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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 年宣传推选首都学雷锋
志愿服务“五个 100”先进典型名单

一、首都最美志愿者(100 名）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孙隆新 北京雷锋精神种子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李智慧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国务院国资委

吕 博 中国石油宝石花志愿服务队队长

温华平 中国石化北京石油七彩青春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胡爱香 国家电网中兴志愿服务总队志愿者

市委统战部

田 禾 北京和合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志愿者

王宇红 北京市侨联志愿服务总队马来西亚归侨联谊会志愿服务队

队长

侯 慧 北京市文化志愿者服务中心海淀区分中心负责人

市委政法委

王兵莹 西城法院巡回法官团队志愿者

陈 菁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妇女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志愿者

市委教育工委

陈 潇 北京大学青年志愿者总队志愿者

邹 琳 北方工业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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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文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

市委农工委

韩宁宇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汪天雯 首都民政青年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市公安局

高 鹏 彩虹春天志愿服务队队长

市城市管理委

金 丹 朝阳区芍药居二社区小巷管家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冯 悦 顺义区牛栏山镇管城理市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市交通委

曹亚文 北京平安地铁志愿服务运二支队 9 号线丰台东大街站区中

队分队长

王一鹤 银建的士共产党员车队厚德爱心小组志愿者

市文化和旅游局

武海斌 北京市文化旅游志愿者服务中心志愿者

吴 红 北京市文化旅游志愿者服务中心首都图书馆分中心志愿者

徐艳朋 北京市文化旅游志愿者服务中心平谷区文化志愿者服务分

中心志愿者

市卫生健康委

张富贞 北京天坛医院志愿服务队队长

王喜平 北京清华长庚志愿服务工作队志愿者

王治国 北京老年医院“守护天使”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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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国资委

刘燕山 大兴区燕保高米店志愿服务站站长

谢艳明 房山区蓝天救援队副队长

市文物局

任丽琴 首都博物馆志愿者

范纪萍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刘京生 北京自然博物馆志愿者团队志愿者

市应急管理局

王雪梅 雷霆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徐广春 北京市志援应急服务总队队长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

李 辰 天安门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李连伟 中建-大成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青年志愿服务队队长

北京市重点站区管理委员会

郑超美 北京站义务指路队志愿者

市总工会

郭志华 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金台社区党员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团市委

栗 阳 北京耕耘公益服务中心志愿者

宋丹阳 首都师范大学青年志愿者中心志愿者

侯智勇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

杨亚凯 中建一局五公司先锋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王润萱 北京工业大学阳光志愿服务总团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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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恩侨 清华大学紫荆志愿者服务总队志愿者

市妇联

曹海英 顺义区仁和镇杨家营村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市残联

刘松芝 朝阳区残联助残志愿者服务队六里屯分队志愿者

岳红霞 房山区长沟镇温馨家园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

市科协

沙 凯 大兴区欢迎回家志愿服务队队长

市红十字会

刘永来 北京市红十字风之彩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杨雨杉 丰台区税务局微蓝+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王宗华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志愿者

史永乐 丰台区自主择业老兵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卢 靖 北京环保之友志愿服务总队队长

王 俊 西城区第一文化馆戏曲曲艺部志愿者

市慈善义工联合会

王敬东 北京慈善义工联合会凹凸众益慈善义工服务队志愿者

高俊英 北京慈善义工联合会二姐公益艺术团慈善义工服务队志愿者

田继书 朝阳区甘露园南里二社区志愿者

东城区

马秀丽 东城区北新仓社区志愿者之家志愿者

王 萍 东城区和平里街道东河沿社区侨界空巢老人互助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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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厚生 东城区东华门街道智德社区守望岗志愿者

孙 凯 东城区梵珀匠人志愿服务队队长

西城区

张建红 西城区北新华街社区志愿服务队队长

孟爱玲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党员先锋队志愿者

齐汝钊 西城区平原里北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

赵云霞 西城区心飞扬青少年志愿服务中心项目部负责人

朝阳区

杨 洁 朝阳区朝外街道潮外社区青年汇志愿服务队冬奥村城市服

务站点站长

马金兰 朝阳区马金兰巾帼志愿服务队负责人

董汉卿 朝阳区朝外街道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海淀区

张喜忠 “首都老兵”田村路街道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队长

姚 杰 海淀区青龙桥地区义务指路队志愿者

李如伊 海淀区紫竹院街道法华寺社区“红心向党，舞至心尖”志愿

服务队队长

陈海玲 海淀区海淀街道红帆党员志愿服务队队长

丰台区

台东华 丰台区张仪村小爱志愿服务队绿堤公园项目负责人

刘苏梅 丰台区右安门地区体育协会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郭金萍 丰台区南苑街道东新华社区及时雨志愿服务队队长

石景山区

张淑玲 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管城理市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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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玉华 石景山区西山枫林小区一区社区志愿者

姚建敏 石景山区小喇叭志愿服务队队长

门头沟区

高晓颖 门头沟“李兆娴”爱国拥军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卢秀华 门头沟区京西志愿服务中心队长

李秀丽 门头沟区禁毒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杨兰芝 门头沟京西惠人帮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房山区

王 玉 房山区风之彩志愿服务大队良乡环保分队队长

任梦亚 北京遨游志愿服务队艺术文化分队队长

石文霞 燕山“老工友”平安志愿者队志愿者

通州区

白香阁 通州区文景街道志愿服务总队志愿者

由胜德 通州区土桥社区志愿服务站站长

张 蕾 通州区运河星志愿服务队队长

顺义区

赵丰年 顺义区供销社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大兴区

王海颜 大兴区礼贤镇李各庄村青年志愿者服务队志愿者

刘 慧 大兴区心海慧智志愿者服务队队长

韩玉芳 大兴区魏善庄镇志愿服务协会负责人

樊逍潇 大兴区天宫院泽众社会工作事务所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昌平区

徐驰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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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

冯国庆 平谷区夏各庄镇张各庄村委会治安志愿者工作站志愿者

李学飞 平谷区蓝天救援队队长

怀柔区

宋学淑 怀柔区南华园一区社区抗击疫情志愿服务队队长

荆建文 怀柔区最美桑梓人志愿服务队志愿者

密云区

靳丽萍 北京市密云区图书馆文化志愿者分队志愿者

延庆区

刘子坤 延庆区妫川志愿服务协会秘书长

王少青 延庆区地震应急志愿服务队队长

二、首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100 个）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北京赛西认证志愿服务团队

国务院国资委

航天科技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护航”志愿服务队

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志愿者联合会

中海油研究总院有限责任公司“蔚蓝力量”学雷锋志愿服务岗

国投颐康志愿服务队

市委统战部

北京市夕阳再晨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北京市侨联志愿服务总队菲律宾归侨联谊会志愿服务队

市委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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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人民检察院青年志愿服务岗

北京政法职业学院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市委教育工委

北京邮电大学真情志愿者协会

北京外国语大学志愿服务总队

中国人民大学“延河先锋”青年志愿服务队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北京懋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市直机关工委

北京天文馆“大火星”志愿服务队

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西客站特勤站志愿服务队

市公安局

汪建飞太平桥西里社区学雷锋志愿服务岗

市城市管理委

通州区台湖镇管城理市志愿服务队

市交通

首发集团八达岭分公司“田迎技师创新工作室”志愿服务岗

北京平安地铁志愿服务运二支队 9 号线北京西站站区中队

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市文化旅游志愿者服务中心东城区文化志愿者服务分中心

北京市公共图书馆文化志愿服务总队丰台区图书馆志愿服务分队

北京市文化旅游志愿者服务中心昌平区文化志愿者服务分中心

房山文化志愿者红歌歌舞队

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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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坛医院志愿服务队

大兴区心理志愿服务队

航空总医院志愿服务队

普仁医院志愿者团队

市国资委

中建玖合志愿服务队

北京排水集团通惠河流域分公司志愿者服务队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志愿服务总队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汽福田欧辉客车青年志愿服务团队

市文物局

北京郭守敬纪念馆志愿者服务队

市公园管理中心

天坛公园志愿服务队

市应急管理局

延庆区蓝天救援队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赢海庄园社区志愿者组织

北京亦庄实验中学志愿服务队

市总工会

首都职工志愿服务运行中心

首都职工志愿石景山区服务总队

团市委

平谷区小雨滴志愿服务队

北京市应急管理青年人才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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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星援志愿队

安利北京志愿者协会

中铁二十二局青年志愿服务队

市残联

房山区襄福阳光温馨家园志愿助残服务队

房山区长沟镇温馨家园志愿服务队

北京市珍爱孤独症儿童康复中心志愿服务队

市科协

鼓楼岐黄志愿服务队

北京市大兴区枫华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市红十字会

北京市红十字雷锋车队应急救护志愿服务队

中央财经大学红十字会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青年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北京市公共图书馆文化志愿服务总队

中国集邮有限公司——“方寸邮爱”志愿服务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部之窗协会

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志愿服务总队

市慈善义工联合会

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荣耀爱心慈善义工服务队

东城区

北京站义务指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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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大雅宝社区夕阳美为老服务队

东城区福祥社区“爱满福祥”为老服务队

西城区

恭王府志愿者服务队

西城统计“据”力志愿者联盟

西城区蜜蜂公益志愿服务团队

朝阳区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平安红”治安巡逻志愿服务队

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紫荆花志愿服务队

朝阳区张育荣劳模志愿服务队

海淀区

中关村红帆党员志愿服务联合会

海淀区清河街道“清新暖”志愿服务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彩虹明天公益社

丰台区

丰台区东高地街道万源东里社区共建联盟服务社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志愿者服务团

石景山区

石景山区点石巾帼志愿者服务队

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红纽扣军嫂志愿服务队

石景山税务局归巢先锋号志愿服务队

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京西惠人帮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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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京西山水清山志愿服务队

门头沟区夕阳爱心志愿服务队

房山区

首都老兵星城街道志愿服务队

房山区彩虹禁毒志愿服务队

房山区良乡镇福港温馨家园志愿助残服务队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志愿服务队

通州区

通州区西集镇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通州区中西医结合医院志愿者联盟

通州区“益动联盟”志愿者服务队

顺义区

顺义区“蓝丝带”青年志愿服务队

顺义区医院志愿服务队

大兴区

北京建筑大学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大兴区中泰民安红十字救援服务中心

首都老兵旧宫镇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

中建三局北京公司志愿服务队

昌平区

昌平区爱的海洋公益社团

昌平区霍家营社区巾帼志愿服务队

平谷区

平谷区大华山镇第二温馨家园助残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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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九彩凤凰金玫瑰志愿服务队

平谷区张各庄村委会治安志愿者工作站

怀柔区

怀柔区车站路社区文明养犬劝导队

密云区

密云区密云镇巾帼志愿服务队

延庆区

延庆区地震应急志愿者服务队

延庆区聚力青年志愿服务队

延庆区永宁古城文化宣传志愿服务队

三、首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100 个）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微笑暖阳”志愿服务项目

国务院国资委

航天科技“传承精神伟力•筑梦航天事业”志愿服务项目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青春映夕阳”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市委统战部

“双暖为老”志愿服务项目

见“疫”勇为——安利北京疫情防控志愿项目

市委政法委

为您“诉”说志愿服务项目

“典”亮民心志愿服务项目

市委教育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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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战疫 学警同行”云端千人助学志愿服务项目

艺术学院“青苗行动”红色文化志愿服务项目

“点亮微心愿”志愿服务项目

热血相连，心手相牵——清华大学无偿献血宣传组织志愿服务项目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银龄伙伴”精准助老入户陪伴项目

“五星小公民”儿童志愿者成长计划志愿服务项目

市直机关工委

北京广播电视局“北京视听零距离”新视听公共服务志愿服务项目

市交通委

“地铁‘蓝志服’ 平安志愿行”志愿服务项目

市文化和旅游局

北京市公共图书馆文化志愿服务总队“品阅书香”领读志愿者导读文

化志愿服务项目

延庆区文化志愿者在行动之“文化助力乡村振兴”项目

市卫生健康委

“科普教育、免费初筛、康复干预、跟踪随访”共促青少年脊柱健康

公益活动

精准助医 医路有你——医务志愿者门诊自助服务项目

市国资委

“志愿助残，信使传爱”志愿服务项目

首钢集团国际赛会外语志愿服务项目

北京热力“冬奥有我 扮靓京城”志愿服务项目

“电暖人心”精准用电帮扶公益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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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物局

北京郭守敬纪念馆“我来啦 大运河”运河文化传播志愿服务项目

市公园管理中心

颐和园“大手拉小手”志愿服务项目

市总工会

首都职工志愿——北京链家“社区好邻居”服务项目

团市委

志愿服务助力科教兴国项目

“光盘行动小使者”——垃圾分类桶前值守行动志愿服务项目

北京工业大学艺赏夕阳-老年精神艺术养疗志愿服务项目

“通过北京冬奥会志愿服务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联合国志愿服务合

作项目

“城市净化”金隅环保志愿服务项目

市妇联

“爱与陪伴”志愿服务项目

“志愿服务展关怀 义务理发暖人心”志愿服务项目

市残联

“用生命影响生命”志愿者公益日服务项目

“七彩向阳花”青檬残障青少年社会融合项目

市红十字会

“奉献时代，博爱远航”——生命健康教育推广计划

“生命之光，青春护航”志愿服务项目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礼让斑马线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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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安心”志愿服务项目

“北京站老党员义务指路”志愿服务项目

“传承民俗文化 孕育青年成长”志愿服务项目

“平安地铁志愿者鼓楼大街站务中心中队车站服务”项目

“‘品艺术之美 树文化自信’故事爸妈培训志愿服务”项目

“‘志愿展风采 一起向未来’北京冬奥会助残志愿服务”项目

“‘萤火虫计划’乡村科普百校行”志愿服务项目

“狮救团”志愿服务项目

“艾滋病关怀志愿服务”项目

“汤山‘疫’线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项目

“星星草少年环保微行动”志愿服务项目

“‘永小清’助力母亲河展笑颜”志愿服务项目

“仝殷暖夕阳”志愿服务项目

“你的声音 我的视界”志愿服务项目

“‘脚步为亲 感悟民生’志愿服务八大行动”项目

“关爱听障儿童 共建爱心菜园”志愿服务项目

“听共和国将军讲红色故事”志愿服务项目

“‘政务服务+’机制和‘特殊群体入户办’志愿服务”项目

东城区

东城区花市少年团志愿服务项目

东城区西总布社区文明实践巾帼志愿服务项目

西城区

西城区 E 路同行向光明——爱相依图书校对项目

西城区香山环保公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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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青春助跑·学习伙伴西城区生活困难家庭青少年精准帮扶项目

西城区新税务“心”服务项目

朝阳区

朝阳区“守护家园，‘童’心公益”三里屯街道暑期青少年志愿活动

项目

朝阳 120“红暖碧水间”志愿服务项目

朝阳区“悦享书香”系列志愿项目

双奥之城 志愿北京朝阳站项目

海淀区

海淀区“小手拉大手 爱心斑马线”学院路路口文明引导志愿服务项

目

海淀区“绿色青春”武警官兵心理团辅志愿服务项目

海淀区育鹰爱心志愿行项目

海淀区“甫智方舟”公益支教项目

丰台区

丰台区北京南站“指南针”志愿服务项目

丰台区“阳光下的温暖童年”白血病儿童陪伴式教育志愿服务项目

丰台区“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铁军精神”新四军林爱国主义实践教育

志愿服务项目

丰台区“邻里互助 情暖右安”长者照顾志愿服务项目

石景山区

石景山区“银龄卫士”为老志愿服务项目

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动志愿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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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保护古道清山公益项目

门头沟区东辛房街道石门营七区“一米阳光”志愿服务项目

房山区

房山区“活力翠堤”志愿服务项目

房山区良乡医院导医志愿服务项目

房山区拱辰街道团工委“斜杠青年 1+1”志愿服务项目

房山区“手耳推”基础医疗保健进大众志愿服务项目

通州区

通州区“精微计划”中仓街道便民服务项目

通州区“健康通州”全民健康操志愿推广项目

北京环球度假区周边保障志愿服务项目

顺义区

顺义区“垃圾换有机 厨余零废弃”志愿服务项目

顺义区“低碳实践”生态堆肥志愿服务项目

大兴区

大兴区“志愿首都国门 讲好真情故事”志愿服务项目

大兴区巨匠应急消杀志愿服务项目

大兴区“智慧助老在行动”慰老志愿服务项目

大兴区文明亦家人——打造亦庄镇家人治家微名片志愿服务项目

昌平区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绿色先锋行动志愿服务项目

昌平区志愿服务助力科教兴国项目

昌平区第五学校南邵中学安全伴成长志愿服务项目

平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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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谷区创城“童•行”主题志愿服务项目

怀柔区

怀柔区南华园一区垃圾变废为宝 DIY 时装秀志愿服务项目

密云区

密云区“温情暮年 阳光陪伴”志愿服务项目

延庆区

延庆区果树养护技术帮扶志愿服务项目

延庆区暖心驿站志愿同心志愿服务项目

延庆区预防青少年犯罪“明天不迷途”志愿服务项目

四、最美志愿服务社区（100 个）

市国资委

石景山首钢矿山街委龙山社区

市城市管理委

朝阳区垡头街道翠城雅园社区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西城区永定门外街道管村社区

西城区白纸坊街道万博苑社区

市慈善义工联合会

丰台区右安门街道开阳里第三社区

丰台区马家堡街道嘉园二里社区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古城南路社区

东城区

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金宝街北社区



20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朝西社区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菊儿社区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福祥社区

东城区北新桥街道门楼社区

东城区和平里街道东河沿社区

东城区东四街道豆瓣社区

东城区崇外街道西花市南里西区社区

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东厅社区

西城区

西城区牛街街道钢院社区

西城区广外街道湾子街社区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南华里社区

西城区什刹海街道白米社区

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建功北里社区

西城区广内街道核桃园社区

朝阳区

朝阳区奥运村街道龙祥社区

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西坝河东里社区

朝阳区双井街道黄木厂社区

朝阳区来广营地区广达路社区

朝阳区来广营地区清河营中路社区

朝阳区崔各庄地区东洲家园社区

朝阳区麦子店街道枣营南里社区

朝阳区管庄地区远洋一方嘉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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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太阳宫地区十字口社区

朝阳区安贞街道外馆社区

海淀区

海淀区紫竹院街道紫竹社区

海淀区花园路街道防化社区

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太平路 22 号社区

海淀区学院路街道八家嘉园

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瑞和园社区

海淀区清河街道毛纺北小区社区

海淀区清河街道学府树家园第一社区

海淀区上庄家园街道上庄家园社区

丰台区

丰台区太平桥街道马连道村

丰台区和义街道和义东里第三社区

丰台区石榴庄街道政馨家园社区

丰台区东高地街道三角地第一社区

丰台区北宫镇杜家坎社区

丰台区北宫镇二七车辆厂社区

丰台区北宫镇大灰厂村

石景山区

石景山区五里坨街道南宫社区

石景山区老山街道京源路社区

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南路东社区

门头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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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大台街道大台社区

门头沟区大台街道玉皇庙社区

门头沟区大峪街道双峪社区

门头沟区大峪街道德露苑社区

门头沟区王平镇色树坟社区

门头沟区龙泉镇东南街社区

门头沟区龙泉镇中门寺南坡一区社区

房山区

房山区西潞街道西潞东里社区

房山区拱辰街道文化路社区

房山区拱辰街道邑尚佳苑社区

房山区星城街道第四社区

房山区长阳镇新里程家园社区

房山区窦店镇乐汇家园社区

通州区

通州区梨园镇大方居北区社区

通州区通运街道星河社区

通州区中仓街道悟仙观社区

通州区中仓街道中仓社区

通州区杨庄街道天时名苑社区

通州区临河里街道运河滨江社区

顺义区

顺义区牛栏山镇香醍漫步社区

顺义区南法信镇华英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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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新苑社区

顺义区双丰街道花溪渡社区

顺义区北石槽镇下西市村

大兴区

大兴区观音寺街道首座御园二里社区

大兴区林校路街道建兴社区

大兴区林校路街道林校北里社区

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康盛园社区

大兴区采育镇育星苑社区

大兴区榆垡镇空港新苑三里社区

大兴区榆垡镇空港新苑六里社区

昌平区

昌平区城南街道拓然家苑社区

昌平区城南街道昌盛园社区

昌平区南口镇南口村社区

昌平区城北街道八街社区

昌平区史各庄街道昌艺园社区

平谷区

平谷区夏各庄镇仁义园社区

平谷区夏各庄镇张各庄村

平谷区大华山镇大华山社区

平谷区刘家店镇万庄子村

密云区

密云区鼓楼街道北源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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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区鼓楼街道阳光社区

密云区鼓楼街道车站路社区

密云区鼓楼街道宾阳北里社区

密云区果园街道绿地社区

延庆区

延庆区儒林街道胜芳园社区

延庆区儒林街道温泉馨苑社区

延庆区香水园街道川北东社区

延庆区百泉街道国润家园社区

延庆区井庄镇窑湾村

五、首都最美志愿服务家庭（100 个）

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

西城区广外街道南手帕口社区“洪燕志愿家庭”

国务院国资委

昌平区沙河镇保利罗兰社区“车金家庭”

市委政法委

通州区杨庄街道京贸南区社区“焦洁志愿家庭”

怀柔区龙山街道龙祥社区“杨菲菲家庭”

市直机关工委

西城区广内街道槐柏树街南里社区“谢佳滢家庭”

市交通委

大兴区清源街道康馨园社区“陈萌刘然志愿家庭”

大兴区采育镇前甫村“樊路彬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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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化和旅游局

朝阳区潘家园街道松榆东里社区“高尚家庭”

丰台区大红门街道西马场南里社区“李天宇李连荣家庭”

丰台区看丹桥街道看丹社区“穆宏雁家庭”

市国资委

丰台区卢沟桥街道张仪村路 125 号院“郭森家庭”

房山区长阳镇西悦居社区“王锐家庭”

大兴区亦庄镇鹿华苑一里社区“何定萍与胡秀文家庭”

市文物局

海淀区万寿路街道复兴路 22 号社区“耿一林、贾红家庭”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大兴区瀛海镇瀛海家园一里社区“刘超家庭”

团市委

朝阳区望京街道方舟苑社区“程晨志愿家庭”

昌平区城南街道绿海家园社区“白春蕊志愿家庭”

石景山区金顶街街道模式口西里社区“苗乐志愿家庭”

市妇联

西城区德胜街道新风中直社区“田红家庭”

丰台区新村街道育芳园社区“崔桂发家庭”

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八大处社区“李中香家庭”

房山区迎风街道迎风五里社区“周宏家庭”

怀柔区泉河街道杨家园社区“马淑云”

怀柔区龙山街道南华园一区社区“彭秀兰家庭”

延庆区沈家营镇兴安堡村“沈国华志愿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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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残联

房山区星城街道第七社区“周旭志愿家庭”

市红十字会

密云区鼓楼街道花园东社区“邹卫国家庭”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顺义区光明街道金汉绿港社区“潘刚家庭”

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朝阳区香河园街道香河园社区“陆也家庭”

顺义区光明街道裕龙花园四区社区“石雪峰家庭”

石景山区八宝山街道玉泉西里中社区“郑欣、郭素杰家庭”

东城区

东城区交道口街道鼓楼苑社区“韩国平家庭”

东城区崇外街道崇西社区“回阿春家庭”

东城区龙潭街道夕照寺社区“李磊家庭”

东城区崇外街道新世界家园社区“汪和英家庭”

东城区北新桥街道门楼社区“王金玲志愿家庭”

东城区天坛街道泰元社区“张培建纪玉花家庭”

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张英洁家庭”

东城区延静里中街八里庄社区“赵强家庭”

西城区

西城区天桥街道天桥社区“商墨涵家庭”

海淀区万寿路街道翠微中里社区“王昕怡家庭”

丰台区大红门街道西马场南里社区“陆言舞家庭”

大兴区西红门镇绿林苑社区“李昕桐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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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区

朝阳区香河园街道光熙门北里南社区“林志民家庭”

朝阳区左家庄街道左南里社区“孟繁棣家庭”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红庙社区“王秋香家庭”

朝阳区双井街道大望社区“吴秀荣家庭”

朝阳区十八里店地区西直河村“杨刚家庭”

朝阳区团结湖街道中路南社区“杨联安家庭”

朝阳区大屯街道金泉家园社区“郝凤仙家庭”

海淀区

海淀区北太平庄街道红联北村社区“李玉亭、芦金丽家庭”

海淀区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科春社区“彭扬展、唐爱珠家庭”

海淀区学府树家园第一社区“杨振兴、徐铁文家庭”

海淀区羊坊店街道羊坊店社区“欲晓家庭”

丰台区

丰台区右安门街道玉林东里二区社区“崔艳华家庭”

丰台区右安门街道开阳里第三社区“胡国生家庭”

丰台区青塔街道郑常庄村西府颐园小区“刘梓瞳家庭”

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太西里社区“马文惠家庭”

丰台区王佐镇翡翠山社区“吕长洲蔡汶芸家庭”

石景山区

石景山区古城街道老古城西社区“安凤云家庭”

石景山区鲁谷街道久筑社区“包玉清吕秋华家庭”

石景山区鲁谷街道七星园北社区“范辉家庭”

石景山区八角街道杨北社区“范玉明、李树岭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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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景山区古城街道古城路社区“马宇、陈贵学家庭”

石景山区古城街道老古城东社区“袁富花家庭”

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永定镇梧桐苑社区“高晓颖家庭”

门头沟区王平镇惠和新苑社区“金少杰家庭”

门头沟区大峪街道德露苑社区“孙云鹏家庭”

门头沟区东辛房街道石门营五区“于清泉家庭”

门头沟区军庄镇灰峪村“张桂云家庭”

门头沟区大峪街道增东社区“张文明家庭”

房山区

房山区星城街道第二社区“董淑琴志愿家庭”

房山区东风街道南里社区“刘秀英志愿家庭”

房山区窦店镇汇景嘉园社区“马斌志愿家庭”

房山区拱辰街道二街社区“王军志愿家庭”

房山区良乡西潞街道海逸半岛社区“刘红凯志愿家庭”

通州区

通州区北苑街道西关社区“安梓溢家庭”

通州区通运街道荔景园社区“齐亚如家庭”

通州区马驹桥镇西后街村“王子妍家庭”

通州区中仓街道悟仙观社区“张淑玲家庭”

顺义区

顺义区大孙各庄镇前岭上村“陈亚平家庭”

顺义区石园街道五里仓第一社区“王文林家庭”

大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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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区采育镇东庄村“高巧家庭”

大兴区天宫院街道兴宇西里社区“潘磊家庭”

大兴区魏善庄镇前苑上村“吴英兰家庭”

大兴区青云店镇高庄村“张京京家庭”

昌平区

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社区“丁雪家庭”

昌平区城北街道史家坑社区“姜蕴轩家庭”

昌平区天通苑南街道天通东苑第一社区“王轮家庭”

昌平区城北街道灰厂路社区“于秀丽家庭”

平谷区

平谷区兴谷街道腾龙社区“刘振红志愿家庭”

平谷区夏各庄镇魏太务村“张丽萍、刘夏家庭”

怀柔区

怀柔区龙山街道龙湖新村社区“毛仲林家庭”

密云区

密云区鼓楼街道车站路社区“曹赛家庭”

密云区果园街道澜悦社区“张玉文家庭”

密云区鼓楼街道世纪家园社区“师云家庭”

延庆区

延庆区百泉街道颖泽州社区“郭卉志愿服务家庭”

延庆区儒林街道康安社区“姬淑红志愿服务家庭”

延庆区八达岭镇东沟村“李凤琴志愿家庭”

延庆区井庄镇井家庄村“黄晓旭志愿服务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