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11月21日 星期六5
ECONOMIC DAILY

要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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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名单

（133个）

省会城市：云南省昆明市、甘肃省兰州市

直辖市城区：上海市闵行区、天津市西青区、天津市北辰区、上海

市崇明区、天津市滨海新区、重庆市合川区、上海市松江区、上海市金

山区、上海市青浦区、重庆市沙坪坝区、重庆市涪陵区、北京市延庆区

地级市：湖北省十堰市、江苏省盐城市、浙江省金华市、浙江省衢

州市、山东省济宁市、陕西省延安市、江苏省淮安市、山东省泰安市、浙

江省舟山市、四川省德阳市、广东省肇庆市、江苏省连云港市、安徽省

滁州市、河南省焦作市、江西省萍乡市、云南省普洱市、湖北省鄂州市、

河南省漯河市、河北省廊坊市、河南省南阳市、湖北省荆门市、吉林省

吉林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自贡市、四川省眉山市、安徽

省黄山市、湖南省郴州市、山西省晋城市、云南省曲靖市、河南省信阳

市、安徽省宿州市、陕西省铜川市、四川省宜宾市、贵州省六盘水市、河

南省商丘市、湖南省娄底市、福建省宁德市、江西省景德镇市、山西省

忻州市、安徽省阜阳市

县级市和县：浙江省德清县、安徽省金寨县、吉林省延吉市、山东

省曲阜市、河南省林州市、江苏省邳州市、江苏省启东市、河北省大厂

回族自治县、浙江省慈溪市、江苏省海安市、浙江省嘉善县、江苏省昆

山市、安徽省广德市、浙江省海盐县、浙江省平湖市、浙江省安吉县、江

西省宜丰县、湖北省枝江市、河南省新安县、安徽省宁国市、山东省新

泰市、湖南省宁乡市、山西省静乐县、湖北省竹山县、四川省都江堰市、

安徽省歙县、四川省米易县、江苏省句容市、浙江省临海市、浙江省建

德市、陕西省彬州市、河南省平舆县、广东省德庆县、福建省上杭县、贵

州省凯里市、山西省古县、江西省玉山县、江苏省太仓市、江苏省如东

县、四川省阆中市、浙江省义乌市、陕西省吴起县、浙江省嵊州市、吉林

省通化县、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河北省文安县、河南省柘城县、江苏

省靖江市、贵州省仁怀市、山东省肥城市、山东省青州市、湖北省丹江

口市、山东省昌邑市、重庆市巫溪县、云南省景洪市、黑龙江省桦南县、

福建省福清市、山西省长子县、广东省仁化县、山西省沁水县、河南省

汝州市、吉林省集安市、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河北省遵化市、山东

省诸城市、四川省江油市、云南省楚雄市、河南省兰考县、江西省芦溪

县、江西省大余县、江苏省高邮市、湖南省湘潭县、广西壮族自治区北

流市、青海省玉树市、云南省澄江市、福建省德化县、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博乐市、安徽省桐城市、河南省新县

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名单
（1973个）

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延庆区张山营

镇、朝阳区高碑店乡高井村、朝阳区崔各庄乡费家村、海淀区四季青镇

玉泉村、丰台区卢沟桥乡岳各庄村、丰台区南苑乡果园村、门头沟区妙

峰山镇炭厂村、门头沟区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房山区城关街道东坟村、

房山区拱辰街道南广阳城村、房山区蒲洼乡东村、通州区潞城镇前疃

村、通州区漷县镇北堤寺村、顺义区高丽营镇一村、顺义区南彩镇河北

村、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昌平区城北街道西关村、大兴区礼贤镇龙头

村、大兴区榆垡镇求贤村、平谷区刘家店镇江米洞村、平谷区山东庄镇

桃棚村、平谷区大兴庄镇良庄子村、怀柔区桥梓镇北宅村、怀柔区杨宋

镇花园村、密云区冯家峪镇西白莲峪村、密云区巨各庄镇蔡家洼村、延

庆区刘斌堡乡姚官岭村、延庆区大庄科乡沙门村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城镇、西青区杨柳青镇、北辰区双口镇、滨海

新区中塘镇刘塘庄村、滨海新区古林街道工农村、滨海新区小王庄镇

西树深村、西青区张家窝镇西闫庄村、西青区精武镇付村、西青区西营

门街王顶堤村、津南区北闸口镇前进村、北辰区双街镇双街村、北辰区

青光镇青光村、武清区豆张庄镇南双庙村、武清区梅厂镇东陈庄村、武

清区大孟庄镇三间房村、武清区曹子里镇拾棉庄村、武清区汊沽港镇

二街村、武清区白古屯镇韩村、宝坻区方家庄镇小杜庄村、宝坻区霍各

庄镇东霍各庄村、宝坻区尔王庄镇冯家庄村、宝坻区周良街道田邢庄

村、宁河区七里海镇任凤庄村、静海区团泊镇团泊村、静海区静海镇小

高庄村、静海区台头镇北二堡村、静海区大邱庄镇万全街、蓟州区马伸

桥镇西葛岑村、蓟州区礼明庄镇周各庄村、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隆福

寺村、蓟州区侯家营镇老宋庄村、蓟州区出头岭镇夏立庄村

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平泉市卧龙镇、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海滨

镇、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镇、廊坊市安次区杨税务乡、高阳县邢家南

镇、肃宁县尚村镇、阜城县阜城镇、邢台市南和区贾宋镇、涉县更乐镇、

临漳县章里集镇、石家庄市藁城区岗上镇杜村、晋州市桃园镇张家庄

村、平山县平山镇孟堡村、石家庄市鹿泉区获鹿镇下聂庄村、井陉县上

安镇白王庄村、新乐市马头铺镇南双晶村、灵寿县塔上镇东金山村、赞

皇县土门乡寺峪村、赵县北王里镇西正村、无极县无极镇东中铺村、元

氏县南因镇东杜村、高邑县富村镇仓房村、兴隆县安子岭乡诗上庄村、

宽城满族自治县桲罗台镇新甸子村、承德县八家乡桲椤台村、丰宁满

族自治县黄旗镇城根营村、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四道沟乡庙宫村、

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尚义县红土梁镇二道背村、赤城县样田乡双

山寨村、怀来县存瑞镇秦家沟村、涿鹿县温泉屯镇孟家窑村、秦皇岛市

海港区西港镇归提寨村、秦皇岛市北戴河区海滨镇陆庄村、青龙满族

自治县干沟乡北胡哈村、卢龙县蛤泊镇青龙河村、秦皇岛市抚宁区留

守营镇张各前村、唐山市古冶区卑家店镇刘庄村、唐山市丰润区常庄

镇门赵庄村、遵化市西留村乡朱山庄村、迁安市大五里乡山叶口村、乐

亭县庞各庄乡迎好村、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芦井庄生产队、唐山市

开平区越河镇郭坨村、迁西县滦阳镇铁门关村、滦州市滦城街道范庄

村、滦南县程庄镇西胡家坡村、唐山市路南区女织寨乡西越河村、三河

市泃阳镇东套村、大厂回族自治县陈府镇陈府村、霸州市信安镇仁义

街、大城县工业园区东阜村、香河县渠口镇小圈村、固安县牛驼镇郭翟

村、阜平县龙泉关镇骆驼湾村、保定市清苑区清苑镇大福村、保定市徐

水区崔庄镇商平庄村、蠡县蠡吾镇北高晃村、博野县博野镇沙沃村、易

县安格庄乡安格庄村、涞水县赵各庄镇福山口村、曲阳县孝墓镇孙家

庄村、唐县齐家佐乡西胜沟村、保定市清苑区北店乡中林水村、黄骅市

黄骅镇东常庄村、肃宁县付佐乡西泊庄村、河间市沙河桥镇周官庄村、

任丘市石门桥镇史村、沧县兴济镇宋官屯村、泊头市洼里王镇后八尺

高村、孟村回族自治县辛店镇卜寨村、武强县周窝镇周窝村、枣强县张

秀屯镇张秀屯村、衡水市桃城区赵家圈镇前铺村、饶阳县王同岳镇王

同岳村、衡水市桃城区何家庄乡何家庄村、武邑县赵桥镇刘辛庄村、邢

台市南和区贾宋镇北师村、威县方家营镇孙家寨村、内丘县侯家庄乡

岗底村、沙河市桥东街道西杜村、邢台市任泽区西固城乡赵村、邢台市

信都区路罗镇英谈村、宁晋县北河庄镇东沙良村、邢台市经济开发区

沙河城镇北张庄村、南宫市西丁街道东乞家庄村、隆尧县牛家桥乡梅

庄村、巨鹿县堤村乡金玉庄村、邱县新马头镇新鲜庄村、馆陶县馆陶镇

李沿村、广平县南阳堡镇西胡堡村、成安县道东堡乡曲村、邯郸市丛台

区南吕固乡四留固村、邯郸市邯山区北张庄镇北羊井村、邯郸市永年

区广府镇东街村、邯郸市肥乡区天台山镇天台山村、大名县大名镇岳

庄村、武安市磁山镇磁山二街村、临漳县邺城镇回漳村、邯郸市峰峰矿

区和村镇姚庄村、安新县安新镇西里街村、容城县容城镇白塔村、定州

市明月店镇三十里铺村、辛集市南智邱镇东陈家庄村

山西省：大同市新荣区西村乡、怀仁市金沙滩镇、岢岚县王家岔

乡、寿阳县宗艾镇、汾阳市杏花村镇、襄垣县下良镇、阳城县固隆乡、曲

沃县乐昌镇、太原市迎泽区郝庄镇董家庄村、太原市万柏林区白家庄

街道九院村、太原市万柏林区西铭街道小西铭村、太原市晋源区晋祠

镇东院村、古交市常安乡南头村、大同市云州区倍加造镇营坊沟村、灵

丘县红石塄乡下车河村、浑源县永安镇神溪村、朔州市朔城区张蔡庄

乡峙庄村、怀仁市云中镇西小寨村、怀仁市何家堡乡芦子沟村、右玉县

杨千河乡金牛庄村、忻州市忻府区秦城乡顿村、岢岚县宋家沟乡宋家

沟村、平定县冠山镇城里街村、平定县张庄镇宁艾村、盂县孙家庄镇王

炭咀村、阳泉市郊区河底镇固庄村、阳泉市郊区李家庄乡汉河沟村、祁

县城赵镇修善村、晋中市太谷区小白乡白燕村、介休市宋古乡三道河

村、寿阳县宗艾镇下洲村、和顺县松烟镇许村、交城县天宁镇梁家庄

村、文水县南安镇杨乐堡村、汾阳市文峰街道南关村、汾阳市太和桥街

道北关村、吕梁市离石区交口街道乔家塔村、长治市上党区北呈乡北

张村、长治市上党区南宋乡永丰村、长治市屯留区上村镇王庄村、长子

县慈林镇五里庄村、壶关县石坡乡南平头坞村、平顺县龙溪镇龙镇村、

黎城县黎侯镇晋福村、襄垣县王桥镇洛江沟村、武乡县大有乡李峪村、

沁源县沁河镇麻巷村、沁源县聪子峪乡聪子峪村、长治市屯留区渔泽

镇岗上村、晋城市城区西上庄街道牛山村、晋城市城区北石店镇大车

渠村、泽州县高都镇三沟村、泽州县高都镇大泉河村、高平市米山镇侯

家庄村、高平市寺庄镇市望村、阳城县北留镇北留村、阳城县町店镇大

宁村、陵川县秦家庄乡秦家庄村、陵川县附城镇丈河村、沁水县嘉峰镇

长畛村、沁水县郑村镇湘峪村、沁水县土沃乡杏则村、侯马市新田乡东

庄村、霍州市退沙街道许村、曲沃县史村镇常安庄村、襄汾县古城镇关

村、古县北平镇贾寨村、乡宁县西坡镇韩咀村、吉县东城乡太和村、侯

马市凤城乡北王村、乡宁县枣岭乡桃子院村、襄汾县新城镇丁村、运城

市盐湖区龙居镇西张耿村、运城市盐湖区金井乡洗马村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双河镇、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翁牛特旗

乌敦套海镇、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榆林镇河南村、

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朱尔沟村、清水河县北堡乡老牛坡村、武川县耗赖

山乡耗赖山村、包头市青山区兴胜镇东达沟村、包头市九原区哈业胡同

镇哈业胡同村、包头市石拐区五当召镇缸房地村、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石宝镇红山子村、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扎兰屯市达斡尔民族乡满都

村、额尔古纳市上库力街道前进村、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宝山镇西

宝山村、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村、突泉县水泉镇合发村、科右中

旗巴彦呼舒镇西日道卜嘎查、通辽市科尔沁区丰田镇辽阳村、开鲁县东

风镇东方红村、科左中旗敖包苏木扎如德仓嘎查、科左后旗巴嘎塔拉苏

木乌日都巴嘎布拉格嘎查、奈曼旗白音他拉苏木伊和乌素嘎查、巴林左

旗林东镇后兴隆地村、林西县十二吐乡西山根村、喀喇沁旗河南街道马

鞍山村、赤峰市红山区红庙子镇聂胡地村、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

恩和吉日嘎郎嘎查、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巴彦德力格尔嘎查、正蓝旗

桑根达来镇伊和塔拉嘎查、凉城县鸿茅镇井沟子村、兴和县城关镇二台

子村、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西后坊村、丰镇市巨宝庄镇巨宝庄村、达

拉特旗树林召镇林原村、准格尔旗十二连城乡兴胜店村、伊金霍洛旗伊

金霍洛镇布拉格嘎查、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干召庙镇民主村、乌拉特中旗

德岭山镇四义堂村、磴口县巴彦高勒镇城关村、乌海市海勃湾区千里山

镇新地村、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额肯呼都格嘎查

辽宁省：新民市兴隆堡镇、庄河市大营镇、海城市中小镇、本溪满

族自治县高官镇、东港市北井子镇、辽阳县小北河镇、盘山县陈家镇、

新民市新农村镇靠山屯村、康平县胜利街道孔家窝堡村、法库县大孤

家子镇半拉山子村、沈阳市辽中区潘家堡镇于家台村、沈阳市于洪区

平罗街道前辛台村、沈阳市苏家屯区白清姚千街道马耳山村、新民市

陶家屯镇蓝旗堡子村、大连市旅顺口区三涧堡街道袁家沟村、大连市

金普新区大魏家街道小莲泡村、大连市普兰店区杨树房街道战家村、

瓦房店市元台镇二陶村、瓦房店市李官镇西阳台村、庄河市仙人洞镇

李洞村、庄河市青堆镇大朱村、庄河市桂云花满族乡岭东村、岫岩满族

自治县石庙子镇丁字峪村、海城市马风镇祝家村、台安县西佛镇大红

旗村、鞍山市千山区东鞍山街道獐子窝村、抚顺县后安镇前安村、抚顺

县上马镇西古村、清原满族自治县夏家堡镇高家砬子村、新宾满族自

治县永陵镇下房子村、本溪满族自治县东营坊乡大阳村、桓仁满族自

治县八里甸子镇大南沟村、桓仁满族自治县五里甸子镇老黑山村、凤

城市宝山镇岔路村、宽甸满族自治县古楼子乡南荒沟村、丹东市元宝

区金山镇古城村、丹东市振安区五龙背镇孙家村、北镇市正安镇正二

村、北镇市常兴店镇壮镇村、凌海市温滴楼镇温滴楼村、营口市鲅鱼圈

区芦屯镇小望海村、盖州市东城街道巴岭村、大石桥市沟沿镇青天村、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建设镇德一村、彰武县章古台镇宏丰村、阜新市海

州区韩家店镇东瓦房村、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于寺镇官营子村、灯塔市

五星镇三尖泡村、辽阳县寒岭镇梨庇峪村、辽阳市弓长岭区汤河镇瓦

子沟村、辽阳市太子河区王家镇东台村、调兵山市兀术街街道兀术街

村、铁岭县平顶堡镇建设村、昌图县八面城镇丁家村、开原市松山镇半

拉山子村、凌源市乌兰白镇十二官营子村、建平县青峰山镇向阳山村、

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公营子镇东垤卜村、盘锦市大洼区田家街道

大堡子村、盘山县吴家镇孙家村、盘锦市双台子区双盛街道常家村、盘

锦市大洼区清水镇清河村、兴城市曹庄镇后湖村、葫芦岛市南票区虹

螺岘镇小寺村、葫芦岛市连山区新台门镇望宝山子村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太平镇、舒兰市小城镇、集安市清河镇、敦

化市雁鸣湖镇、松原市宁江区善友镇、安图县二道白河镇、长春市九台

区土们岭街道马鞍山村、长春市绿园区合心镇新农家村、长春市二道

区英俊镇胡家村、农安县合隆镇红星村、榆树市恩育乡新胜村、德惠市

布海镇升阳村、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湖镇长山村、长春

市双阳区鹿乡镇镇区村、公主岭市怀德镇三里堡子村、公主岭市环岭

街道火炬村、公主岭市范家屯镇马洼子村、永吉县口前镇务本村、磐石

市明城镇古城村、桦甸市桦郊乡友谊村、吉林市龙潭区缸窑镇歪石村、

吉林市丰满区江南乡永庆村、梨树县霍家店街道岫岩村、梨树县康平

街道八里庙村、伊通满族自治县伊通镇建国村、伊通满族自治县伊丹

镇六家村、双辽市卧虎镇东兴村、四平市铁东区石岭镇耿老村、东丰县

黄河镇中育村、东丰县东丰镇湾龙河村、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辽源市

龙山区寿山镇永治村、辽源市西安区灯塔镇高古村、辉南县庆阳镇玉

恒村、柳河县柳河镇里仁村、通化县西江镇太平村、通化市东昌区江东

乡横道子村、临江市四道沟镇坡口村、白山市江源区正岔街道立新村、

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八道沟镇葫芦套村、抚松县露水河镇长胜村、白山

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仙人洞村、扶余市弓棚子镇双胜村、长岭县集体乡

高家窝堡村、乾安县让字镇有字村、松原市宁江区伯都乡杨家村、前郭

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长山镇四克基村、洮南市洮府街道万福村、通榆

县团结乡幸福村、镇赉县嘎什根乡立新村、大安市红岗子乡南岗子村、

安图县两江镇白河村、敦化市雁鸣湖镇小山村、图们市月晴镇水口村、

图们市石岘镇河北村、汪清县汪清镇汪清村、梅河口市山城镇保兴村、

梅河口市一座营镇穆家店村

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穆棱市共和乡、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

铁力市工农乡、孙吴县西兴乡、望奎县火箭镇、庆安县同乐镇、尚志市

鱼池乡新兴村、五常市常堡乡中华村、宾县宾州镇友联村、宾县常安镇

营口村、延寿县延寿镇长发村、通河县通河镇桦树村、甘南县中兴乡保

安村、克山县向华乡向阳村、克东县润津乡和平村、拜泉县国富镇自治

村、齐齐哈尔市铁锋区扎龙镇查罕诺村、宁安市海浪镇盘岭村、海林市

横道河子镇七里地村、林口县刁翎镇五七村、东宁市三岔口朝鲜族镇

泡子沿村、东宁市老黑山镇上碱村、穆棱市马桥河镇西河村、宁安市东

京城镇于家村、富锦市上街基镇大屯村、桦南县明义乡永昌村、汤原县

汤原镇北靠山村、汤原县香兰镇永久村、桦川县四马架镇同乐村、佳木

斯市郊区沿江镇黑通村、桦南县柳毛河镇东华村、佳木斯市郊区望江

镇佳兴村、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他拉哈镇山湾村、肇源县头台镇仁

和堡村、密山市二人班乡安太村、虎林市宝东镇共乐村、鸡东县鸡东镇

明俊村、鸡西市鸡冠区红星乡红星村、鸡东县鸡东镇古山子村、集贤县

腰屯乡宏图村、宝清县宝清镇庄园村、嘉荫县常胜乡桦树林子村、勃利

县勃利镇全胜村、绥滨县绥滨镇振荣村、萝北县团结镇勤俭村、孙吴县

西兴乡永丰村、逊克县奇克镇高滩村、兰西县兰西镇永久村、庆安县庆

安镇保安村、望奎县火箭镇正兰三村、青冈县祯祥镇民意村、海伦市扎

音河乡朝阳村、呼玛县鸥浦乡三合村、呼玛县呼玛镇一村、漠河市北极

镇洛古河村

上海市：闵行区梅陇镇、青浦区徐泾镇、崇明区长兴镇、浦东新区

周浦镇界浜村、浦东新区张江镇环东中心村、浦东新区航头镇长达村、

浦东新区曹路镇迅建村、宝山区罗泾镇花红村、宝山区月浦镇月狮村、

宝山区顾村镇羌家村、闵行区马桥镇民主村、闵行区浦江镇革新村、闵

行区浦锦街道芦胜村、闵行区吴泾镇和平村、嘉定区嘉定新城（马陆

镇）北管村、嘉定区江桥镇华庄村、嘉定区安亭镇赵巷村、青浦区金泽

镇莲湖村、青浦区赵巷镇中步村、青浦区练塘镇大新村、金山区朱泾镇

待泾村、金山区枫泾镇新义村、金山区漕泾镇水库村、松江区泖港镇腰

泾村、松江区新浜镇胡家埭村、松江区车墩镇联建村、奉贤区青村镇吴

房村、奉贤区四团镇五四村、奉贤区柘林镇南胜村、崇明区竖新镇惠民

村、崇明区绿华镇华西村、崇明区庙镇合中村

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宜兴市丁蜀镇、常州市武进区湖塘

镇、昆山市淀山湖镇、张家港市南丰镇、南通市海门区余东镇、连云港市

赣榆区柘汪镇、淮安市淮阴区渔沟镇、阜宁县益林镇、高邮市卸甲镇、泰

州市大泗镇、南京市江宁区汤山街道龙尚村、南京市高淳区固城街道蒋

山村、南京市栖霞区龙潭街道马渡村、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石头寨村、

南京市浦口区汤泉街道瓦殿村、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龙虎营村、南京

市江宁区横溪街道官长村、江阴市周庄镇山泉村、江阴市夏港街道长江

村、江阴市长泾镇蒲市村、宜兴市湖 镇洑西村、宜兴市张渚镇五洞村、

无锡市锡山区锡北镇周家阁村、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阳山村、无锡市滨

湖区胡埭镇鸿翔村、无锡市新吴区鸿山街道大坊桥村、丰县赵庄镇金刘

寨村、沛县张寨镇陈油坊村、睢宁县姚集镇高党村、邳州市铁富镇姚庄

村、新沂市马陵山镇高原村、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北村村、徐州市贾汪

区大吴街道小吴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徐庄镇土楼村、徐州市贾汪区

紫庄镇岐山村、溧阳市天目湖镇三胜村、溧阳市埭头镇余家坝村、常州

市金坛区薛埠镇仙姑村、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常州市新北区西

夏墅镇东南村、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查家村、常州市钟楼区五星街道新

庄村、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勤新村、张家港市乐余镇永利村、常熟市梅

李镇瞿巷村、太仓市璜泾镇永乐村、昆山市周市镇市北村、苏州市吴江

区盛泽镇黄家溪村、苏州市吴江区震泽镇众安桥村、苏州市吴中区临湖

镇牛桥村、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冯梦龙村、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杨

舍镇）福前村、海安市李堡镇杨庄村、如皋市城北街道平园池村、如东县

洋口镇洋口村、启东市惠萍镇东兴镇村、南通市通州区西亭镇草庙村、

南通市通州区石港镇江海村、南通市海门区滨江街道高店村、东海县安

峰镇山东村、灌云县东王集镇韩圩村、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镇西林子

村、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镇土城村、连云港市海州区浦南镇江浦村、连

云港市连云区高公岛街道黄窝村、淮安市淮安区河下街道螺蛳街村、淮

安市洪泽区朱坝街道大刘村、盱眙县马坝镇石桥村、淮安市淮阴区淮高

镇大福村、涟水县涟城街道东门村、金湖县银涂镇红湖村、盱眙县管仲

镇刘岗村、东台市五烈镇甘港村、射阳县海河镇烈士村、盐城市大丰区

白驹镇狮子口村、盐城市盐都区郭猛镇杨侍村、阜宁县陈良镇新涂村、

建湖县恒济镇建河村、宝应县安宜镇金湖渔业村、高邮市车逻镇特平

村、仪征市新集镇新集村、扬州市江都区武坚镇花庄村、扬州市邗江区

方巷镇沿湖村、扬州市生态科技新城泰安镇七里村、仪征市马集镇合心

村、丹阳市访仙镇红光村、句容市茅山镇丁庄村、句容市后白镇西冯村、

扬中市八桥镇利民村、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世业村、镇江市姚桥镇儒里

村、句容市白兔镇中心村、靖江市生祠镇东进村、泰兴市分界镇开绿村、

泰兴市曲霞镇印达村、兴化市千垛镇东罗村、泰州市姜堰区溱潼镇西陈

庄村、泰州市姜堰区张甸镇严唐村、沭阳县桑墟镇条河村、沭阳县青伊

湖镇后乡村、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宿迁市宿城区耿车镇大众村、宿迁

市洋河新区洋河镇黄桥村、泗阳县卢集镇郝桥村、宿迁市宿城区埠子镇

肖桥村、泗洪县瑶沟乡官塘村

浙江省：桐庐县莪山畲族乡、慈溪市周巷镇、泰顺县司前畲族镇、

湖州市南浔区练市镇、平湖市广陈镇、绍兴市柯桥区王坛镇、金华市金

东区澧浦镇、开化县齐溪镇、舟山市定海区白泉镇、台州市椒江区大陈

镇、云和县雾溪畲族乡、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上城埭村、杭州市钱塘

新区河庄街道江东村、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半山村、杭州市余杭区塘

栖镇河西埭村、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群围村、淳安县文昌镇王家源村、

桐庐县旧县街道西武山村、杭州市临安区板桥镇上田村、建德市大慈

岩镇双泉村、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白沙村、余姚市临山镇邵家丘村、

象山县墙头镇方家岙村、慈溪市长河镇垫桥村、象山县黄避岙乡高泥

村、宁波市北仑区春晓街道昆亭村、宁波市鄞州区东吴镇三塘村、宁海

县胡陈乡中堡溪村、宁波市奉化区大堰镇后畈村、宁波市鄞州区姜山

镇走马塘村、余姚市阳明街道西街村、宁海县岔路镇下畈村、温州市鹿

城区七都街道樟里村、温州市洞头区东屏街道东岙村、温州市洞头区

霓屿街道下社村、乐清市淡溪镇梅溪村、乐清市石帆街道大界村、瑞安

市马屿镇儒阳村、文成县玉壶镇碧溪村、平阳县昆阳镇鸣山村、泰顺县

司前畲族镇左溪村、苍南县马站镇草屿村、德清县洛舍镇东衡村、湖州

市南浔区练市镇荃步村、安吉县上墅乡刘家塘村、长兴县水口乡徽州

庄村、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南山村、德清县康乾街道联合村、嘉兴市南

湖区新丰镇竹林村、嘉兴市秀洲区王店镇庆丰村、嘉善县陶庄镇汾南

村、平湖市新仓镇中华村、海盐县秦山街道北团村、海宁市袁花镇长啸

村、桐乡市屠甸镇荣星村、绍兴市越城区富盛镇上旺村、绍兴市柯桥区

漓渚镇棠棣村、绍兴市柯桥区兰亭街道谢家坞村、绍兴市上虞区小越

街道倪梁村、诸暨市枫桥镇杜黄新村、嵊州市金庭镇金兰村、新昌县镜

岭镇外婆坑村、金华市婺城区琅琊镇水竹蓬村、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

后溪河村、金华市婺城区苏孟乡苏孟村、金华市金东区江东镇六角塘

村、兰溪市云山街道岩头村、东阳市虎鹿镇葛宅村、义乌市后宅街道李

祖村、永康市龙山镇梅陇村、浦江县浦南街道石埠头村、武义县柳城畲

族镇县前村、磐安县新渥街道源头村、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汤溪村、衢

州市柯城区花园街道上洋村、衢州市柯城区衢化街道塔坛寺村、衢州

市衢江区黄坛口乡茶坪村、龙游县詹家镇浦山村、江山市凤林镇白沙

村、常山县新昌乡黄塘村、开化县芹阳办事处密赛村、舟山市定海区白

泉镇白泉村、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五星村、岱山县岱东镇涂口村、嵊泗

县五龙乡黄沙村、台州市黄岩区宁溪镇五部村、台州市黄岩区茅畲乡

浦洋村、台州市路桥区螺洋街道水滨村、临海市江南街道向阳村、临海

市尤溪镇义城村、温岭市大溪镇马鞍村、温岭市城北街道石粘村、玉环

市干江镇上栈头村、天台县始丰街道安科新村、仙居县横溪镇新罗村、

三门县海润街道涛头村、丽水市莲都区老竹畲族镇沙溪村、龙泉市竹

垟畲族乡盖竹村、龙泉市宝溪乡溪头村、云和县雾溪畲族乡雾溪村、庆

元县举水乡月山村、缙云县壶镇镇陇东村、缙云县大源镇高畈村、遂昌

县三仁畲族乡小忠村、景宁畲族自治县东坑镇白鹤村

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宿州市埇桥区大营镇、阜阳市颍泉

区闻集镇、寿县窑口镇、凤阳县小溪河镇、霍山县诸佛庵镇、青阳县朱

备镇、黟县宏村镇、合肥市包河区淝河镇关镇村、肥西县花岗镇大黄

村、肥西县上派镇三岗村、巢湖市银屏镇岱山村、庐江县汤池镇三冲

村、庐江县白山镇觉海村、淮北市杜集区段园镇大庄村、濉溪县刘桥镇

王堰村、濉溪县韩村镇淮海村、淮北市相山区渠沟镇徐集村、淮北市杜

集区朔里镇葛塘村、亳州市谯城区五马镇桥口村、蒙城县坛城镇韩寨

村、利辛县孙庙乡阳光村、涡阳县楚店镇三里赵村、灵璧县渔沟镇郑楼

村、宿州市埇桥区灰古镇付湖村、泗县泗城镇大吴村、萧县黄口镇杨阁

村、固镇县城关镇张桥村、五河县临北回族乡临北回族村、蚌埠市淮上

区曹老集镇杨湖村、怀远县淝河乡中淝村、蚌埠市蚌山区燕山乡孙家

圩子村、阜阳市颍州区三塔集镇吴大村、颍上县王岗镇淮罗村、太和县

赵集乡东城村、阜南县公桥乡巩堰村、寿县炎刘镇新桥村、淮南市潘集

区架河镇武庙村、凤台县凤凰镇芮集村、淮南市谢家集区李郢孜镇北

梨园村、明光市涧溪镇鲁山村、滁州市南谯区珠龙镇北关村、来安县汊

河镇相官村、天长市张铺镇八墩村、六安市裕安区江家店镇林寨村、六

安市叶集区孙岗乡孙岗村、金寨县梅山镇小南京村、霍山县磨子潭镇

堆谷山村、当涂县大青山李白文化旅游区桃花村、当涂县黄池镇劳动

村、马鞍山市博望区丹阳镇百峰村、含山县环峰镇梅山村、和县乌江镇

石山村、无为市开城镇都督村、芜湖市湾沚区湾沚镇桃园村、芜湖市湾

沚区红杨镇六桥村、南陵县烟墩镇霭里村、芜湖市鸠江区二坝镇龙泉

村、宁国市青龙乡龙阁村、郎溪县十字镇施吴村、绩溪县长安镇下五都

村、泾县琴溪镇赤滩村、广德市杨滩镇燎琳村、铜陵市义安区顺安镇凤

凰山村、枞阳县浮山镇浮渡村、铜陵市郊区铜山镇杨村村、铜陵市郊区

铜山镇显化村、铜陵市义安区钟鸣镇九榔村、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灯

塔村、东至县泥溪镇元潘村、石台县丁香镇新中村、青阳县蓉城镇云山

村、桐城市龙眠街道双溪村、岳西县河图镇明堂村、安庆市迎江区长风

乡将军村、安庆市大观区海口镇镇江村、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林春村、

黄山市屯溪区黎阳镇凤霞村、黄山市徽州区西溪南镇西溪南村、歙县

昌溪乡昌溪村、休宁县岭南乡三溪村

福建省：惠安县山霞镇、东山县铜陵镇、南平市建阳区麻沙镇、莆

田市秀屿区东庄镇、永泰县嵩口镇、上杭县才溪镇、永安市青水畲族

乡、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琴江满族村、连江县安凯乡同心村、福州市

长乐区漳港街道百户村、永泰县嵩口镇月洲村、福州市晋安区宦溪镇

鹅鼻村、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闽安村、闽清县梅溪镇渡口村、厦门市同

安区洪塘镇苏厝村、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埔后村、厦门市翔安区内厝

镇许厝村、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后溪村、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渐美

村、东山县西埔镇石埔村、华安县仙都镇大地村、漳州市芗城区天宝镇

过塘村、云霄县陈岱镇礁美村、龙海市浮宫镇浮宫村、平和县山格镇新

陂村、漳浦县绥安镇大埔村、泉州市泉港区涂岭镇前欧村、德化县浔中

镇浔中村、南安市美林街道溪州村、永春县仙夹镇山后村、晋江市金井

镇围头村、泉州市洛江区马甲镇杏川村、石狮市永宁镇前埔村、安溪县

福田乡丰田村、将乐县水南镇乾滩村、大田县桃源镇兰玉村、三明市三

元区莘口镇西际村、沙县青州镇澄江楼村、宁化县安乐镇黄庄村、明溪

县夏阳乡御帘村、尤溪县洋中镇桂峰村、莆田市城厢区东海镇上亭村、

仙游县大济镇尾坂村、莆田市涵江区白塘镇后宫村、仙游县龙华镇金

溪村、莆田市涵江区江口镇官庄村、莆田市荔城区新度镇扬美村、浦城

县山下乡小溪村、光泽县寨里镇桥亭村、南平市延平区西芹镇高坪村、

政和县铁山镇东涧村、松溪县溪东乡古衕村、邵武市拿口镇庄上村、武

平县民主乡高书村、龙岩市永定区湖坑镇洪坑村、长汀县大同镇翠峰

村、上杭县稔田镇官田村、连城县北团镇石丰村、龙岩市新罗区岩山镇

玉宝村、宁德市蕉城区霍童镇坑头村、屏南县代溪镇北墘村、柘荣县黄

柏乡上黄柏村、福鼎市磻溪镇赤溪村、周宁县玛坑乡首章村、福安市溪

柄镇斗面村、寿宁县武曲镇塘洋村、古田县黄田镇双坑村

江西省：南昌县黄马乡、浮梁县蛟潭镇、芦溪县芦溪镇、新余市仙

女湖区九龙山乡、贵溪市文坊镇、全南县金龙镇、靖安县宝峰镇、泰和

县螺溪镇、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蛟桥镇上罗村、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

肖淇村、南昌市湾里管理局罗亭镇义坪村、安义县长埠镇长埠村、南昌

市新建区溪霞镇店前村、安义县长均乡观察村、南昌市西湖区桃花镇

大塉村、武宁县官莲乡东山村、湖口县武山垦殖场庆大村、永修县梅棠

镇新庄村、瑞昌市武蛟乡小月村、庐山市白鹿镇玉京村、共青城市甘露

镇双塘村、修水县大桥镇沙湾村、九江市濂溪区五里街道前进村、浮梁

县黄坛乡吴家村、乐平市洪岩镇洪岩村、莲花县良坊镇田心村、萍乡市

湘东区湘东镇美建村、新余市渝水区珠珊镇花田村、贵溪市金屯镇渡

坊村、寻乌县项山乡卢屋村、全南县城厢镇黄埠村、瑞金市壬田镇中潭

村、赣州市章贡区沙石镇龙埠村、龙南市东江乡新圳村、信丰县西牛镇

曾屋村、上犹县平富乡大潭村、崇义县铅厂镇义安村、安远县凤山乡东

河村、定南县老城镇黄砂口村、兴国县高兴镇长迳村、宁都县梅江镇老

溪村、于都县仙下乡龙溪村、会昌县周田镇下营村、上高县敖山镇洋林

村、樟树市张家山街道社前村、高安市华林山镇艮山村、靖安县三爪仑

乡塘里村、宜丰县黄岗山垦殖场炎岭村、宜丰县芳溪镇庙前村、奉新县

干洲镇溪泮村、铜鼓县大塅镇公益村、万载县双桥镇绍江村、上饶市广

丰区泉波镇边山村、上饶市广丰区吴村镇路亭山村、上饶市广信区田

墩镇黄坑村、横峰县港边乡善塘村、弋阳县葛溪乡马安村、弋阳县曹溪

镇程畈村、婺源县蚺城街道上梅洲村、余干县黄金埠镇胡家洲村、鄱阳

县珠湖乡周家村、上饶市三清山风景名胜区枫林镇八磜村、吉安市吉

州区长塘镇桥南村、吉安市青原区东固畲族乡敖上村、新干县神政桥

乡桥头村、永丰县佐龙乡富裕村、峡江县金江乡庙下村、吉水县文峰镇

葛山村、万安县夏造镇夏造村、遂川县碧洲镇良岗村、安福县横龙镇石

溪村、永新县龙源口镇黄陂洲村、抚州市东临新区岗上积镇东源村、广

昌县头陂镇西港村、南丰县太和镇下洋村、资溪县乌石镇陈坊村、抚州

市东乡区珀玕乡笔村、金溪县合市镇大耿村、宜黄县凤岗镇新斜村

山东省：平阴县孔村镇、胶州市洋河镇、淄博市临淄区金山镇、龙口

市黄山馆镇、寿光市羊口镇、济宁市兖州区颜店镇、肥城市潮泉镇、临沂

市兰山区白沙埠镇、高唐县三十里铺镇、滨州市滨城区杨柳雪镇、巨野

县田桥镇、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溪村、济南市南部山区锦绣川街

道金刚纂村、济南市莱芜区口镇街道下水河村、济南市钢城区颜庄街道

柳桥峪村、济南市市中区陡沟街道小庄村、济南市历城区彩石街道东泉

村、济南市槐荫区匡山街道匡山村、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王家台后村、

青岛市黄岛区海青镇大陈村、青岛市即墨区通济街道南龙湾头村、青岛

市即墨区潮海街道南庄村、平度市田庄镇南坦坡村、平度市明村镇兰科

村、莱西市水集街道产芝湖新村、淄博市淄川区龙泉镇韩庄村、淄博市

博山区八陡镇东顶村、淄博市周村区城北路街道东塘村、高青县常家镇

蓑衣樊村、沂源县南麻街道刘家沟村、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宋家村、滕

州市南沙河镇北池村、枣庄市薛城区新城街道高楼村、枣庄市山亭区桑

村镇大河村、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城三村、广饶县稻庄镇淄河店村、利

津县凤凰城街道店子村、东营市东营区辛店街道唐家村、东营市河口区

六合街道闫家村、东营市垦利区垦利街道左一村、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

道蛤堆后村、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丁家庄村、招远市金岭镇大户陈家

村、招远市辛庄镇东良村、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西水夼村、长岛综合

试验区北长山乡北城村、烟台市蓬莱区小门家镇岳家圈村、海阳市凤城

街道北河沟村、潍坊市潍城区乐埠山生态经济发展区山下于村、潍坊市

寒亭区朱里街道狮子行村、青州市何官镇南小王村、诸城市密州街道西

王门庄子村、昌邑市柳疃镇青阜村、临朐县辛寨街道大辛中村、昌乐县

白塔镇窝铺村、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家洼街道孟家庄子村、济宁

市任城区安居街道宫白庄村、曲阜市息陬镇北元疃村、泗水县星村镇姜

家村、鱼台县王鲁镇小周村、嘉祥县大张楼镇红联村、汶上县郭楼镇古

城村、梁山县小安山镇冯庄村、济宁高新区王因街道后岗村、泰安市岱

岳区道朗镇里峪村、宁阳县八仙桥街道青川围子村、新泰市新汶街道中

洛沟村、东平县接山镇后口头村、威海市环翠区羊亭镇贝草夼村、威海

市文登区泽库镇尹家村、荣成市宁津街道东墩村、威海市环翠区草庙子

镇西李家夼村、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大草坡村、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宋

家岭村、莒县城阳街道岳家村、五莲县松柏镇北山前村、临沂市河东区

梅家埠街道干沟渊村、兰陵县卞庄街道代村、沂水县院东头镇桃棵子

村、沂南县铜井镇竹泉峪村、费县探沂镇王富村、莒南县坪上镇厉家寨

村、德州市德城区黄河涯镇店东村、禹城市安仁镇王子付村、乐陵市杨

安镇堤北董村、齐河县赵官镇大徐村、临邑县恒源街道刘波海村、平原

县前曹镇杨柳寺村、庆云县尚堂镇前王村、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袁桥镇

袁桥村、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教场李村、临清市先锋路街道孟店村、

冠县兰沃乡大曲村、莘县十八里铺镇苏堂村、阳谷县阎楼镇张岩寨村、

东阿县新城街道北关村、聊城市茌平区贾寨镇耿店村、滨州市沾化区富

源街道北陈村、邹平市黄山街道侯家村、邹平市焦桥镇孙庄村、阳信县

流坡坞镇王凤毫村、博兴县乔庄镇黄家村、菏泽市牡丹区安兴镇船郭庄

村、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姚庄村、曹县青岗集镇江海村、成武县党集

镇胡楼村、单县龙王庙镇刘土城村、鄄城县董口镇前园村

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孟津县会盟镇、鲁山县团城乡、辉县市冀

屯镇、武陟县乔庙镇、濮阳市华龙区岳村镇、长葛市大周镇、新县田铺

乡、驻马店市驿城区水屯镇、济源市五龙口镇、中牟县姚家镇老八庄

村、中牟县青年路街道西街村、新郑市薛店镇观沟村、新密市城关镇甘

寨村、荥阳市广武镇插闫村、登封市徐庄镇屈沟村、巩义市小关镇丰门

沟村、开封市祥符区杜良乡马尾村、通许县冯庄乡陈庄村、尉氏县张市

镇榆林郭村、兰考县桐乡街道盆窑村、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新安县南

李村镇懈寺村、宜阳县香鹿山镇赵老屯村、洛宁县长水镇长水村、栾川

县潭头镇拨云岭村、嵩县饭坡镇曲里村、平顶山市新城区应滨街道花

山村、舞钢市尹集镇张庄村、宝丰县龙王沟乡村振兴示范区王堂村、郏

县黄道镇纸坊村、郏县冢头镇花园村、安阳市文峰区宝莲寺镇西郭村、

安阳市北关区柏庄镇后万金村、林州市姚村镇史家河村、内黄县六村

乡郭桑村、滑县牛屯镇王村、鹤壁市淇滨区钜桥镇岗坡村、浚县浚州街

道甘草庄村、卫辉市唐庄镇南社村、辉县市孟庄镇东夏峰村、封丘县冯

村乡西韩丘村、长垣市丁栾镇上官村、长垣市蒲西街道云寨村、焦作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文昌街道姚郭庄村、沁阳市紫陵镇坞头村、孟州市

槐树乡源沟村、温县温泉街道觉世头村、博爱县许良镇南道村、武陟县

西陶镇西滑封村、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卫都街道筹备组班家村、

濮阳县庆祖镇常寨村、范县王楼镇东张村、许昌市建安区五女店镇茶

庵李村、禹州市鸿畅镇李金寨村、长葛市后河镇闫楼村、襄城县湛北乡

山前杨庄村、漯河市源汇区干河陈乡姬崔村、漯河市西城区阴阳赵镇

下魏村、漯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镇黄赵村、舞阳县辛安镇刘

庄村、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杨家沟村、三门峡市陕州区大营镇吕家

崖村、渑池县坡头乡韩家坑村、 （下转第六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