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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2019 周期国家卫生乡镇（县城）
命名名单

北京市

海淀区：四季青镇、东升镇、温泉镇、海淀镇、苏家坨镇、

西北旺镇、上庄镇

朝阳区：太阳宫乡、南磨房乡、来广营乡

怀柔区：雁栖镇

大兴区：庞各庄镇

昌平区：延寿镇

平谷区：马坊镇、峪口镇、大兴庄镇

密云区：溪翁庄镇

天津市

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太平镇

东丽区：万新街道、无瑕街道、华明街道、金钟街道、

军粮城街道、金桥街道

西青区：西营门街道、王稳庄镇、精武镇

津南区：咸水沽镇、八里台镇、双桥河镇、北闸口镇、

双港镇、辛庄镇

北辰区：双街镇、大张庄镇、北仓镇、天穆镇

武清区：下朱庄街道、杨村街道、豆张庄镇、东蒲洼街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7%E6%96%B0%E8%A1%97%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7%91%95%E8%A1%97%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6%98%8E%E8%A1%97%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9%92%9F%E8%A1%97%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B%E7%B2%AE%E5%9F%8E%E8%A1%97%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6%A1%A5%E8%A1%97%E9%81%93/407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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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庄街道、曹子里镇、徐官屯街道、大王古庄镇

宝坻区：大白庄镇、黄庄镇

静海区：华康街道

宁河区：宁河镇、廉庄镇、板桥镇

蓟州区：下营镇、罗庄子镇、穿芳峪镇、出头岭镇、

西龙虎峪镇、孙各庄满族乡

河北省

石家庄市：正定县城、高邑县城

廊坊市：大厂县城

沧州市：海兴县城

邢台市：任县县城、清河县城、威县县城、浆水镇、路罗镇

邯郸市：临漳县城、邱县县城

山西省

晋城市：沁水县城、阳城县城、西河乡、南岭乡、三甲镇

忻州市：三井镇、宋家沟乡、阳坪乡

晋中市：平遥县城、太谷县城、祁县县城、寿阳县城、

榆社县城、和顺县城、东阳镇、乐平镇、桐峪镇、

龙泉乡、景尚乡、王禹乡、坛镇乡、绵山镇、

洪善镇、水秀乡、东观镇、松烟镇

临汾市：曲沃县城、安泽县城、乡宁县城、管头镇、东城乡、

马壁乡、冀氏镇、里砦镇

运城市：绛县县城、芮城县城、翟店镇、陈村镇、小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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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宜里镇、

大杨树镇、音河达斡尔鄂温克民族乡、

查巴奇鄂温克族乡、蘑菇气镇、柴河镇

兴安盟：太本站镇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左翼后旗、丰库牧场

赤峰市：林西县城、阿鲁科尔沁旗、王爷府镇、双胜镇

锡林郭勒盟：镶黄旗、乌拉盖管理区、苏尼特左旗、

阿尔善宝力格镇、吉仁高勒镇、浩勒图高勒镇、

嘎达布其镇

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兴和县城、卓资县城、

岱海镇、平地泉镇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城、保合少镇、塔布赛乡

包头市：固阳县城、白云鄂博矿区、石拐区、昆河镇、

青福镇、兴胜镇、河东镇、五当召镇、哈业胡同镇、

阿嘎如泰苏木、沟门镇、苏波盖乡、希拉穆仁镇

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龙口镇、暖水乡、城川镇、铜川镇、

罕台镇、伊金霍洛镇、图克镇、蒙西镇

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城、五原县城、乌拉特前旗、杭锦后旗、

干召庙镇、八一乡、隆盛合镇、蒙海镇、

白彦花镇

乌海市：千里山镇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宗别立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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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

沈阳市:杨士岗镇、秀水河子镇

大连市:长海县、獐子岛镇

鞍山市:大屯镇

抚顺市:红透山镇

丹东市:五龙背镇、金山镇

锦州市:闫家镇

阜新市:韩家店镇

辽阳市:佟二堡镇、首山镇

铁岭市:腰堡镇

朝阳市:刀尔登镇

盘锦市:盘山县城、坝墙子镇、陈家镇、甜水镇、沙岭镇、

吴家镇、石新镇、田家镇、赵圈河镇、唐家镇、

新立镇、新兴镇、东风镇、清水镇、王家镇、

榆树镇

葫芦岛市:虹螺岘镇

吉林省

长春市：烧锅镇、万顺乡

吉林市：八道河子镇、溪河镇

四平市：叶赫满族镇、王奔镇、靠山镇、营城子镇

辽源市：小四平镇、辽河源镇、泉太镇

通化市：石湖镇、金斗朝鲜族满族乡

白山市：苇沙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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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城市：黑鱼泡镇、平安镇、四棵树乡

梅河口市：吉乐乡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敬信镇

公主岭市：南崴子街道、响水镇、龙山满族乡、大岭镇

黑龙江省

佳木斯市：汤原县城

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瑷珲镇

上海市

浦东新区：唐镇、老港镇、南汇新城镇、曹路镇、北蔡镇

奉贤区：青村镇、金汇镇、奉城镇

金山区：吕巷镇、漕泾镇

松江区：叶榭镇、车墩镇

宝山区：杨行镇

崇明区：长兴镇

闵行区：颛桥镇

江苏省

丰县县城、沛县县城、睢宁县城、东海县城、灌云县城、

灌南县城、涟水县城、盱眙县城、滨海县城、建湖县城

南京市：汤泉街道、汤山街道、谷里街道、龙池街道、

东屏街道、白马镇、晶桥镇

无锡市：鹅湖镇、锡北镇、胡埭镇

徐州市：郑集镇、汉王镇、大许镇、三堡街道、师寨镇、

大屯街道、安国镇、碾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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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孟河镇、罗溪镇、西夏墅镇、横山桥镇、儒林镇、

直溪镇、天目湖镇、别桥镇、上兴镇、竹箦镇

苏州市：胥口镇

南通市：石港镇、长沙镇、惠萍镇、南阳镇、吕四港镇、

启隆镇、下原镇、石庄镇、吴窑镇、常乐镇、

四甲镇、余东镇、正余镇、海永镇、南莫镇

连云港市：宿城街道、高公岛街道、锦屏镇、新坝镇、

浦南镇、柘汪镇、石桥镇、金山镇、黒林镇、

厉庄镇、海头镇、塔山镇、赣马镇、城西镇、

宋庄镇、沙河镇、墩尚镇、黄川镇、石梁河镇、

青湖镇、温泉镇、双店镇、桃林镇、洪庄镇、

安峰镇、房山镇、平明镇、驼峰乡、李埝乡、

山左口乡、石湖乡、曲阳乡、张湾乡、杨集镇、

同兴镇、四队镇、圩丰镇、龙苴镇、下车镇、

图河镇、东王集镇、小伊乡、南岗乡、田楼镇、

北陈集镇、张店镇、三口镇、汤沟镇、新集镇、

朝阳街道

淮安市：渔沟镇、蒋坝镇、三河镇、保滩镇、南集镇、

红窑镇、银涂镇

盐城市：新兴镇、盐东镇、黄尖镇、学富镇、秦南镇、

龙冈镇、大冈镇、白驹镇、刘庄镇、小海镇、

大桥镇、草庙镇、新丰镇、三龙镇、益林镇、

海通镇、新坍镇、恒济镇、溱东镇、时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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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烈镇、梁垛镇、南沈灶镇、富安镇、唐洋镇、

新街镇、许河镇、三仓镇、头灶镇、弶港镇

扬州市：头桥镇、杨寿镇、西湖镇、武坚镇、夏集镇、

柳堡镇、望直港镇、新城镇、马集镇、刘集镇、

青山镇、卸甲镇、三垛镇、车逻镇、平山乡、

城北乡

镇江市：导墅镇、皇塘镇、油坊镇、八桥镇、白兔镇、

边城镇、郭庄镇

泰州市：许庄街道、永安洲镇、白米镇、新桥镇、姚王镇、

宣堡镇

宿迁市：耿车镇、中扬镇、蔡集镇、王官集镇、大兴镇、

新庄镇、陇集镇、韩山镇、双沟镇、临淮镇、

界集镇、太平镇、城头乡

浙江省

杭州市：进化镇、浦阳镇、靖江街道、新街街道、义桥镇、

南阳街道、河上镇、瓜沥镇、戴村镇、闻堰街道、

党湾镇、新湾街道、义蓬街道、临江街道、黄湖镇、

河庄街道、百丈镇、中泰街道、仁和街道、环山乡、

湖源乡、胥口镇、里山镇、龙门镇、新登镇、

场口镇、新桐乡、万市镇、永昌镇、太阳镇、

高虹镇、昌化镇、潜川镇、青山湖街道、湍口镇、

河桥镇、太湖源镇、天目山镇、莪山畲族乡、

新合乡、百江镇、旧县街道、富春江镇、汾口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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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川乡、中洲镇、文昌镇、安阳乡、瑶山乡、

威坪镇、临岐镇、石林镇、梓桐镇、枫树岭镇、

大墅镇、寿昌镇、钦堂乡、大洋镇、更楼街道、

梅城镇、下涯镇、大慈岩镇

宁波市：集士港镇、龙观乡、慈城镇、澥浦镇、东吴镇、

云龙镇、瞻岐镇、咸祥镇、横溪镇、东钱湖镇、

大堰镇、龙山镇、掌起镇、观海卫镇、新浦镇、

匡堰镇、崇寿镇、周巷镇、胡陈乡、力洋镇、

越溪乡、西店镇、深甽镇、西周镇、鹤浦镇

温州市：山福镇、泽雅镇、鹿西乡、岭底乡、蒲岐镇、

龙西乡、柳市镇、曹村镇、芳庄乡、北麂乡、塘下镇、

湖岭镇、陶山镇、界坑乡、巽宅镇、金溪镇、桥头镇、

鹤盛镇、周壤镇、周山畲族乡、铜铃山镇、顺溪镇、

百丈漈镇、西坑畲族镇、青街乡、鳌江镇、南麂镇、

竹里畲族乡、龟湖镇、南浦溪镇、司前畲族镇、

藻溪镇、凤阳畲族乡、莒溪镇、岱岭畲族乡、矾山镇

湖州市：织里镇、八里店镇、埭溪镇、善琏镇、石淙镇、

新市镇、洛舍镇、禹越镇、莫干山镇、下渚湖街道、

虹星桥镇、和平镇、小浦镇、林城镇、李家巷镇、

夹浦镇、洪桥镇、报福镇、章村镇、天子湖镇、

杭核镇、鄣吴镇、上墅乡、溪龙乡

嘉兴市：余新镇、新丰镇、凤桥镇、王江泾镇、新塍镇、

王店镇、天凝镇、陶庄镇、大云镇、西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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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窑镇、独山港镇、新埭镇、百步镇、澉浦镇、

于城镇、袁花镇、斜桥镇、黄湾镇、长安镇、

周王庙镇、许村镇、河山镇、大麻镇

绍兴市：皋埠镇、孙端镇、马山镇、富盛镇、王坛镇、

马鞍镇、夏履镇、漓渚镇、稽东镇、钱清镇、

平水镇、崧厦镇、章镇镇、岭南乡、五泄镇、

东白湖镇、姚江镇、璜山镇、牌头镇、东和乡、

马剑镇、次坞镇、山下湖镇、枫桥镇、安华镇、

岭北镇、贵门乡、黄泽镇、甘霖镇、澄潭镇、

儒岙镇

金华市：琅琊镇、箬阳乡、沙畈乡、莘畈乡、塔石乡、

罗埠镇、汤溪镇、洋埠镇、澧浦镇、塘雅镇、

曹宅镇、江东镇、岭下镇、源东乡、孝顺镇、

黄店镇、梅江镇、游埠镇、诸葛镇、马涧镇、灵洞乡、

南马镇、巍山镇、湖溪镇、东阳江镇、佐村镇、

三单乡、上溪镇、义亭镇、赤岸镇、苏溪镇、

古山镇、舟山镇、花街镇、岩头镇、郑家坞镇、

虞宅乡、花桥乡、前吴乡、黄宅镇、大畈乡、

檀溪镇、中余乡、杭坪镇、桐琴镇、柳城畲族镇、

新宅镇、茭道镇、泉溪镇、俞源乡、坦洪乡、

白姆乡、大田乡、大溪口乡、三港乡、桃溪镇、

西联乡、方前镇、大盘镇、仁川镇、玉山镇、

尖山镇、尚湖镇、双峰乡、窈川乡、双溪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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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峰乡

衢州市：航埠镇、七里乡、廿里镇、大洲镇、举村乡、

岭洋乡、灰坪乡、湖镇镇、溪口镇、清湖街道、

廿八都镇、保安乡、球川镇、白石镇、东案乡、

同弓乡、新昌乡、何家乡、杨林镇、马金镇、池淮镇、

苏庄镇、齐溪镇、中村乡、音坑乡

舟山市：白泉镇、桃花镇、东沙镇、秀山乡、长涂镇、

岱东镇、岱西镇、花鸟乡、洋山镇

台州市：大陈镇、院桥镇、宁溪镇、横街镇、桃渚镇、

尤溪镇、小芝镇、白水洋镇、括苍镇、河头镇、

杜桥镇、大溪镇、箬横镇、新河镇、清港镇、

沙门镇、平桥镇、石梁镇、雷锋乡、白鹤镇、

街头镇、南屏乡、三州乡、龙溪乡、湫山乡、

淡竹乡、安岭乡、亭旁镇、健跳镇

丽水市：丽新畲族乡、黄村乡、仙渡乡、老竹畲族镇、

大港头镇、道太乡、城北乡、竹垟畲族乡、住龙镇、

上垟镇、汤垟乡、山口镇、北山镇、黄垟乡、

祯旺乡、高市乡、吴坑乡、万山乡、巨浦乡、

高湖镇、祯埠镇、舒桥乡、赤石乡、安溪乡、

紧水滩镇、百山祖镇、龙溪乡、举水乡、贤良镇、

前路乡、大洋镇、石笕乡、胡源乡、三溪乡、方溪乡、

黄沙腰镇、垵口乡、西畈乡、应村乡、蔡源乡、

高坪乡、三仁畲族乡、大东坝镇、新兴镇、象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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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乡、枫坪乡、竹源乡、樟溪乡、三都乡、

板桥畲族乡、叶村乡、赤寿乡、东坑镇、大漈乡、

大均乡、家地乡、澄照乡

安徽省

合肥市：肥西县城、汤池镇

蚌埠市：小蚌埠镇

滁州市：仁和集镇、大柳镇

六安市：双河镇、大化坪镇

马鞍山市：太白镇、新市镇

芜湖市：南陵县城、平铺镇、红杨镇

宣城市：绩溪县城、广德县城、东亭乡、四合乡、蔡家桥镇、

俞村镇

铜陵市：西湖镇、顺安镇

黄山市：歙县县城

福建省

漳州市：漳浦县城、双第华侨农场

龙岩市：武平县城、上杭县城

福州市：小沧畲族乡、猴屿乡、白沙镇、高山镇

厦门市：莲花镇、新圩镇

泉州市：西滨镇、金井镇

莆田市：湄洲镇、西天尾镇

南平市：星村镇

宁德市：代溪镇、路下乡、赤溪镇、穆阳镇、牙城镇、太姥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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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

南昌市：蒋巷镇、黄马乡、石鼻镇、李渡镇

九江市：永修县城、彭泽县城、湖口县城、罗坪镇、

天红镇、码头镇

景德镇市：浮梁县城、洪岩镇、兴田乡、瑶里镇、荷塘乡

萍乡市：芦溪县城、莲花县城、下埠镇、银河镇、赤山镇、

路口镇

新余市：罗坊镇、良山镇

鹰潭市：樟坪畲族乡、上清镇

赣州市：全南县城、龙南县城、石城县城、大余县城、

镇岗乡、南迳镇、洞头乡、固村镇

宜春市：宜丰县城、阁山镇、上塘镇、璪都镇、干洲镇、

八景镇、华林山镇、建山镇、潭山镇、大塅镇、

三兴镇、株潭镇

上饶市：万年县城、横峰县城、婺源县城、青板乡、姚家乡、

岑阳镇、龙门畈乡、莲荷乡、港边乡、司铺乡、

葛源镇、太源乡、大南镇、石镇镇、梓埠镇、

清华镇、赋春镇、泗洲镇、花桥镇、乌泥镇、

杨埠镇

吉安市：安福县城、吉水县城、螺溪镇、长塘镇、新圩镇、

八都镇、金坪民族乡、茅坪乡、大陇镇、三湾乡、

溧江镇、新江乡、瓜畲乡、石马镇

抚州市：德胜镇、洽湾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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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济南市：文昌街道、马山镇、双泉镇、明水街道、济阳街道、

龙桑寺镇、玉皇庙镇、贾庄镇、鹏泉街道

青岛市：沙子口街道、北宅街道、城阳街道、流亭街道、

夏庄街道、惜福镇街道、上马街道、琅琊镇、

通济街道、鳌山卫街道、胶东街道、三里河街道、

洋河镇、东阁街道、同和街道、新河镇

淄博市：桓台县城、双杨镇、昆仑镇、洪山镇、罗村镇、

白塔镇、房镇镇、马尚镇、南定镇、王村镇、

朱台镇、皇城镇、山头街道、石马镇、马桥镇、

荆家镇、起凤镇、青城镇、东里镇

枣庄市：永安镇、光明路街道、榴园镇、店子镇、冯卯镇、

邹坞镇、级索镇、西岗镇

东营市：利津县城、史口镇、永安镇、董集镇、花官镇、

北宋镇、大码头镇、李鹊镇

烟台市：芝罘岛街道、龙泉镇、古现街道、东莱街道、

紫荆山街道、辛安镇、文峰路街道、南隍城乡

潍坊市：清池街道、新城街道、开元街道、弥河镇、何官镇、

林家村镇、化龙镇、辛寨镇

济宁市：梁山县城、汶上县城、金乡县城、嘉祥县城、

南苑街道、越河街道、峄山镇、大束镇、城前镇、

太平镇、王丕街道、南张街道、小雪街道、姚村镇、

柳行街道、洸河街道、小孟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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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宁阳县城、东平县城、财源街道、泰前街道、

上高街道、满庄镇、天平街道、粥店街道、

青云街道、新甫街道、新汶街道、楼德镇、

边院镇、潮泉镇、孙伯镇

威海市：张家产镇、桥头镇、崂山街道、城西街道、

海阳所镇

日照市：秦楼街道、西湖镇、安东卫街道、高兴镇、夏庄镇

临沂市：临沭县城、蒙阴县城、平邑县城、沂南县城、

沂水县城、郯城县城、兰山街道、金雀山街道、

银雀山街道、柳青街道、盛庄街道、高都街道、

罗庄街道、汤头街道、九曲街道、岱崮镇、郯城街道、

归昌乡、庙山镇、临沭街道、许家湖镇、梅家埠街道、

芝麻墩街道、朝阳街道、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

院东头镇、四十里堡镇、泉庄镇、马站镇、兰陵镇、

垛庄镇、郑山街道

德州市：武城县城、糜镇、辛店镇、朱集镇、大柳镇、

临盘街道、恩城镇、广运街道、鲁权屯镇、

渤海路街道

聊城市：阳谷县城、东阿县城、高唐县城、莘县县城、清平镇、

定远寨镇、西湖镇、清水镇、赵寨子镇、金郝庄镇、

新华路街道

滨州市：阳信县城、博兴县城、惠民县城、冯家镇、纯化镇、

商店镇、河流镇、青阳镇、淄角镇、秦皇台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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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沙土镇、大田集镇、彭楼镇、浮岗镇、丹阳街道、

佃户屯街道

河南省

滑县县城、鹿邑县城

郑州市：孟庄镇、雁鸣湖镇、和庄镇、大孟镇、平陌镇、

姚家镇、牛店镇、官渡镇

洛阳市：汝阳县城、顾县镇、开元街道、小界乡、故县镇、

长水镇、付店镇、白鹤镇、常袋镇、庙子镇、

白河镇、大章镇、何村乡、正村镇

平顶山市：鲁山县城、团城乡、张八桥镇、肖旗乡、黄道镇、

白庙乡

安阳市：姚村镇、石板岩镇、韩庄镇

鹤壁市：卫都街道、灵山街道、鹤壁集镇

新乡市：洪门镇、耿黄镇、王村镇

焦作市：温县县城、清化镇街道、西陶镇

濮阳市：南乐县城、吴坝镇、张果屯镇

许昌市：襄城县城、鄢陵县城、后河镇、大周镇、紫云镇、

库庄镇、梁北镇、汾陈乡、方岗镇 、无梁镇

漯河市：姬石镇

三门峡市：卢氏县城

南阳市：淅川县城、内乡县城、南召县城、寨根乡 、

石界河镇、阳城镇、军马河镇、重阳镇

商丘市：柘城县城、睢县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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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罗山县城、光山县城、潢川县城、查山乡、

陆庙街道、吴河乡、汪岗镇、陈店乡、长竹园乡、

罗陈乡、卡房乡、付店镇

周口市：郸城县城、三店镇

驻马店市：西平县城、遂平县城、上蔡县城、新安店镇、

竹沟镇

济源市：思礼镇、承留镇

兰考县: 东坝头镇、仪封乡

汝州市：临汝镇

长垣市：赵堤镇、常村镇

永城市：城关镇、芒山镇、高庄镇

湖北省

武汉市：消泗乡、桐湖办事处、舒安街道、王家河街道、

徐古街道、潘塘街道

黄石市：金山店镇、金牛镇、保安镇、罗家桥街道、

东岳路街道、东风农场管理区、金湖街道、

灵乡镇、还地桥镇、大箕铺镇

十堰市：竹山县城、官山镇、汇湾镇、龙山镇、均县镇、

关防乡、湖北口乡、天宝乡、白桑关镇、

柳陂镇、官渡镇、习家店镇、丁家营镇

襄阳市：南漳县城、卧龙镇、小河镇、李楼镇、龙坪镇、

太平店镇、龙王镇、古驿镇、马桥镇、兴隆镇、

吴店镇、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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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枝城镇、姚家店镇、问安镇、草埠湖镇、洋坪镇、

樟村坪镇、五峰县城、鸦鹊岭镇、茅坪场镇、

花林寺镇、高坝洲镇、王家畈镇

荆州市：洈水镇、川店镇、新沟镇、三湖管理区、

桃花山镇、卸甲坪乡、小港管理区、八岭山镇、

岑河镇、斑竹垱镇、荒湖管理区、王家桥镇、

小河口镇

荆门市：沙洋县城、漳河镇、马河镇、客店镇、团林铺镇、

栗溪镇、绿林镇、沈集镇、曾集镇、九里回族乡、

长寿镇、仙居乡、麻城镇、拾回桥镇、东桥镇、

长滩镇、杨集镇、孙桥镇

鄂州市：太和镇、杜山镇、泽林镇、华容镇、段店镇、

梁子镇

孝感市：沉湖镇、汤池镇、烟店镇、胡金店镇、伍洛镇、

宣化店镇、洑水镇、马口镇、花园镇、田店镇

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沿渡河镇、大峡谷风景区管理处、

谋道镇、茅田乡、官渡口镇、高罗镇、小村乡、

朝阳寺镇、百福司镇、走马镇、燕子镇

天门市：汪场镇、岳口镇、皂市镇

黄冈市：觅儿寺镇、五祖镇、陈策楼镇、高桥镇、

九资河镇、河铺镇、八里湖办事处、小池镇、

龟山镇、阎家河镇

仙桃市：张沟镇、沔城回族镇、胡场镇、三伏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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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市：白鹭湖管理区、运粮湖管理区、后湖管理区、

王场镇

咸宁市：马桥镇、陆溪镇、官桥镇、九宫山风景区管委会、

青山镇、柳山湖镇、赤壁镇

随州市：洛阳镇、长岗镇、万福店农场镇、郝店镇

神农架林区：大九湖镇

湖南省

长沙市：果园镇、金井镇

浏阳市：文家市镇、大围山镇、中和镇、北盛镇

宁乡市：夏铎铺镇

湘潭市：湘潭县城、乌石镇

邵阳市：新邵县城

常德市：西湖镇

益阳市：安化县城、南县县城、茈湖口镇、三堂街镇、

沙头镇

郴州市：永兴县城、临武县城、汝城县城、桂阳县城、

黄草镇

永州市：祁阳县城、道县县城、江永县城、蓝山县城、

湾井镇

怀化市：中方县城、溆浦县城

广东省

广州市：钟落潭镇、化龙镇、新造镇、花山镇、炭步镇、

朱村街、永宁街、石滩镇、中新镇、仙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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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塘镇、黄阁镇、横沥镇

珠海市：莲洲镇、万山镇

佛山市：南山镇

梅州市：五华县、丰顺县、平远县、大埔县、长沙镇、

西阳镇

惠州市：沙田镇

汕尾市：陆河县

东莞市：企石镇

江门市：礼乐街道、棠下镇、双水镇、大泽镇、古井镇、

崖门镇、良西镇、址山镇、龙口镇

肇庆市：德庆县、沙浦镇、地豆镇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宾阳县城、横县县城、那楼镇、大塘镇、古零镇

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城、中渡镇

百色市：平果县城、德保县城、西林县城、

隆林各族自治县城、花坪镇、甘田镇、幼平乡

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

桂林市：龙虎乡

北海市：南康镇

海南省

屯昌县城、昌江黎族自治县城、 陵水黎族自治县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

海口市：云龙镇、演丰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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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市：兰洋镇

琼海市：博鳌镇、潭门镇

五指山市：水满乡

屯昌县：乌坡镇

昌江黎族自治县：昌化镇

陵水黎族自治县：提蒙乡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

洋浦经济开发区：新英湾区

重庆市

石柱县

巴南区：圣灯山镇、天星寺镇、界石镇、石滩镇、木洞镇

南川区：石墙镇

黔江区：濯水镇、石会镇

武隆区：仙女山镇

丰都县：暨龙镇

石柱县：黄水镇、沿溪镇

江津区：四面山镇、四屏镇、中山镇

璧山区：三合镇、七塘镇、广普镇

合川区：双槐镇、龙凤镇

綦江区：新盛镇、篆塘镇、中峰镇

涪陵区：武陵山乡、增福乡、焦石镇、蔺市镇

沙坪坝区：歌乐山镇、曾家镇

九龙坡区：铜罐驿镇、含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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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茨竹镇

四川省

成都市：新津县城、大邑县城、金堂县城、合江街道、

永兴街道、黄土镇、洛带镇、山泉镇、大同镇、

福洪镇、人和乡、大丰街道、三河街道、泰兴镇、

马家镇、军屯镇、新民镇、石板滩镇、涌泉街道、

永盛镇、万春镇、和盛镇、公兴街道、金桥镇、

永安镇、黄水镇、唐昌镇、德源镇、龙池镇、

大观镇、玉堂镇、安龙镇、向峨乡、新兴镇、

磁峰镇、葛仙山镇、丽春镇、道明镇、白头镇、

鸡冠山乡、南宝山镇、冉义镇、羊安镇、高何镇、

金龙镇、转龙镇、五凤镇、云合镇、安西镇、

兴义镇、金华镇、新场镇、斜源镇、沙渠镇、

成佳镇、朝阳湖镇、甘溪镇

自贡市：仲权镇、荣边镇、章佳乡、新店镇、沿滩镇、

双石镇、河口镇、来牟镇、赵化镇、宝庆乡

攀枝花市：盐边县城、大田镇、中坝乡、白马镇、草场乡、

新山傈僳族乡、丙谷镇、箐河傈僳族乡

泸州市：石寨镇、丹林镇、分水岭镇、双加镇、金龙镇、

胡市镇、大渡口镇、护国镇、合面镇、天仙镇、

云龙镇、玄滩镇、喻寺镇、九支镇、佛荫镇、榕山镇、

尧坝镇、先市镇、水尾镇、黄荆乡

德阳市：孝泉镇、新盛镇、白马关镇、金轮镇、高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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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白镇、汉旺镇、九龙镇

绵阳市：三台县城、关帝镇、东林乡、观太镇、千佛镇、

永河镇、界牌镇、清泉镇、武都镇、青莲镇、

擂鼓镇、乐安镇、立新镇、两河镇、玉龙镇

广元市：白朝乡、转斗镇、曾家镇、红岩镇、天星乡、

青溪镇、关庄镇、龙山镇

遂宁市：蓬溪县城、仁里镇、拦江镇、常理镇、宝梵镇、

金家镇、金华镇、回马镇

内江市：威远县城、凤鸣镇、白马镇、同福镇、椑木镇、

界市镇、胡家镇、山川镇、普润镇

乐山市：夹江县城、井研县城、水口镇、嘉农镇、葫芦镇、

永胜乡、峨山镇、胜利镇、九井乡、玉屏乡、

马踏镇、新场镇

南充市：营山县城、双桥镇、都京街道、三会镇、龙蟠镇、

金凤镇、老观镇、升水镇、八尔湖镇、多扶镇、

青狮镇、马鞍镇、杨家镇

宜宾市：高县县城、李庄镇、李端镇、高场镇、横江镇、

隆兴乡、长兴镇、江南镇、刘家镇、水清镇、

仁和镇、铜锣镇、龙头镇、开佛镇、复兴镇、

大窝镇、孔雀乡、塘坝乡、龙镇乡、高坎乡、

团林苗族乡、恒丰乡、莲花镇、太平镇、僰王山镇、

仙峰苗族乡、清平彝族乡

广安市：岳池县城、花桥镇、观塘镇、阳和镇、永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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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乡、街子镇、白坪乡、牟家镇、观音桥镇、

柑子镇

达州市：大竹县城、新村乡、北山镇、檬双乡、金垭镇、

堡子镇、马家镇、石塘镇、八台镇、旧院镇、

普光镇、白马镇、庙安乡、宝石镇、石桥铺镇、

龙潭镇、丰乐镇

雅安市：天全县城、荥经县城、芦山县城、合江镇、万古乡、

解放乡、龙苍沟镇、双溪乡、新民彝族藏族乡、

宰羊乡、紫石乡、大坪乡、龙门乡、思延镇、

大川镇、大溪乡

眉山市：丹棱县城、万胜镇、白马镇、复兴乡、谢家镇、

宝飞镇、大化镇、洪峰乡、张场镇、石桥乡

巴中市：南江县城、平昌县城、通江县城、梓橦庙镇、

大茅坪镇、光辉镇、灵山镇、五木镇、白衣镇、

诺水河镇、麻石镇、空山镇、正直镇、桥亭镇、

燕山乡

资阳市：乐至县城、雁江镇、宝台镇、保和镇、中和镇、

姚市镇、自治乡、坪河乡、东山镇、中天镇、

劳动镇、龙门乡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城、映秀镇

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城、白玉县城、巴塘县城、

泸定县城、聂呷乡、宜木乡、香格里拉镇

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城、会东县城、宁南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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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源县城、海南乡、小坝乡

贵州省

贵阳市：麦架镇、水田镇、花梨镇、久安乡、麦格乡、

养龙司镇、洒坪镇、龙水乡、高坡乡、羊昌镇、

大石乡、石硐镇、米坪乡、南江乡、孟关乡、

楠木渡镇、六屯镇 、温泉镇、卫城镇

遵义市：务川县城、正安县城、凤冈县城、忠信镇、抄乐镇、

浞水镇、绥阳镇、大磏镇、进化镇、长沙镇、

毛石镇、新站镇、永乐镇、程寨镇、大路槽乡、

桑木镇、温泉镇、关兴镇、巷口镇、桴焉镇、

泥高镇、仙源镇、三岔镇、小雅镇、丙安镇、

容光镇、虾子镇、喇叭镇、泮水镇、龙坪镇、

大乌江镇、旧城镇、镇南镇、黄都镇、沙湾镇、

王寨镇、隆兴镇、永兴镇、后山乡、深溪镇、

新舟镇、松林镇、新民镇、官渡镇、小水乡、

青杠塘镇、石朝乡、新建镇、洗马镇、三岔河镇、

火石镇

仁怀市：大坝镇、五马镇、后山乡

六盘水市：牂牁镇、柏果镇、坪地乡、新街乡、新窑镇、

大用镇、关寨镇、新华镇、月亮河乡、刘官街道、

两河街道、胜境街道、英武镇、保田镇、保基乡、

普古乡、响水镇、老鹰山街道、蟠龙镇、阿戛镇、

龙场乡、野钟乡、比德镇、花戛乡、杨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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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场镇、坪寨乡、都格镇、金盆乡、青林乡、

南开乡、保华镇、龙河镇、新场乡、盘关镇、

石桥镇、勺米镇、化乐镇、陡箐镇、董地街道、

猴场乡、果布嘎乡、顺场乡、尖山街道、营盘乡

安顺市：普定县城、镇宁县城、关岭县城、黄腊乡、乐平镇、

白云镇、鸡场坡乡、扁担山镇、花江镇、永宁镇、

板当镇、宁谷镇、大西桥镇、幺铺镇、猴场乡、

丁旗街道、猫营镇、白水镇、蔡官镇、轿子山镇、

羊昌乡、补郞乡、马厂镇、简嘎乡、宗地镇、

白石岩乡、普利乡、岗乌镇

铜仁市：玉屏县城、德江县城、沿河县城、云场坪镇、

万山镇、田坪镇、官和乡、正大镇、甘龙镇、

石固乡、洋溪镇、大坝场镇、思林乡、复兴镇、

新景镇、瓦屋乡、大坪乡、敖寨乡、新店镇、

大坪场镇、德旺乡、本庄镇、大沙坝乡、缠溪镇、

香坝镇、长堡镇、思渠镇、滑石乡、鱼塘乡、

闵孝镇、河坝镇、板溪镇、后坪乡、客田镇、

盘信镇、亚鱼乡

毕节市：大方县城、织金县城、朱昌镇、核桃乡、三元乡、

金碧镇、平坝镇、后山镇、茶店乡、寨乐镇、

清水铺镇、小屯乡、六龙镇、高坪镇、龙场镇、

熊家场镇、结构乡、安乐溪乡、雉街乡、东风镇、

石门乡 、撒拉溪镇、小吉场镇、八堡乡、红林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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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匠乡、禹谟镇、板桥镇、金龙乡、董地乡、

乐治镇、仁和乡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城、惠水县城、墨冲镇、

道坪镇、江界河镇、谷脚镇、黎明关乡、影山镇、

玉水镇、周覃镇、盘江镇、白云山镇、红水河镇、

克度镇、上司镇、基长镇、掌布镇、茂井镇、

陆坪镇、平定营镇、玉山镇、广顺镇、龙昌镇、

仙桥乡、小七孔镇、新巴镇、沿山镇、下司镇、

芦山镇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城、三棵树镇、排调镇、

贤昌镇、平溪镇、双井镇、羊场镇、天马镇、

水尾镇、雪洞镇、远口镇、彦洞乡、中潮镇、

平江镇、大塘镇、排羊乡、南寨镇、旁海镇、

龙山镇、扬武镇、平庄镇、款场乡、滚马乡、

南宫镇、秀塘乡、舟溪镇、桐林镇、客楼镇、

坝芒乡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城、普安县城、马岭镇、

清水河镇、仓更镇、沧江乡、新龙场镇、洒雨镇、

罗汉镇、新店镇、光照镇、郑屯镇、敬南镇、

七舍镇、捧乍镇、鲁布革镇、泥凼镇、洛万乡、

马马崖镇、下山镇、龙山镇、万峰湖镇、海子镇、

北盘江镇、长田镇、鲁贡镇、白层镇、龙吟镇、

兴中镇、大厂镇、花贡镇、巧马镇、岩架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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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樟镇、新桥镇、茶马镇、万屯镇、顶效镇、

地瓜镇、高棉乡、江西坡镇、楼下镇、桑郎镇、

冗渡镇

云南省

昆明市：太平新城街道、草铺街道、双河彝族自治乡

昭通市：绥江县城、镇雄县城、鲁甸县城

曲靖市：陆良县城、师宗县城

玉溪市：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城、峨山彝族自治县城、

通海县城、华宁县城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城、绿春县城、

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城、红河县城、新哨镇、

坝心镇

普洱市：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城、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城、

西盟佤族自治县城

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城、永仁县城、新村镇、石羊镇、

昙华乡

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城

保山市：龙陵县城、昌宁县城、施甸县城

临沧市：凤庆县城、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城

陕西省

西安市：华胥镇、葛牌镇、玉山镇、蓝桥镇、马召镇、

哑柏镇、尚村镇、司竹镇

宝鸡市：石鼓镇、慕仪镇、香泉镇、蟠龙镇、金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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绛帐镇、法门镇、益店镇、蔡家坡镇、横渠镇、

槐芽镇、张家塬镇、桃川镇、田家庄镇、柳林镇、

天成镇、凤州镇、酒房镇、招贤镇

咸阳市：武功县城、三原县城、永寿县城、太峪镇、水口镇、

大庄镇、小村镇、渠岸镇、陵前镇、马栏镇

铜川市：照金镇、董家河镇、孙塬镇、黄堡镇、陈炉镇、

红土镇、彭镇

渭南市：富平县城

延安市：延长县城、宜川县城、延川县城、洛川县城、

甘泉县城、冯庄乡、甘谷驿镇、临镇镇、砖窑湾镇、

沿河湾镇、三岔镇、圪台乡、瓦子街镇、白马滩镇、

界头庙镇、崾崄乡、英旺乡、壶口镇、文安驿镇、

张家滩镇、黑家堡镇、金丁镇、永宁镇、铁边城镇、

五谷城镇、店头镇、交口河镇、羊泉镇、余家坪镇、

马家砭镇、杨家园则镇、直罗镇

榆林市：定边县城、绥德县城、鱼河镇、孟家湾乡、店塔镇、

高家堡镇、木瓜镇、大昌汗镇、庙沟门镇、

老君殿镇、周家硷镇、石家湾镇、玉家河镇

汉中市：宁强县城、西岔河镇、长角坝镇、周家山镇、

火烧店镇、青木川镇、兴隆镇、董家营镇、

五龙洞镇、私渡镇

安康市：茨沟镇、涧池镇、平梁镇、汉阳镇、后柳镇、

熨斗镇、梅子镇、南宫山镇、长安镇、洞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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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古镇、钟宝镇、曙坪镇、白柳镇、中厂镇

商洛市：棣花镇、漫川关镇、金丝峡镇、云盖寺镇、营盘镇、

下梁镇

韩城市：芝阳镇

杨陵示范区：五泉镇、揉谷镇

甘肃省

张掖市：民乐县城、肃南县城、靖安乡、康乐镇

金昌市：永昌县城

天水市：清水县城

平凉市：崇信县城

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城

酒泉市：郭家堡镇、转渠口镇、阳关镇

青海省

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城、向化藏族乡、东峡镇、

李家山镇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城

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城

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城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城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市：永宁县城、闽宁镇

固原市：隆德县城、黄铎堡镇

中卫市：中宁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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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武市：白土岗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拉玛依市：小拐乡、乌尔禾镇

吐鲁番市：托克逊县城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城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城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城、喀拉塔勒镇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城

阿勒泰地区：福海县城、可可托海镇、阿格达拉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师 10团

抄送：全国爱卫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全国爱卫会成员单位。

全国爱卫办 2020 年 8 月 7 日印发

校对：罗春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