部副主任
卢 波 江苏省烟草公司淮安市公司工会干部
张晓军 安道麦安邦（江苏）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张晓惠（女） 国家税务总局淮安市税务局机关工会主席

盐城
贲小平（女）东台市富安镇总工会专职工会工作者
柏 林（女） 江苏东台经济开发区工会干部
江萍萍（女）东台市融媒体中心工会主席
宋 炜 江苏大丰经济开发区工会副主席
陆建阳 国家税务总局盐城市大丰区税务局工会

副主席
周蔚华（女）盐城市大丰区教育局工会副主席
吴绍明 射阳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顾连生 江苏九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刘从峰 射阳县总工会副主席
彭荣华（女）建湖县沿河镇工会委员
袁 婷（女） 建湖县恒济镇工会主席
陈建国 阜宁县职工技术协作交流站站长
计耀军 阜宁县人民医院工会主席
沈卫东 阜宁协鑫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王建平（女）滨海县职工学校校长
杨好好 滨海县陈涛镇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王劲松 盐城市响水工业经济区工会主席
张锦强 盐城市费氏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崔长顺 盐城市盐都区总工会副主席
顾 涛 盐城市盐都区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陈雪菁（女）盐城市亭湖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

四级调研员
毛玲玲（女）盐城市亭湖区教育局工会副主席
季亚婷（女）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经审委主任、

女工委副主任
王 荔（女）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

基层工作部部长
吴谦彪 江苏省盐南高新区伍佑小学工会主席
陈 仪 中国邮政集团盐城市分公司工会主席
龙 芳（女）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工会主席
秦 淑（女） 盐城市农业农村局工会副主席
詹彩琴（女） 盐城市射阳河闸管理所工会副主席
韩 雷 盐城市国资委工会副主席
葛红艳（女） 江苏盐城农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孙晓阳 盐城市总工会法律和权益保障部部长

扬州
柏庆宏 扬州宝玛电子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朱国俊 宝应县鲁垛镇工会联合会主席
赵 平（女）扬州宝飞机电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秦仕泉 高邮市总工会经审委主任
纪来雯（女）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总工会干事
徐乃勇 高邮市汤庄镇总工会副主席
柏 萍（女）扬德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张济萍（女）仪征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
郭珠萍（女）仪征市陈集镇工会专职副主席
王巧玲（女） 仪征汇众汽车底盘系统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徐仕昱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扬州市江都区

供电公司工会主席
陈庆荣 快乐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孔 伟 扬州市江都区浦头镇工会主席
夏良生 扬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李 骏 江苏邗建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工会主席
季玉蓉（女） 扬州市邗江区瓜洲镇工会副主席
范世军 扬州市广陵区总工会主席
胡 敏（女） 江苏永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邓恩龙 扬州保来得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李明月（女） 海信容声（扬州）冰箱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卞雪红（女） 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泰安镇工会副主席
王 娟（女） 扬州全域旅游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张晓红（女）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行工会

副主席
涂 斌 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钱启明 江苏省华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李 娟（女） 江苏省水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张 辉 扬州市中医院工会主席
刘晓明 扬州市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会主席
印 飞 扬州市交通运输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姚 军 扬州市公安局工会主席
丁亚娟（女）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扬州供电分公司

工会副主席
魏新宇（女）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二三研究所

工会副主席

镇江
肖方云 江苏省丹阳市食品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丰月华（女） 丹阳市开发区总工会副主席
陈 军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张 楠（女） 句容市茅山风景区党工委工会主席
张远海 镇江市句容市教育局工会主席
孙蔚斌 扬中市人民医院工会主席
季 娟（女） 镇江市华银仪表电器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巫迎春（女） 江苏申模数字化制造技术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吕 斌（女） 江苏百瑞吉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刘 倜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黄扣俊 镇江市润州区总工会主席
吴 敏 江苏瀚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倪玉仙（女） 镇江高新区总工会综合科科长
任保龙 惠龙易通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孙晓辉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镇江供电分公司

工会主席
王 坚 江苏恒信咨询集团工会主席
徐 波 镇江华江油气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
黄 勇 镇江市教育工会主席
李 牛 江苏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
汪为民 镇江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工会主席
边 江 镇江市总工会组织部部长
陈丽丽（女）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会副主席
刘文存 镇江市北固居住房产管理处工会主席
姚 斌 镇江市商务局机关工会副主席
匡山红（女） 镇江市路灯管理处工会主席
张 君（女） 镇江市交通运输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赵秉祥 镇江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陈德新 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姜仲祥 镇江市储备粮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高 峰 镇江城市建设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陈伟国 江苏车驰汽车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顾文娟（女） 镇江交通产业集团工会主席

泰州
万 进 泰州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
陈 博 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会工作委员会

主任
刘 佳（女） 泰州市财政局女职工委员会主任
浦晓萍（女） 泰州市人民检察院工会委员
杨月琴（女）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工会副主席
杨秀丽（女） 大唐泰州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副主席
陆荣恒 靖江市公安局工会主席
汪德文 靖江市人民医院工会主席
奚红萍（女） 靖江市城南办事处工会专职副主席
王 艳（女） 靖江市总工会副主席
孙 俊 靖江市职工技术协作交流站工作人员
顾 薇（女） 泰兴经济开发区（滨江镇）总工会副主席
姜志强 泰兴市职工服务中心九级职员
张 跃 泰兴市虹桥镇总工会副主席
汪立庆 江苏南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主席
曹明文 泰兴市公安局工会主席
孙凤琴（女） 泰州市海陵区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周冬平（女） 兴化市戴南镇总工会干部
阮书江 兴化市农业农村局工会干部
黄旭日 兴化市总工会法律工作部部长
王 军 兴化市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沐 阳（女） 江苏兴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

副主席
王 伟 泰州市高港区职工科技交流服务中心主任
薛 敏（女） 泰州市高港区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
袁 胜 泰州油恒油气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李宝祥 泰州卫岗乳品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刘 红 江苏罡阳控股集团工会主席
常爱娣（女） 泰州市航宇电器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居 斌 州医药园区总工会副主席
申 丽（女） 江苏华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陈小军 泰州市姜堰区总工会副主席、经审委主任
孙展明 泰州市姜堰区教育工会副主席
朱善意 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宿迁
沈炎夏 江苏陆亿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徐学莲（女） 沭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鲍恩泽 沭阳县融媒体中心工会主席
谈 硕（女） 沭阳县总工会副主席
张 翔 泗阳县庄圩乡工会主席
衡 玮 江苏泗阳经济开发区总工会干部
崔茂霞（女） 江苏华绿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张 杰（女） 泗洪县总工会组宣部部长
徐子媛（女） 泗洪县魏营镇工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骆海兵 泗洪县曹庙中心小学工会主席
肖玉敏（女） 宿迁市宿豫区总工会副主席
姜 训 宿迁市宿豫区交通运输局工会主席
张文文（女） 宿豫区顺河街道总工会社会化工会工作者
蒋 锋 宿迁市公安局宿城分局工会主席
徐 丽（女） 宿迁市宿城区职工服务中心主任
牛 晗 江苏众安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
白 伟 格力大松（宿迁）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工会副主席
韦南南（女） 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社会化

工会工作者
徐 芹（女） 江苏达利食品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宋 海 苏宿工业园区工会联合会副主席
郑梦怡（女） 宿迁市洋河新区京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
李 艳（女） 国家能源集团宿迁发电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王禹栋 宿迁市委组织部工会副主席
杜春影（女） 国家税务总局宿迁市税务局工会经审委员
邓舒友 宿迁市职工服务中心科员

省产业
卢 峰 南京理工大学工会组宣部长
颜晓玲（女） 中国电科第十四研究所工会主席
朱云青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院工会主席
成 晖（女） 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工会主席
罗琴丽（女） 中建科工集团江苏公司工会主席
钱恩妮（女） 书香酒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徐雪松（女） 中信银行南京分行党群工作部专员
马腾飞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田锁庆 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施绳玖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王筛祥 江苏省气象局工会干部
孔 源 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会干部
孙 颖（女）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工会干部
丁智勇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桥工段工会委员
杨翠坤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南京铁路办事处

机关工委主任
梅德杰 中国电信集团江苏省公司机关工会副主席
高 涛（女）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扬州分公司工会副主席
龚 静（女） 中国邮政集团苏州市分公司工会干部
陈晓飞 中国邮政集团南通市分公司工会副主席
包明义 江苏省岗埠农场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
赵晶晶（女） 中建五局华东建设江苏公司工会主席
王正春 江苏省淮沭新河管理处工会主席
刘文成 江苏省地质矿产勘查局工会经审委主任
嵇映丹（女） 江苏省溧阳监狱工会副主席
颜 勇 江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工会副主席
赵 伟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工会办公室

副主任
曹庆文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超高压

分公司本部工会主席
苏玲玲（女） 江苏省交通运输工会二级主任科员
高 云（女） 中国东方航空江苏有限公司工会女工委员

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江苏省优秀工会工作者拟表彰对象公示
江苏省总工会将于今年“五一”前夕，授予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江苏省模范职工之家”“江苏省模范职工小家”和“江苏省优秀工会工作者”

荣誉称号。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接受社会监督，现将拟表彰对象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23年3月20日至24日。如对拟表彰对象有
异议，请于3月24日18:00前，以电话、电子邮件或信函等方式向省总工会基层工作部反映（信函以到达日邮戳为准）。反映情况须实事求是，提供具
体线索或事实依据，提倡实名反映。

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202号 邮编：210003 举报电话：025-83536363（兼传真）
省总工会机关纪委监督电话：025-83536316 电子邮箱：sugongjiceng@126.com

江苏省总工会
2023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