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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上接第七版）中共三门峡市委宣

传部、南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中共南阳市委组织部、南阳市财政

局、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南阳供电

公司、唐河县人民检察院、中共商

丘市委办公室、商丘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室、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政协商丘市委员会办公室、中共信

阳市委办公室、信阳市统计局、国家税务总局信阳市浉河区税务局、中

共周口市委办公室、周口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政协周口市委员会办

公室、驻马店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驻马店市总工会、驻马店市审计

局、驻马店市豫龙同力水泥有限公司、济源产城融合示范区纪委监委、

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机关）、河南省纪委监委（机关）、河南省总工会

（机关）、中共河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机关）、河南省广播电

视局（机关）、中共河南省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机关）、中共河南

省委办公厅（机关）、中共河南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机关）、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机关）、河南省统计局（机关）、中共

河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机关）、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国家税务

总局宜阳县税务局、孟津县人民法院、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栾川县供

电公司、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安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税务

总局汤阴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安阳县税务局、中共鹤壁市委组织

部、新乡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协许昌市委员会办公室、中共许昌市

委组织部、河南省三门峡监狱、灵宝市人民法院、中共商丘市委组织

部、中共周口市委党校、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机关）、政协河南省

委员会办公厅（机关）、中共河南省委政法委员会（机关）、郑州宇通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卫华集团有限公司、许昌大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南

阳宛运集团有限公司、南阳大宝天曼原始森林生态旅游投资有限公

司、河南光彩信阳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河南嵖岈山旅游实业发展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济源农村商业银行、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街道通

信花园社区、开封市金明区梁苑办事处、濮阳市华龙区人民路街道办

事处、禹州市颍川街道办事处、漯河市郾城区沙北街道嵩山路社区

湖北省：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武汉供电公司、武汉儿童医院、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业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武

汉市硚口区人民检察院、审计署驻武汉特派员办事处、武汉市江夏区

行政审批局、襄阳市消防救援支队、襄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保康县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

一三工厂、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宜昌市红十字中心血站、湖北

华强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市教育局、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司当阳市

供电公司、黄石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黄石分公

司、阳新县文化馆、黄石市司法局、十堰市总工会、国家税务总局十堰

市税务局、竹山县人民检察院、荆州市审计局、湖北交投荆州投资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荆州市中心医院、中国特种飞行器研究所、荆门市人民

检察院、钟祥市审计局、鄂州市人民检察院、鄂州市实验幼儿园、国电

汉川发电有限公司、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应城市

税务局、湖北白莲河抽水蓄能有限公司、黄冈市中医医院、中国建设银

行黄冈分行、咸宁市财政局、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

公司崇阳县供电公司、通山县人民检察院、随州市中心医院、湖北随州

农村商业银行、随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恩施州分公司、咸丰县公路管理局、鹤峰县人民检察院、仙桃市人

民检察院、仙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门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

管理局、天门市财政局、潜江市纪委监委、潜江市人民法院、中国人民

银行神农架林区支行、湖北省纪委监委（机关）、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

院、湖北省省直机关第三幼儿园、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湖北局五七

六处、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中建三局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网湖北省电力有限公

司信息通信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宜昌市人民检

察院、洪湖市人民检察院、云梦县财政局、天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神农架林区人民检察院、湖北省建筑事业发展中心、中国科学院武汉

岩土力学研究所、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湖北百布堂手工家纺有限

公司、襄阳华洋堂百货有限公司、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丰智

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顺强运业有限公司、湖北菲利华石英

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武穴市宏森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青山

区工人村街道青和居社区、襄阳市襄城区古城街道民主路社区、宜昌

市伍家岗区伍家岗街道李家湖社区、十堰市茅箭区五堰街道办事处、

荆门市掇刀区掇刀石街道白石坡社区、鄂州市鄂城区古楼街道花园

社区

湖南省：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分公司、湖南雷锋纪

念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长沙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支队芙蓉大队、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三〇四大队、国网湖南省电

力有限公司衡阳供电分公司、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

祁东县税务局、常宁市审计局、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株洲市城市管理和

综合执法局、国家税务总局茶陵县税务局、湘潭市审计局、中共湘潭市

委宣传部、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县税务局、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国电湖南

宝庆煤电有限公司、邵阳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绥宁县人民医院、新邵

县人民检察院、岳阳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三一一

大队、华容县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岳阳县税务局、常德市纪委监

委、中共常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常德市人民检察院、中共常德市武

陵区委宣传部、国家税务总局津市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张家界市

永定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南县税务局、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

益阳市赫山区供电分公司、中共郴州市委办公室、中共郴州市委宣传

部、郴州市总工会、国家税务总局湖南郴州经济开发区税务局、永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永州市气象局、永州市审计局、永州市零陵区财政局、

中共怀化市委党校、中共怀化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税务

总局溆浦县税务局、中方县财政局、怀化市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娄

底市人民检察院、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双峰县供电分公司、国家

税务总局新化县税务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龙山县人民检察院、泸溪县人民检察院、湖南省纪委监委（机关）、湖南

省财政厅（机关）、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湖南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机关）、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本部）、湖南路桥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慈利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张

家界市武陵源区税务局、衡阳市蒸湘区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武

冈市税务局、邵阳市纪委监委、平江县人民检察院、泸溪县司法局、吉

首市城市供水总公司、张家界市气象局、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大汉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衡南农村商业银行、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

有限公司、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岳阳大地

飞鹰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湖南中联重科混凝土机械站类设备有限公

司、湖南安化农村商业银行、湖南省夏生实业有限公司、长沙市岳麓区

梅溪湖街道阳明山庄社区、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科大佳园社区、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军地坪街道办事处、益阳市资阳区汽车路街道南岳

宫社区、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春晓社区、娄底市娄星区乐坪

街道办事处

广东省：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

念馆、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深圳博

物馆、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本部）、珠海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韶关市

气象局、翁源县司法局、国家税务总局龙川县税务局、河源市高新技术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梅州海关、梅州市梅江区消防救援大队、惠州市纪

委监委、惠东县港口英雄民兵连、汕尾市气象局、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中山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广东国华粤电台山发电有限公司、

江门市口腔医院、阳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湛

江遂溪供电局、国家税务总局雷州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税

务局、中国建设银行肇庆市分行、清远市清城区教育局、清远市妇幼保

健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潮州分公司、揭阳市政务服务

数据管理局、普宁市人民检察院、云浮市中级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

云浮市税务局、广东省纪委监委组织部、中共广东省委督查室、广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广东省

司法厅律师工作管理处、广东省财政厅预算处、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办公室、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天河海关、增城海关、白云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洋六号”船、中国科学院

南海海洋研究所、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处、广

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中交四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中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中山市妇

女联合会、云浮市云安区广播电视台、广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国

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潮州市人民检察院、阳江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运营事业总部、肇庆海事局、广州青年

志愿者协会、珠海汉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市超声仪器研究所有

限公司、青岛啤酒（三水）有限公司、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东莞

新奥燃气有限公司、中山市詹园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千色花化工

有限公司、广州市荔湾区多宝街至宝社区、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

坑社区、珠海市香洲区翠香街道康宁社区、汕头市龙湖区金霞街道碧

霞社区、汕头市金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办事

处、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道翠颐社区、乐昌市乐城街道城北社区、河源

市源城区上城街道上城社区、汕尾市城区新港街道海滨社区、东莞市

大朗镇巷头社区、中山市东区办事处花苑社区、茂名市茂南区河东街

道岭咀社区、肇庆市端州区城东街道办事处、肇庆市端州区城西街城

中社区、肇庆市高要区南岸街道南亭社区、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玄真

社区、潮州市湘桥区太平街道办事处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海事局、南宁市气象局、宾阳县宾州镇文化

体育和广播影视站、南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南宁市民政局、南宁市南

湖公园、中共柳州市委组织部、柳州市中医医院、国家税务总局融水苗

族自治县税务局、鹿寨县人民法院、柳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广西

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桂林供电局、中国建设银行桂林分行、桂林市审计

局、国家税务总局永福县税务局、梧州市人民检察院、广西岑溪农村商

业银行、藤县审计局、北海海事局、北海市气象局、防城港市港口区人

民检察院、防城港海事局、钦州市气象局、浦北县人民法院、国家税务

总局灵山县税务局、贵港市人民检察院、贵港海事局、陆川县纪委监

委、北流市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玉林市经济开发区税务局、百色市

审计局、百色市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隆林各族自治县税务局、广

西平果农村合作银行、贺州市人民检察院、贺州市审计局、龙滩水力发

电厂、河池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南丹县税务局、来宾市工业园区管

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合山市税务局、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来宾

武宣供电局、水口海关、崇左市审计局、崇左市江州区人民法院、广西

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机关）、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机关）、邕州

海关、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机关）、广西实验幼儿园、广

西壮族自治区柳州监狱、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高峰林场、国家统计局

广西调查总队（机关）、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宁分行、广西柳州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北部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蒙山县教育局、广西壮族

自治区贵港公路发展中心、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柳州高速公路运营公

司、广西方鑫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广西裕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万

益律师事务所、华蓝集团股份公司、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广西梧州

茂圣茶业有限公司、贺州广济医院有限公司、桂林市秀峰区丽君街道

办事处、柳州市柳南区银山街道办事处、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红星社

区、崇左市江州区石景林街道办事处

海南省：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电局、海口市消防救援支

队龙华区大队、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三沙供电局、国家税务总局儋

州市税务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儋州分公司、琼海市人民检察院、

琼海市消防救援支队博鳌大队、文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文城大队、海南

万宁农村商业银行、东方市人民检察院、东方市财政局、海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五指山供电局、国家税务总局乐东黎族自治县税务局、乐东

黎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澄迈县气象局、中共临高县委办公室、定安县

人民检察院、海南省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

委办公室、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气象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

察院、白沙黎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海口海事局、海口港海关、洋

浦经济开发区海关、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海南省血液中心、海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海南省

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机关）、国家税务总局

三沙市税务局、中国建设银行三亚分行、文昌市人民法院、海南金鹿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海南春光食品

有限公司、海南呀诺达圆融旅游业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市美兰区海甸

街道新安社区、三亚市天涯区金鸡岭路社区、文昌市龙楼镇航天社区、

澄迈县大丰镇才存社区、定安县定城镇西门社区

重庆市：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万州供电分公司、重庆市黔江区人

民法院、中共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中共重庆市江北区委组织部、重

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检察院、重庆市九龙坡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中

共重庆市南岸区委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

南岸区税务局、重庆市北碚区纪委监委、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市北供

电分公司、重庆市合川区纪委监委、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永川分公

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南川供电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綦江

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大足区税务局、重庆市璧山区人民医

院、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铜梁供电分公司、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

公室、重庆市荣昌区司法局、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开州供电分公司、重

庆市梁平区财政局、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城口县税

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忠县税务局、云阳县气象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巫山分公司、巫溪县人民检察院、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审计局、秀山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财政局、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司法局、彭水苗族土

家族自治县生态环境局、重庆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欢乐谷旅游分

公司、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重庆市税务干部学

校、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机关）、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重庆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

检察院、重庆市儿童福利院、重庆市女子监狱、重庆市江北区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重庆市公共租赁房管

理局、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重庆市南山植物园

管理处、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重庆市出租汽车有限责

任公司、重庆市卫生健康统计信息中心、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检修分公司、重庆

市涪陵中心医院、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检察院、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北

碚供电分公司、中共丰都县委组织部、垫江县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一看

守所、重庆市合川区财政局、东方鑫源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小康控股有

限公司、重庆助友创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大成（重庆）律师事务

所、中税科信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

办事处、重庆市黔江区城西街道水井湾社区、重庆市涪陵区马鞍街道

高岩口社区、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三峡路社区、重庆市江津区几江

街道通泰门社区、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龙海社区、重庆市奉节县

永安街道羽声社区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察院、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市

双流供电分公司、简阳市人民医院、国家税务总局蒲江县税务局、自贡

市中级人民法院、自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攀枝花市审计局、攀枝花市

仁和区人民法院、攀枝花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精煤分公司、国家

税务总局古蔺县税务局、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国网四川省电

力公司泸州市泸川供电分公司、什邡市财政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德阳市蓥华供电分公司、四川川交路桥有限责任公司、绵阳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江油市税务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绵阳市游仙供电分公司、广元市精神卫生中心、青川县人民检察院、遂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川中油气矿、国家税务总局资中县税务局、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隆昌

市供电分公司、内江市消防救援支队、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乐山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国家税务总局峨眉山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西

充县税务局、阆中市人民法院、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蓬安县供电分公

司、中国农业银行南充分行、国家税务总局屏山县税务局、中国建设银

行宜宾分行、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广安市前锋区税

务局、武胜县人民检察院、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万源

市税务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宣汉分公司、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达

州市分行、巴中市人民检察院、中国电信巴中分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巴中市巴州供电分公司、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国电大渡河大岗

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青神县税务局、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丹棱分公司、仁寿县幼儿园、资阳市雁江区中医医院、安岳县人

民医院、国网四川阿坝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汶川县支

行、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甘孜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德昌县税务局、

宁南县南丝路集团公司、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机关）、四川省水

文水资源勘测局、四川省第十一建筑有限公司、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管理培训中心、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四川有限公司（本部）、国家税务总

局成都市青白江区税务局、宜宾市气象局、四川路桥桥梁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成都沙河支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

九研究所、四川航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绵阳市商业银行城郊支行、国

家税务总局成都市武侯区税务局、宜宾市赵一曼纪念馆、新希望集团

有限公司、特变电工（德阳）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

四川成都建华食品有限公司、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泸州护国陈醋

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市公交集团、渠县蜀东汽车驾驶培训学校有限公

司、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自贡市汇东丹桂街方冲社区、广元市

利州区上西街道女皇路社区、遂宁市船山区介福路街道燕山社区、南

充市顺庆区舞凤街道办事处、宜宾市翠屏区大观楼街道清华社区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检察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分公司、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索风营发电厂、国家税务总

局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清镇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贵阳

市观山湖区纪委监委、遵义市图书馆、正安县人民检察院、凤冈县妇幼

保健院、中共六盘水市委宣传部、盘州市人民检察院、水城县人民政府

政务服务中心、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营运事业部安顺中心、镇

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公安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黔西分

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毕节市七星关区税务局、贵州林华矿业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大方县分公司、贵州省公路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铜仁营运管理中心、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铜仁市

水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贵州有限公司黔东南分公司、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凯

里黄平供电局、锦屏县人民医院、贵州省都匀公路管理局、贵州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都匀福泉供电局、贵州省都匀高速公路管理处、贵州省机

场集团有限公司兴义机场分公司、兴义市司法局、普安县气象局、贵州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一七地质大队、贵州省气象局（机关）、贵州

省妇女联合会（机关）、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〇四地质大队、

江南机电设计研究所、贵州梅岭电源有限公司、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

限公司、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洪家渡发电厂、贵州航空有

限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电投集团

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兴义市桔山街道办事处、贵定县宝山街道东

方社区、贵阳市白云区大山洞街道办事处、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街道

府后山社区、赤水市市中街道老城社区、安顺市西秀区东街朝阳社区、

铜仁市万山区谢桥街道办事处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本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昭

通市幼儿园、昭通市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永善县审计局、昭通市

纪委监委、曲靖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政协曲靖市委员会机关、中共曲靖

市委组织部、玉溪市审计局、云南省元江监狱、政协保山市委员会机

关、腾冲海关、中共楚雄州委组织部、中共楚雄州委办公室、中共楚雄

州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红河州委党校、红河州气象局、云南

省建水监狱、国家税务总局文山州税务局、文山州人民检察院、普洱市

镇沅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普洱市纪委监委、西双版纳公路局、中共西

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大理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大理州纪委监委、中共大

理州委办公室、瑞丽海关、陇川县人民检察院、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

丽江市人民检察院、丽江海关、国家税务总局泸水市税务局、怒江州中

级人民法院、国家统计局临沧调查队、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机关）、中

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机关）、云南省财政厅（机关）、云南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机关）、云南省民政厅（机关）、云南省档案局（机关）、云南

省总工会（机关）、中共云南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机关）、云南

省农科院、昆明海关、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澄江市财政局、河口县

人民检察院、云南文山铝业有限公司、普洱市图书馆、华能澜沧江水电

股份有限公司乌弄龙·里底水电厂、德钦县气象局、中共临沧市委党

校、昆明市纪委监委、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中审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云南亚太分所、楚雄市鹿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勐海茶厂、畹町仁慈医院、文山郑保骨伤科医院、昆明市西山区马街街

道办事处、昆明市官渡区关上街道关上中心社区、曲靖市麒麟区益宁

街道金江社区、普洱市澜沧县勐朗镇佛房社区、丽江市古城区大研街

道新义社区、昆明市五华区大观街道三合营社区

西藏自治区：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机关）、华电西藏能

源有限公司（本部）、国家税务总局西藏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机关）、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

法院（机关）、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机关）、聂拉木海关、西藏

自治区国家安全厅（机关）、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中国拉萨SOS儿童村、拉萨市公安局城关区分局、国

家税务总局尼木县税务局、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财政局、中共吉隆县委

组织部、中共日喀则市委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山南市中心支行、山南

市桑日县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山南市税务局、林芝市中级人民法

院、林芝市财政局、昌都市人民检察院、昌都市纪委监委、国家税务总

局昌都市税务局、昌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那曲市妇幼保健院、中国

人民银行那曲市中心支行、中共那曲市委组织部、阿里地区措勤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阿里地区噶尔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农业银行阿

里分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〇二台、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网络安全保

卫总队、西藏日报社（机关）、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信息通信公司、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拉萨邮区中心局、西藏自治区气候中

心、山南市烟草专卖局、中共革吉县委组织部、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城南

街道办事处、林芝市巴宜区白玛岗街道白玛岗社区、昌都市八宿县白

玛社区、那曲市班戈县佳琼镇多尔查居委会

陕西省：西安市出租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

队（机关）、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西安印钞有限公司、国网陕西省电力公

司物资公司、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高陵区供电分公司、陕

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西汉分公司户县管理所、西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理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西安曲江新区税务局、宝鸡市儿童福

利院、宝鸡市财政局、岐山县人民检察院、陕西宝鸡第二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宝鸡市中心医院、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咸阳市分公司、陕

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三原县供电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

公司咸阳市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兴平市税务局、铜川市公安局、铜川

市中心血站、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检察院、中国兵器工业试验测试研究

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富平县税务局、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延安供电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延安分行、中国延

安干部学院、国家税务总局子长市税务局、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

限公司靖边县供电分公司、神木市栏杆堡镇人民政府、国家税务总局

吴堡县税务局、陕西省汉中公路管理局、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勉县供

电分公司、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洋县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陕西有限公司洋县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勉县税务局、安康市人

民检察院、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安川分公司、陕西省地方电力（集

团）有限公司紫阳县供电分公司、岚皋县人民法院、商洛市农业农村

局、柞水县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商南县税务局、陕西化建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陕西省统计局（机关）、陕西省监狱管理局、陕西省高速公

路建设集团公司西渭分公司、陕西建工安装集团有限公司、陕西省地

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合阳县供电分公司、陕西煤业化工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澄合分公司、陕西省地方病防治研究所、陕西柴油机重工有

限公司、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汉宁分公司、商洛市气象局、西

安市生态环境局新城分局、陕西省地方电力（集团）有限公司眉县供电

分公司、旬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西安市西城出租汽车有限公

司、西安大明宫建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前进出租汽车（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关中民俗艺术博物院、陕西西建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宝鸡市陈仓区虢镇街道东街社区、铜川市王益区桃园街道光明社区、

榆林市榆阳区驼峰路街道金阳社区、石泉县城关镇北街社区、商南县

城关街道金福湾社区、韩城市新城街道司马社区

甘肃省：中共兰州市委办公室（机关）、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兰

州分公司、兰州市种业监督中心、中核四〇四有限公司、甘肃省嘉峪关

公路局、甘肃省金昌监狱、国家税务总局永昌县税务局、酒泉市烟草专

卖局、中共酒泉市委办公室（机

关）、国家税务总局敦煌市税务局、

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国家税务

总局临泽县税务局、古浪县八步沙

林场、国家税务总局武威市凉州区

税务局、中国工商银行武威分行、

白银市平川区人民检察院、国家税

务总局靖远县税务局、白银市人民

检察院、白银市公安局白银分局交通警察大队、甘肃省天水公路局、天

水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机关）、天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机关）、国网

甘肃省电力公司平凉供电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甘肃有限公司平凉

分公司、庆阳市消防救援支队、合水县幼儿园、国家税务总局华池县税

务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定西分公司、漳县人民检察院、岷县人民

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礼县税务局、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陇南分公司、甘肃省甘南公路局、甘南州消防救援

支队、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合作市供电公司、国家税务总局临夏市税

务局、临夏回族自治州气象局、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直

属机关工作委员会（机关）、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甘肃省统

计局（机关）、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销售分公司（本部）、

定西市消防救援支队、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

总局卓尼县税务局、甘肃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机关）、兰州市红古区鑫

源天然气有限公司、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大漠紫光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甘肃银河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忠恒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市西固区先锋路街道东苑社区、嘉峪关市钢

城街道朝晖社区、金昌市金川区新华路街道昌丰里社区、白银市白银

区四龙路街道建设路社区

青海省：大通县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湟源公路总段、黄河电力检

修工程有限公司、中共西宁市湟中区委办公室、中共西宁市委组织部、

西宁市总工会、海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海东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国网

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中共海西州委组织部、中共茫崖市委

办公室、都兰县人民法院、海南州司法局、海南州公安局、海南州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中共海南州委办公室、中共海北州委组织部、中共

祁连县委办公室、刚察县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海晏县税务局、中共

黄南州委组织部、黄南州就业服务局、中共黄南州委办公室、果洛州消

防救援支队、果洛州人民检察院、中共久治县委组织部、中共玉树州委

办公室、玉树州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玉树市税务局、中共青海省委办

公厅（机关）、政协青海省委员会办公厅（机关）、中共青海省委政法委

员会（机关）、中共青海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机关）、中共青海省委宣

传部（机关）、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法院、青海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银行海东分行、海南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海北州财政局、天峻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黄南州人民政府办公室、中共黄南州委宣传部、青海省

囊谦公路段、班玛县人民检察院、共青团青海省委员会（机关）、青海天

麒置业有限公司、青海彩虹部落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土族园、青海

省江苏商会（本部）、西宁永和集团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本部）、西宁市

城西区古城台街道办事处、格尔木市昆仑路街道办事处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

经济技术研究院、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医医院暨中医研究院、永宁县人

民检察院、贺兰县人民法院、石嘴山市纪委监委、中共石嘴山市委组织

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监狱、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石嘴山供电

公司、国家税务总局石嘴山市惠农区税务局、吴忠市审计局、宁夏回族

自治区盐环定扬水管理处、国家税务总局吴忠市红寺堡区税务局、青

铜峡市总工会、国家税务总局盐池县税务局、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

同心县供电公司、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固原市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

总局固原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西吉县税务局、隆德县人民法院、彭

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卫市教育局、中卫市烟草专卖局、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沙坡头区分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寺堡扬水

管理处、海原县审计局、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机关）、中

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机关）、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

宣传部（机关）、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机关）、宁夏回族自

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机关）、宁夏回族自治区气象局（机关）、宁夏回族

自治区水文环境地质勘察院、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羊

场湾煤矿、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平罗县人大常委会机关、宁夏石嘴

山市贺兰山商业大楼有限责任公司、石嘴山市佰德隆商贸有限公司、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市兴庆区解放西街街道办

事处、吴忠市利通区胜利镇新华社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机关）、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机关）、新疆银行（本部）、新疆龙源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本部）、国家税务总局伊宁市税务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机关）、奎屯公路管理局、塔城地区气象局、国家税务总局塔城

地区税务局、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委、阿勒泰喀纳斯酒业集团、国家税务

总局吉木乃县税务局、阿尔泰山国有林管理局富蕴分局、中国石油新

疆油田分公司重油开发公司、克拉玛依市中心医院、博州党委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精河县税务局、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昌吉分院、

昌吉州中级人民法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昌吉州分公

司、乌鲁木齐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

民医院、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税务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哈密分公司、吐鲁番市纪委监委、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吐鲁番

供电公司、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吐鲁番分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库尔勒市税务局、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阿克苏地区妇幼保健院、国家税务总局阿

克苏地区税务局、阿克苏市人民医院、克州扶贫开发办公室、克州气象

局、国家税务总局喀什市税务局、喀什海关、叶城县财政局、和田地区

财政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和田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于田县税

务局、新疆额尔齐斯河流域开发工程建设管理局（机关）、国家能源集

团新疆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本部）、伊犁州消防救援支队、沙湾县人民

检察院、新疆煤田地质局综合地质勘查队、喀什公路管理局、新疆众和

股份有限公司（本部）、新疆莱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卓郎新疆智能机

械有限公司、新疆昌运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库尔勒市萨依巴格街

道办事处、乌苏市虹桥街道解放路社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

屯河区）高铁片区管委会天鹅湖社区、伊吾县伊吾镇振兴社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税务总局阿拉尔税务局、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第一师十二团职工医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司法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审计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图

木舒克市机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伊宁垦区公安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四师新疆伊力特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

五师双河市融媒体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八团机关、新

疆国恒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机

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曙光幼儿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石河子市党政服务中心、石河子市消防救援支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九师医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巴里巴盖垦区人民检察院、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十师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师党

委党校、新疆天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公

安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二场机关、石河子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二分院、

图木舒克市前海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农六师煤电有限公司、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军垦路街道办事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四师昆玉市皮山农场忠义路社区

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办公厅通

信局、中央组织部干部三局、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央统战部一局、中央

政策研究室农村研究局、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应急指挥中心、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人民日报社内参部、求是杂志社评论部、

中央团校、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全国政协

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办公室、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民族文化宫、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

院、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中国儿童艺术

剧院、审计署计算机技术中心、海关总署机关服务中心、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食品审评中心、广电总局监管中心、新华社总编室、中国社会

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光明日报社总

编室、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交通银行营运与渠道管理部、中国地震

局地质研究所

住建系统：北京市香山公园、北京市城建研究中心、中国市政工程

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重庆市东南医院、

河北省沧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任丘市分中心、山西省太原市城乡

管理行政执法局迎泽区分局、 （下转第九版）

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