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2020 年度全国血站系统

表现突出采血班组名单

北京市（10 个）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北京站采血班组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雍和宫采血班组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东直门交通枢纽采血班组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昌平南环路建行采血班组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首都成分献血移动单采班组

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体采科第 3 采血班组

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体采科第 6 采血班组

北京市通州区中心血站成分血采集班组

北京市密云区中心血站成分血采集班组

北京市延庆区中心血站八达岭长城采血班组

天津市（10 个）

天津市血液中心新冠康复者血浆采血组

天津市血液中心单采血小板应急保障采血组

天津市血液中心攻坚克难班组（采血五组）

天津市血液中心天津站献血车班组

天津市血液中心天津站献血屋班组



天津市血液中心大学团体班组

天津市血液中心守岗争先班组（采血十二组）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采血一组

天津市蓟州区中心血站外采一组

天津市宁河区中心血库采血三组

河北省（10 个）

河北省血液中心血液保障部采血四队

承德市中心血站机采科

张家口市中心血站宇一车组

唐山市中心血站唐山市远洋城流动采血车

廊坊市中心血站外采二组

保定市中心血站血液保障部采血八组

沧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一科一号采血车组

衡水市中心血站采血一组

邢台市中心血站体采科三号车

邯郸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采血七组

山西省（9 个）

太原市血液中心机采服务科

大同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部 9 号车

忻州市中心血站流动采血车采血组

晋中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长治市中心血站外采组



晋城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一科

临汾市中心血站单采组

运城市中心血站机采科

阳泉市中心血站流动采血车组

内蒙古自治区（10 个）

包头市中心血站外采一组

呼伦贝尔市中心血站外采组

兴安盟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通辽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外采组

赤峰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一科

锡林郭勒盟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乌兰察布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机采组

鄂尔多斯市中心血站体采招募科采血班组

巴彦淖尔市中心血站影剧院广场采血班组

阿拉善盟中心血站采血班组

辽宁省（10 个）

辽宁省血液中心（沈阳中心血站）太原街献血屋

大连市血液中心机采科

鞍山市中心血站外采招募科

抚顺市中心血站抚顺爱心献血屋采血组

丹东市中心血站外采组

锦州市中心血站采血科机采组



辽阳市中心血站采血科第一采血组

铁岭市中心血站采血服务科

朝阳市中心血站建平采血组

葫芦岛市中心血站外采 1 组

吉林省（10 个）

长春市中心血站九台献血屋

吉林市红十字中心血站外采科采血一组

四平市中心血站采血四组

辽源市中心血站献血招募科外采组

通化市红十字会中心血站外采二组

白山市中心血站体采科采血第三班组

白城市中心血站一号采血车班组

延边州红十字中心站敦化分站外采组

松原市红十字会中心血站体采科大采血车组

梅河口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采血班组

黑龙江省（10 个）

哈尔滨市血液中心成分采血科

大庆市中心血站机采室

鸡西市中心血站外采科

佳木斯市中心血站大润发献血组

鹤岗市中心血站外采科

齐齐哈尔市中心血站外采组



双鸭江市中心血站外采组

牡丹江市中心血站外采一科

七台河市中心血站外采二组

大兴安岭中心血站采血一组

上海市（10 个）

上海市血液中心七宝老街采血班组

上海市血液中心宝山采血班组

上海市血液中心南西采血班组

上海市嘉定区血站博乐广场流动车采血组

上海市浦东新区血站塘桥爱心献血屋

上海市奉贤区血站采集制备科

上海市松江区血站单采室

上海市金山区血站街头流动采血组

上海市青浦区血站下乡小分队采血组

上海市崇明区血站南京路步行街流动采血班组

江苏省（10 个）

江苏省血液中心体采科南片采血组

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体检采血科集体组

无锡市中心血站街头采血班组

徐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机采组

常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单采组

苏州市中心血站体采科采血组



南通市中心血站体采组

盐城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部团体成分采血组

扬州市中心血站仪征采血班组

镇江市中心血站体采成分科外采组

浙江省（10 个）

浙江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一科运河献血屋采血班组

宁波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一科采血班组

嘉兴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二科采血班组

温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二科采血班组

丽水市中心血站献血科采血班组

金华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机采班组

舟山市中心血站体采科机采班组

湖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班组

衢州市中心血站外采组

绍兴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安徽省（10 个）

安徽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科全血组

滁州市中心血站白云采血班组

六安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无偿献血服务科采血班组

阜阳市中心血站流动采血车 1 班组

宿州市中心血站体采一科流动采血组

淮北市中心血站流动采血班组



池州市红十字中心血站体采科采血班组

安庆红十字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亳州市中心血站魏武广场机采组

芜湖市中心血站机采组

福建省（10 个）

福建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一科外采二组

福建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一科外采四组

厦门市中心血站站内采血组

泉州市中心血站机采室

漳州市中心血站机采组

宁德市中心血站采血班组

南平市中心血站血源科外采队

三明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机采组

龙岩市中心血站流动车采血班组

莆田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江西省（10 个）

江西省血液中心体检采血科单采组

江西省血液中心体检采血科外采队

南昌市中心血站秋水采血组

九江市中心血站机采科

九江市中心血站外采二科

萍乡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外采组



新余市中心血站流动采血班组

鹰潭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赣州市中心血站机采科

上饶市中心血站姚小军流动采血车组

山东省（10 个）

山东省血液中心团体献血招募组

济南市血液供保中心最美献血点泉城广场采血班组

青岛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聚血融情”机采采血组

淄博市中心血站中心医院献血站

烟台市中心血站龙口采血班组

潍坊市中心血站昌邑采血班组

济宁市中心血站 3 号采血车

临沂市中心血站采血三部

德州市中心血站第三采血班组

菏泽市中心血站体采一科

河南省（10 个）

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采血一科采血一组

开封市中心血站第四流动采血车

洛阳市中心血站流动采血班组

安阳市中心血站体采科外采组

濮阳市中心血站何艳彩采血班组

漯河市中心血站外采采血班组



三门峡市中心血站爱心之家号

南阳市中心血站邓州采血屋

商丘市中心血站永城采血屋采血组

济源市中心血站体采科外采二组

湖北省（10 个）

武汉血液中心中山公园献血屋采血组

宜昌市中心血站万达献血屋

黄石市中心血站血液成分采集组

十堰市中心血站五堰采血班组

荆州市中心血站招募采血科团体采血组

荆门市中心血站中商采血组

恩施州中心血站体采科采血三组

黄冈市中心血站流动采血车鄂 J06377 车组

孝感市中心血站机采组

随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组

湖南省（10 个）

长沙血液中心献血服务一科血源组

衡阳市中心血站祁东分站采血组

株洲市中心血站血源体采室

邵阳市中心血站血源体采科三号采血车组

岳阳市中心血站汨罗机采组

常德市中心血站献血招募办一号采血车



益阳市中心血站机采科

郴州市中心血站采血科团体组

怀化市中心血站体检采血科外采组

娄底市中心血站采血一科

广东省（10 个）

广州血液中心体检采血部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血站本部采血组

汕头市中心血站外出采血车班组

韶关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体采一组

茂名市中心血站采血一科

惠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外采组

湛江市中心血站万达采血点

佛山市中心血站采血一组

东莞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外采组

揭阳市中心血站体采科采血班组

广西壮族自治区（10 个）

南宁中心血站采血科班组

玉林市中心血站外采组

广西壮族自治区血液中心采血一科第二采血组

桂林市中心血站采血服务科外采二组

百色市中心血站红城百色采血班组

梧州市中心血站外采科



贵港市中心血站平南广场采血组

河池市中心血站金城江献血屋采血班组

北海市中心血站北部湾广场采血组

贺州市中心血站灵峰广场献血屋采血组

海南省（6 个）

海南省血液中心体采科团体单位采血组

海南省血液中心海口明珠广场献血屋采血组

海南省血液中心机采科采血组

海南省血液中心三亚分中心采血组

海南省血液中心琼海分中心采血组

海南省血液中心儋州分中心采血组

重庆市（10 个）

重庆市血液中心献血服务二科机采一组

重庆市血液中心南坪商圈献血点班组

重庆市血液中心永川分中心华茂献血点班组

重庆市涪陵区中心血站“村村通外采班组”

重庆市奉节中心血站采血一组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中心血库外出采血小分队

重庆市南川中心血站外采班组

重庆市黔江中心血站采血组

重庆市万州中心血站开州采血班组

重庆市綦江中心血库体采科流动采血组



四川省（10 个）

成都市血液中心简阳市爱心献血服务站采血组

成都市血液中心外采五组

乐山市中心血站体采科外采一组

泸州市中心血站外采二组

绵阳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外采组

攀枝花市中心血站体采科外采三组

资阳市中心血站安岳采血组

雅安市中心血站采血一组

广元市中心血站外采三组

自贡市中心血站东方广场献血屋采血组

贵州省（10 个）

贵州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一科外采组

贵州省血液中心献血服务二科机采组

遵义市中心血站外采组

六盘水市中心血站采血班组

安顺市中心血站采血组

毕节市中心血站体检采血科班组

铜仁市中心血站体采科采血班组

黔东南州中心血站站内机采组

黔南州中心血站外采一组

黔西南州中心血站体采组



云南省（10 个）

云南昆明血液中心机采班组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心血站单采宣传招募采血组

西双版纳州中心血站流动采血组

保山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二科采血班组

大理州中心血站献血办单采组

临沧市中心血站流动采血组四组

普洱市中心血站体检采血科二组

曲靖市中心血站爱馨献血班组

文山州中心血站东风路步行街献血房车班组

昭通市中心血站无偿献血宣传队

西藏自治区（7 个）

西藏自治区血液中心机采室

西藏自治区血液中心献血科

日喀则市中心血站流动车采血班组

山南市中心血站采血组

林芝市中心血站体采班组

那曲市中心血站采供血科

阿里地区中心血站体采科

陕西省（10 个）

西安市中心血站采血二科第二采血小组

咸阳市中心血站机采室（组）



渭南市中心血站机采科（组）

宝鸡市中心血站体检采血科机采小组

安康市中心血站采血六组

汉中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第三采血小组

商洛市中心血站体采科采血一组

铜川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队采血三组

延安市中心血站献血办采血一组

榆林市中心血站外采二组

甘肃省（10 个）

甘肃省红十字血液中心机采科西站采血组

白银市红十字中心血站体采科

金昌市中心血站血源室

酒泉市中心血站肃州采血组

陇南市中心血站采血一组

平凉市中心血站爱心号采血组

庆阳市中心血站二号采血车组

嘉峪关市中心血站体采车组

武威市中心血站体检机采科

天水市中心血站外采二组

青海省（10 个）

青海省血液中心体采科外采一队

青海省血液中心体采科机采组



海南州中心血站采血科

果洛州中心血站采血科

海西州中心血站体采科

格尔木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玉树州中心血站采血科

黄南州中心血站移动公司广场采血组

海东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海北州中心血站采供科

宁夏回族自治区（8 个）

宁夏回族自治区血液中心流动献血车班组

宁夏回族自治区血液中心西夏区献血屋班组

石嘴山市中心血站外采班组

石嘴山市中心血站单采血小板班组

吴忠市中心血站市区献血屋采血班组

中卫市中宁县爱心献血屋班组

中卫市沙坡头区爱心献血屋班组

固原市爱心献血屋采血班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 个）

乌鲁木齐市血液中心友好爱心献血屋采血班组

阿克苏地区中心血站采血三组

昌吉州红十字会中心血站体采科班组

巴州中心血站体采成分制备科广场采血组



哈密市中心血站体采科外采组

伊犁州中心血站血源科班组

克拉玛依市中心血站体采科班组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心血站站内采血组

第一师阿拉尔血站献血服务科

第八师石河子市中心血站献血服务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