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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推荐 2019 年度河南省文明村镇、

文明单位、文明校园的公示

根据河南省文明办《关于做好 2019 年度河南省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推荐评选工作的通知》（豫文明

办〔2019〕31 号）精神，按照自愿申报、择优推荐、实地测评、

征求意见、考试问卷等评选程序，现已完成我市 2019 年度河南

省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考评工作。为更好地接受社会

各界的监督，现将拟推荐名单予以公示。

从公示之日起 7 日内，任何单位或个人认为以上拟推荐单位

有不具备评选条件的，以书面形式向市文明办反映举报。来函请

寄：安阳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创建科，电话：2550206。来电、

来函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应署真实姓名和单位，以

便核实。

安阳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1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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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南省文明村镇拟推荐名单

文峰区宝莲寺镇西郭村

北关区柏庄镇后万金村

殷都区都里镇、殷都区曲沟镇、殷都区磊口乡、殷都区伦掌

镇、殷都区伦掌镇谷驼村、殷都区西郊乡小屯村

龙安区龙泉镇、龙安区东风乡、龙安区东风乡娘娘庙村

林州市五龙镇、林州市茶店镇、林州市陵阳镇、林州市采桑

镇、林州市姚村镇史家河村、林州市黄华镇庙荒村

安阳县白璧镇、安阳县白璧镇东北务村、安阳县崔家桥镇双

塔村

滑县城关镇、滑县道口镇、滑县留固镇、滑县牛屯镇、滑县

牛屯镇王村、滑县白道口镇石佛村

内黄县井店镇、内黄县张龙乡、内黄县张龙乡西沈村、内黄

县六村乡郭桑村

汤阴县城关镇、汤阴县白营镇、汤阴县伏道镇、汤阴县韩庄

镇北张贾村

二、河南省文明单位拟推荐名单

安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安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安阳市监察委员会

中共安阳市委组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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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财政局

安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阳市城市管理局（安阳市城市综合执法局）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文字博物馆

国家统计局安阳调查队

林州市审计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县税务局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滑县供电公司

内黄县人民检察院

内黄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汤阴县税务局

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检察院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龙安区税务局

中共安阳市委党校

汤阴县气象局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滑县支行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内黄县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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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人民警察训练学校

安阳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

安阳市人民公园

安阳市国家安全局

安阳市实验幼儿园

中国共产党安阳市龙安区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分行

国家税务总局滑县税务局

安阳市妇女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文峰区税务局

林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

内黄县司法局

中共林州市委组织部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林州市分公司

安阳市监狱

安阳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林州市水利局

中共安阳市委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安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安阳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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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阴县房产事务中心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安阳市道路绿化管理站

安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中共滑县县委政法委员会

安阳市易园管理站

汤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安阳市统计局

中共安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阳海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阳市委员会办公室

安阳市科学技术局

林州市人民法院

安阳市地震局

林州市公路管理局

汤阴县人民检察院

安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安阳市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管理站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林州市支行

林州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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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县审计局

中共滑县县委办公室

安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阳市公安局监所管理支队

安阳县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北关区税务局

内黄县公安局

中共安阳市委老干部局

安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安阳市龙安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安阳市教育局

安阳县审计局

内黄县人民法院

内黄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安阳市河道管理处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内黄县公路管理局

汤阴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安阳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林州市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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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安阳市林州分公司

安阳市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

滑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滑县城市管理局

中共林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汤阴县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市殷都区税务局

滑县广播电视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安阳市三角湖公园

滑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安阳市游园管理站

中共林州市委政法委员会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安阳县供电公司

安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汤阴县人民法院

安阳市烟草公司内黄县分公司

安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林州市分公司

安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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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内黄县供电公司

中共内黄县委宣传部

安阳市万金渠管理处

安阳市交通运输局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检察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安阳市安阳县分公司

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汤阴县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内黄县财政局

安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中共滑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安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安阳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安阳市商务局

中共安阳县委组织部

河南省内黄监狱

中共滑县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安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安阳市汤阴分公司

汤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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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二附属幼儿园

安阳市司法局

安阳市扶贫开发办公室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汤阴县分公司

中共安阳市委办公室

中共林州市委宣传部

中共滑县县委组织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安阳市滑县分公司

安阳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安阳市幸福渠管理处

滑县自然资源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安阳分公司

安阳市市政污水管理处

内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中共内黄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安阳市南海泉域管理处

安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滑县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安阳市公路管理局

中共内黄县委办公室

滑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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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农业农村局

汤阴县环境保护局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汤阴县供电公司

内黄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滑县烟草专卖局

安阳市民政局

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法院

安阳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汤阴县公安局

林州市总工会

中共内黄县委组织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滑县委员会办公室

林州市人民医院

中国共产党安阳市龙安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安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中共安阳市文峰区委组织部

滑县公路管理局

中共安阳市委政法委员会

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共汤阴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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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安阳市烟草公司汤阴县分公司

安阳市北关区财政局

河南省安阳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安阳市彰武南海水库工程管理局

安阳市公安局

滑县教育局

河南安阳相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共产党安阳市龙安区委员会组织部

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安阳无线电管理局

安阳市房产管理局

安阳市应急管理局

内黄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安阳县人民检察院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内黄县分公司

滑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共汤阴县委宣传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汤阴县委员会办公室

内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林州市财政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安阳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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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检察院

滑县财政局

内黄县教育局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公司

汤阴县自然资源局

安阳市烟草公司安阳县分公司

滑县信访局

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林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安阳市结核病防治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安阳市内黄分公司

汤阴县教育局

安阳市洹水公园

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河南省烟草公司安阳市公司

林州市交通运输局

安阳市交通运输执法局

安阳市农机管理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河南省内黄县分公司

滑县民政局

中共安阳市委宣传部



- 13 -

中国共产党安阳市文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河南滑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阳水务集团公司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安阳市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

中共安阳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滑县县委宣传部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安阳县人民法院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法院

安阳市市政建设维护管理处

中共内黄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检察院

林州市开元街道办事处

中共汤阴县委办公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安阳县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

中共林州市委办公室

内黄县审计局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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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阳县委宣传部

汤阴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安阳市北关区委员会办公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安阳市龙安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汤阴县财政局

中国共产党安阳市龙安区委员会宣传部

安阳市龙安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安阳广播电视台

安阳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安阳市烟草公司林州市分公司

安阳市文峰区财政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阳市龙安区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安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安阳市信访局

安阳县跃进渠灌区管理局

安阳县水利局

内黄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滑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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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安阳市文峰区委办公室

安阳市文物局

安阳市文峰区紫薇大道街道办事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黄县支行

林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安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共汤阴县委组织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委员会办公室

安阳市肿瘤医院

中国共产党安阳市北关区委员会办公室

安阳市北关区审计局

安阳县自然资源局

安阳益和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市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经济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安阳市殷都区铁西路街道办事处文源社区

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大街街道办事处华强城社区

安阳市文峰区西大街街道办事处大寺前社区

安阳市北关区豆腐营街道办事处盘庚中社区

安阳市殷都区梅园庄街道办事处钢五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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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市红旗渠风景区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林州市太行大峡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安阳马氏庄园景区管理委员会

三、河南省文明校园拟推荐名单

安阳市第五中学

安阳市人民大道小学

滑县第一高级中学

安阳师范学院

安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安阳市第二中学

河南护理职业学院

安阳市曙光学校

安阳市幸福中学

安阳市第六十六中学

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

安阳市新世纪中学

内黄县第一中学

内黄县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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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银杏小学南校

安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阳市钢城小学

安阳市洹北中学

安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林州市第九中学

汤阴县第一中学

安阳市第二实验中学

滑县道口镇实验小学

安阳市第八中学

安阳市第六中学

安阳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安阳市职业教育中心）

安阳市龙安高级中学

安阳市第二十一中学

安阳市第七中学

安阳市实验中学

安阳市第三中学

安阳市第十一中学

安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安阳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