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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卫生监督协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先进集体名单 
（第二批，295 家）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职业流行病学与风险评估研究室 

北京市卫生健康监督所新冠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监督指导组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制所 

北京市门头沟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北京市怀柔区卫生健康监督所 

天津铁路卫生监督所 

天津市河西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 

天津市南开区天孕医院 

天津市河北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 

天津市津南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 

天津市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发展局 

天津市宁河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 

河北省石家庄市卫生监督局 

河北省三河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所 

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卫生监督所 

山西省大同市卫健委卫生监督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包钢预防保健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局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丰镇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大队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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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卫生计生综合行政监督执法局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卫生监督所 

吉林省长春市卫生监督所 

吉林省公主岭市卫生监督所 

吉林省吉林市卫生监督所 

吉林省四平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吉林省辽源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吉林省通化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吉林省白山市卫生监督所 

吉林省松原市卫生监督所 

吉林省白城市卫生监督所 

吉林省敦化市卫生监督所 

吉林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综合监测监督科 

黑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卫生监督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卫生监督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卫生监督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尚志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 

黑龙江省鸡西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鹤岗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鹤岗市绥滨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卫生计生监督综合执法局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3 
 

黑龙江省伊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黑龙江省铁力市卫生健康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向阳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川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卫生监督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茄子河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卫生监督所 

黑龙江省海林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黑龙江省绥化市卫生健康执法支队 

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奇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黑龙江省漠河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 

上海市黄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上海市徐汇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上海市静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上海市虹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上海市杨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上海市宝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上海市嘉定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上海市松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 

江苏省扬州市卫生监督所 

江苏省常州市卫生监督所 

江苏省启东市卫生监督所 

安徽省卫生监督协会 

安徽省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医务处 

安徽省合肥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执法监督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卫生监督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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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合肥市长丰县卫生监督所 

安徽省巢湖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行政执法大队 

安徽省芜湖市芜湖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所 

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卫生监督所 

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执法局 

安徽省淮北市卫生局卫生监督局 

安徽省安庆市卫生健康委卫生监督处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卫生监督所 

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卫生健康监督所 

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卫生监督所 

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安徽省豪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局 

安徽省豪州市蒙城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卫生健康执法监督所 

福建省福州市卫生计生监督所 

福建省泉州市卫生计生执法支队 

福建省莆田市卫生计生监督所 

山东省济南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山东省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执法局 

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大队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山东省东营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大队 

山东省烟台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山东省潍坊市卫生综合执法支队 

山东省诸城市卫生综合执法大队 

山东省济宁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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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山东省泰安市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局 

山东省肥城市卫生计生行政执法大队 

山东省荣成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山东省临沂市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支队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大队 

山东省聊城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卫生监督所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山东省菏泽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 

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河南省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河南省平顶山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河南省长垣市中医医院感染管理科 

河南省濮阳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河南省济源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局 

武汉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 

湖北省卫生监督协会 

湖北省武汉市卫生计生执法督察总队 

湖北省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与病媒生物防制所 

湖北省武汉市职业病防治院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 

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卫生计生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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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卫计委综合监督执法局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卫生计生执法督察大队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卫生监督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卫生监督所 

湖北省宜昌市远安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综合监督执法局 

湖北省孝感市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执法局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监督执法局 

湖北省恩施州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湖北省潜江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卫生计生委监督执法局 

广东省广州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韶关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深圳市卫生监督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卫生监督所桃源执法队 

广东省佛山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湛江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茂名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肇庆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惠州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梅州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河源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阳江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东莞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中山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潮州市卫生监督所 

广东省云浮市卫生监督所 

重庆市渝中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重庆市沙坪坝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重庆市渝北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重庆市巴南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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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璧山区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重庆市忠县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总队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四川省成都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自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攀枝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攀枝花市米易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泸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泸州市泸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德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绵竹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绵阳市卫生执法监督支队 

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卫生执法监督大队 

四川省什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科学城卫生执法监督站支队 

四川省江油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广元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遂宁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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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内江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区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峨眉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南充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眉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宜宾市卫生执法监督支队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卫生执法监督大队    

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广安市岳池县卫生健康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达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雅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雅安市荥经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巴中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卫生和计划生育执法监督大队 

四川省资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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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甘孜州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甘孜州甘孜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凉山州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支队 

四川省凉山州西昌市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执法大队 

贵州省黔东南州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陕西省卫生产业监督协会 

陕西省铜川市卫生健康委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处 

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卫生监督所 

陕西省宝鸡市卫生监督所 

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陕西省咸阳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陕西省彬州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大队 

陕西省渭南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所 

陕西省汉中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支队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大队 

陕西省安康市卫生监督所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陕西省商洛市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支队 

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综合监督局 

甘肃省兰州市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执法所 

甘肃省武威市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执法局 

甘肃省庆阳市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执法局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卫生计生局综合监督执法所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青海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督导检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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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卫生健康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 

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卫生计生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卫生健康行政执法队 

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卫生健康局卫生监督所 

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卫生健康监督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卫生监督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监督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于田县卫生监督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昌吉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奇台县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州卫生监督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卫生局卫生监督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静县卫生和计划生育综合监督执法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 

艺康（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天津顶硕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金域医学检验实验室新冠病毒检测项目组 

上海中优医药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杭州氢源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消博士消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亿人安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康乐实业有限公司 

陕西健驰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浪洁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恒盛诺德高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