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2018 年度吉林省青年文明号集体

公示公告

2018年 11月 12日，经团省委党组会研究，拟授予长春

市第一看守所管教科等 500家集体为 2017-2018年度吉林省

青年文明号。现予公示，具体通告如下：

1.公示时间从 2018年 11月 14日起到 2018年 11月 20

日止，共 5个工作日。

2.在公示期限内，单位和个人均可来电，向团省委青年

发展部反映公示对象存在的问题。为便于核实、反馈有关情

况，请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工作单位。我们将严格遵

守工作纪律，履行保密义务。

3.反映问题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4.受理电话：0431—85876634。

附件：2017-2018年度吉林省青年文明号集体名单



附件

2017-2018年度吉林省青年文明号集体名单
（500家，排名不分先后）

公安

长春市第一看守所管教科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重庆路派出所

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普阳街派出所

长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一中队

吉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船营二中队

吉林市公安局龙潭分局土城子派出所

吉林市公安局昌邑分局新地号派出所

吉林市公安局高新分局高新派出所

双辽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

四平市公安局指挥中心

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区分局黄土坑派出所

四平市公安局铁西区分局仁兴派出所

辽源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辽源市公安局经开分局

辽源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辽源市公安局技侦支队

通化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通化市公安局二道江区分局五道江派出所

通化市公安局东昌区分局东昌派出所

白山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治安大队

乾安县公安局巡逻大队

松原市公安局情报信息中心

松原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科技科

白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图们市公安局月宫派出所

珲春市公安局新安派出所

汪清县公安局大川派出所

和龙市公安局巡警大队

吉林省公安厅长白山公安局治安支队

公主岭市公安局河北派出所

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靖宇分局巡逻一大队

住建

长春市一匡街跨伊通河桥工程项目经理部

吉林市松城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平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建设

项目经理部



中交第四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北京大街西地块历史文化街区

修缮工程项目经理部

交通

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长春管理分局莲花山收费站

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松原管理分局松原大路收费站

吉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通化管理分局新开岭收费站

吉林市口前至北大湖公路口前收费站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第三勘察设计分院

延边州交通运输管理处稽查支队

延边满河超限运输检测站

吉林省交通规划设计院第二勘察设计分院

吉高集团服务区管理分公司蛟河服务区

吉高集团服务区管理分公司王府服务区

吉林省高等级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丰满收费站

吉林省高等级公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磐石收费站

卫生

吉林省卫生统计信息中心

吉林省人民医院康复医学诊疗中心

吉林省人民医院特诊疗区

吉林省人民医院急诊医学中心

吉林省肿瘤医院放疗一科护理组



吉林省肿瘤医院胸外二科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病理科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收款室

吉林省前卫医院胸乳腺外科护理组

吉林省前卫医院妇产科护理团队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儿科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老年病科

吉林省职业病防治院尘肺病诊疗中心

吉林省职业病防治院检验科

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所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烧伤外科护理平台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一手术室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肾病内科

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放射线科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牙体牙髓科

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口腔种植科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整形外科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减重和代谢外科

海关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关综合业务科

长春海关驻机场办事处旅检一科



延吉海关所属古城里海关筹建组

通化海关通关科

吉林海关综合业务科

税务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

所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宽城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南关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九台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昌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船营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市龙潭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梨树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四平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

国家税务总局伊通满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龙山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稽查局综合选案股

国家税务总局集安市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通化市二道江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通化市税务局稽查局案件审理科

国家税务总局柳河县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白山市江源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家税务总局白山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白山市税务局办税服务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白城市税务局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大安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松原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纳税服务股征收二

组

国家税务总局长岭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安图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敦化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和龙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珲春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珲春边境经济合作区税务局人事教育股

国家税务总局龙井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图们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汪清县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延吉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办税服务股

国家税务总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税务局池西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稽查局检查一科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第二税务局办税服务中心

市场监管（质监）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业务部前台接待窗口

东北亚标准研究中心

吉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仪器收发大厅

市场监管（工商）

长春市工商局宽城分局企业注册科

长春市工商局双阳分局企业注册科

长春市工商局二道分局企业注册科

长春市工商局绿园分局企业注册科

长春市工商局南关分局新春工商所

长春市工商局朝阳分局重庆工商所

吉林市工商局船营分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吉林市工商局昌邑分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吉林市工商局龙潭分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桦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公室

舒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

东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



临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

白山市工商局浑江分局基层信息化监管工作组

松原市工商局注册分局

白城市工商局个体登记注册监督管理分局

白城市工商局企业规范管理分局

白城市工商局洮北分局企业规范管理所

镇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

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

延边州工商局行政审批办

延吉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企业规范管理分局

图们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

吉林省广告监测中心广告监测平台

长白山工商局池西分局

梅河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

公主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办

吉林省工商局 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平台

文化和旅游

白城市九洲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白城鹤翔饮服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世界雕塑公园信息部

长春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国贸大饭店



长春海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通信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高新营业厅班组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渠道班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前郭分公司瓦房营业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抚松分公司松江河营业班

中国联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长春市分公司人民

广场营业厅

中国联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吉林市分公司站前

营业室

中国联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吉林市分公司解放

大路营业室

中国联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通化市分公司营业

服务中心营业班

中国联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通化市分公司建设

家庭客户营销中心

中国联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松原市分公司豪杰

家客营销网格

中国联合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松原市分公司松江

大街营业厅

中国电信四平分公司公主岭迎宾路营业厅



中国电信松原分公司沿江西路社区店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大安分公司营业部

电力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春市双阳区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春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室（朝阳、

南关）营业三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供电公司营业及电费室（昌邑）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四平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业及电

费室抄表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四平供电公司检修公司变电运维室变

电运维二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辽源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配电运检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松原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变电二次运

检一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城供电公司洮南客户服务分中心营

业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城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配电运维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山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变电二次检

修室变电二次二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白山供电公司抚松县供电分公司配电



运维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通化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配电运检室

运维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通化供电公司集安客户服务中心营业

厅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延边供电公司珲春市供电服务中心配

电运检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状态检测室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物资公司物资调配中心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作业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规划评审中心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培训中心技术技能培训部输配电培训

室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信息通信运检中心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

邮政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同志街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人民广场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天津街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汪清县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平市万达广场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市广场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山市鸿翔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市长庆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扶余市支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长春市明德路投递部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松江东路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平市地直街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市北寿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市新华大街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市海明路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郭县巴特尔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市艺校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市宽城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松江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平市大庙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市西宁大街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河县振兴大街营业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白山市白山支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市瑞光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吉市兴安营业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山市西站营业所



南航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客舱部“金达莱”乘务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常青

藤”班组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飞机维修厂定检车间“强

动力”班组

银保监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保险运营部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财务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州分公司出单中心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白山市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团委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白山市公司客户服务

中心

吉林银行辽源金汇支行

吉林银行白城经开支行

吉林银行长春凯旋支行

吉林银行辽源南康支行

吉林银行长春红旗街支行

吉林银行四平九洲支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吉林监管局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监管



一处

兴业银行长春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白山支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分行营业室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市分行风险管理部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市分公司理赔中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延边州分公司出单中心

交通银行长春一汽支行核算科

交通银行延边百花支行

华夏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

消防

延边州消防支队安图县大队

长春市消防支队南湖大路中队

长春市消防支队净月中队

吉林市消防支队蛟河市大队

吉林市消防支队桦甸市中队

四平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延边州消防支队延吉市大队

长春市消防支队华光街中队

通化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白城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白山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辽源市消防支队龙山区中队

松原市消防支队前郭县大队

吉林市消防支队轻型车厂中队

四平市消防支队双辽市中队

白山市消防支队江源区中队

长白山消防支队池南大队

长春市消防支队长春大街中队

延边州消防支队敦化市大队

通化市消防支队集安市中队

吉林市消防支队江北大队

广电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白城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吉林广电新媒体有限公司

吉林电视台《全城热恋》栏目组

吉林电视台《守望都市》栏目组

通化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工作部

吉林市广播电视台公共频道工作部

延边广播电视台新媒体中心



松原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吉林电视·7频道《最 7天》栏目组

注会协会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吉林分所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吉林分所

长春

长春市大众物流装配有限责任公司 H平台项目组

长春东北输送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圆环车间 602D班组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检修公司变电检修中心变电二次运检

二班

大唐长春第三热电厂发电管理部集控三班

长春市南关区环境卫生设施管理处业务科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务金融部

长春市热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

大唐东北电力试验研究所有限公司锅炉室

长春燃气民用客服中心重庆服务部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四公司世荣路站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三公司乘务段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设

备研发部

长春房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业发展公司



德惠市佳吉联运运输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吉林省德惠市分公司同太支局

大唐长春第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燃运分场皮带班

长春水务集团客户服务中心

长春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富奥管理所

吉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六〇四队老牛沟组

采埃孚富奥底盘技术（长春）公司乘用车零部件分厂

东北工业集团大华公司创新青年团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五五研究所超精密加工技术研究室

艺凡艺术教育培训学校超凡公益梦想课堂

长房物业总公司青年文明服务队

国电吉林龙华长春热电一厂检修部热控分场辅控班

吉林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分公司团支部

吉林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吉林分公司

长春市火车站区域青年志愿服务团队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欧亚商都营业部

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政府机关第三幼儿园

吉林省民航机场集团公司地服公司行臻班组

长春万达广场商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长春中海地产有限公司



长春市公安局净月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新立城派出所

国家税务总局长春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综合业务科

长春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

吉林省珲春农商银行长春市朝阳支行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庆丰路支行

吉林

吉林石化公司有机合成厂乙烯车间裂解工段

吉林石化公司动力一厂汽机车间 3号机岗位

吉林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船营大队二中队

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分局越北派出所

吉林化纤股份公司长丝五车间络筒丁班

吉林化纤奇峰公司毛条车间拉断丙班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司吉林供电公司市场及大客户服务室市

场拓展班

丰满电厂维护部自动班

吉林航空维修有限责任公司飞机总装厂前装工段

国电吉林热电厂 10号汽轮机组

吉林市城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54线青年线

吉林省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吉林市治未病中心

吉林市中心医院基本外科三病区



吉林市人民医院普外科疗区

松花江水力发电有限公司吉林白山发电厂财务资产部

吉林欧亚商都综合体城市超市

吉林市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吉林农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吉林江机特种工业有限公司热压分厂兵工班

吉林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处

吉林市特种设备检验中心

吉林市经济广播电台

吉林银行解放大路支行营业室

吉林市昌邑区城市管理执法大队

高新区高新街道长江社区

吉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舒兰市公安消防大队

桦甸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中队

四平

时代广场创业投资发展（吉林省）有限公司

双辽市第一人民医院

四平市公安局巡警支队铁西大队五中队

四平市公共汽车公司一公司 129路

四平经济开发区消防大队

四平市铁东区市容环境卫生监察大队



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四平市委党校红色党性教育团队

伊通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伊通县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梨树支行

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双辽分局

辽源

辽源市 120急救指挥中心

辽源市就业服务局人力资源服务中心

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伊通分局第四巡逻大队（辽源大队）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分公司西宁大路旗舰店

国网东丰县供电公司调控中心配网抢修指挥班

辽源市中心医院呼吸消化内分泌科护理团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辽源分公司西宁大路营业厅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分行营业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辽源市分公司实体渠道营销中心

辽源市妇婴医院产科二疗区护理团队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挤压四轨道车班组

辽源市西安区消防大队

国家税务总局辽源市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综合业务股

东丰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业务经办大厅



长春欧亚集团辽源欧亚置业有限公司辽源欧亚购物中心

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医院

通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通化市建设路支行

通化广播电视台节目制作中心

上海红心美凯龙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通化分公司

通化市通化收费站

通化市公安局二道江区分局五道江派出所

通化市日盛就业服务有限公司

白山

吉林省公安消防总队白山支队长白大队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吉林有限公司长白分公司

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为爱而行”志愿服务队

白山市普通公路超限超载运输检测站板石检测站

露水河林业局志愿者服务队

靖宇县公安消防大队

靖宇县公安局反恐怖（巡特警）大队

临江市消防大队

国家税务总局临江市税务局青年志愿者服务队

临江市公安局特警大队

浑江区东兴街道东山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



抚松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抚松县人民医院党员志愿者义诊医疗队

松原

松原市规划展览馆

国家税务总局松原市宁江区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国网松原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监控班

松原市群众艺术馆

吉林油田公司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吉林省斯堡特体育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松原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康复医学科

松原市鼎润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松原市中心医院结核病科

国家税务总局乾安县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松原市蓝天志愿者协会

松原市心理咨询师协会

白城

国网白城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营业班

通榆县树满街道育才社区居民委员会

洮之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白城市社会福利院

吉林银行白城分行营业部



白城洮北惠民村镇银行营业部

白城永固连杆总成有限责任公司

白城市公安局洮北分局海明派出所

延边

延吉市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厅

长春燃气（延吉）有限公司朝阳川加气站

延吉市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

延吉市交通运输管理所稽查大队

延边第二人民医院体检科

延边州社会医疗保险管理局

延吉市社会救助事业中心

延边州直机关事务管理局保卫处

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延吉分局四中队

龙井市社会救助事业中心

大唐珲春发电厂发电管理部

珲春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珲春朝鲜族艺术团

珲春市民政局社会救助中心

安图县政府办公室文电（文书）科

图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图们市旅游局行业指导科



图们市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长白山

长白山车辆管理所

国家税务总局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税务局池北税务分局

长白山广播电视台

长白山开发建设集团长网公司

公主岭

吉林省公主岭监狱看守大队

公主岭市广播中心

梅河口

梅河口市人民法院山城人民法庭

梅河口市交警大队女子特勤中队

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信息中心

梅河口市第一实验小学

省直机关

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长春收费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人兽共患病研究课题组

吉林省科技馆

长春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卫生监督科

长春光机所光学中心先进光学与结构材料研究室

吉林九台农商银行长春分行营业部



吉林农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伊通满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长春发展农商银行乐山支行

吉林省九台戒毒康复所

吉林省延吉监狱二监区

吉林省九台强制隔离戒毒所强戒二大队

吉林省女子监狱三监区

吉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儿童康复部

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12315”消费者申诉投诉举报平台

吉林银行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

吉林银行长春康平街支行

吉林银行吉林汇通支行

吉林省气象台短期预报科

中建钢构四平百货大楼改扩建工程项目经理部

中建钢构长春龙嘉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T2航站楼项目经理

部

吉林长发旅游运营有限公司

吉林省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文化产业事业部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税收宣传中心

12366）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体检中心



国资委

吉林森工集团露水河林业局

吉林森工集团财务公司团支部

中水东北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机电设计处电气一室

吉林银行延边分行营业部

吉林银行四平铁东支行

国电信四平分公司道东六马路营业厅

中国电信松原分公司源江路手机卖场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白城分公司洮安东路营业厅

中国电信白城市通榆县分公司

中国电信遵义东路营业厅

吉煤集团板石煤矿机加车间

一汽集团

一汽研发总院试制所数控班组

一汽解放公司卡车厂焊装组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轿车一厂总装一车间奥迪一区域二段乙

班次

一汽铸造有限公司特种铸造厂壳型一车间

一汽铸造一厂技术质保小先锋团队

一汽模具公司小物团队

一汽奔腾事业本部制造物流部涂装一车间维修工段



一汽奔腾事业本部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前内饰一组

中国石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民丰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亚泰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春城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南湖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销售分公司环城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吉林市销售分公司中心加

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四平销售分公司范家屯西加

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四平销售分公司双河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辽源销售分公司向阳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辽源销售分公司学苑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通化销售分公司团结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通化销售分公司莲花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白山销售分公司华山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白城销售分公司北郊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白城销售分公司白城油库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白城销售分公司青山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松原销售分公司镜湖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松原销售分公司富松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松原销售分公司兴安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松原销售分公司前郭加油站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延边销售分公司园丁加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