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文件

湘文明委 〔２０１９〕８号

★

关于２０１４届、２０１６届省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

文明家庭复查(认定)情况通报

　　根据湘办发 〔２００４〕１６号、湘文明委 〔２０１８〕７号文件

精神,省文明办组织对２０１４届、２０１６届省文明城市、文明

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文明家庭进行

了复查,对涉改单位进行了认定.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邵阳市等９个城市、永州市零陵区等３个城区、株

洲市茶陵县等２７个县城、长沙市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湖村等

１１３个村镇、湖南省电力行业等５个行业、长沙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管委会机关等６７５个单位、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公
司)等１５３个单位及徐林家庭等１００户家庭经复查合格,分

别保留文明城市、文明城区、文明县城、文明村镇、文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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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文明家庭荣誉称号 (见附件

１).
二、对涉改单位中共长沙市天心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监

察委员会等８３个单位,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雨花区税务局

等７７个单位分别认定为省文明单位、省文明标兵单位 (见
附件２).

三、对于２０１７年被黄牌警告的娄底市公路管理局等４
个单位,因整改措施得力,效果明显,恢复其相应的荣誉称

号 (见附件３).
四、因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等原因,撤销祁阳县省文

明县城荣誉称号,撤销衡山县永和乡等４个村镇省文明村镇

荣誉称号,撤销隆回县林业局等８个单位省文明单位荣誉称

号,撤销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等２个单位省文明标兵单位荣

誉称号 (见附件４).
五、因毒品问题、创建工作滑坡等原因,给予衡南县咸

塘镇黄牌警告,给予衡阳市科学技术局等１４个单位黄牌警

告 (见附件５).
六、因全省乡镇区划调整改革,湘乡市东郊乡西北村荣

誉称号自动终止;因机构改革,湖南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等６个单位荣誉称号自动终止 (见附件６).

附件:１ 保持荣誉称号的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

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文明家庭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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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认定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名单

３恢复荣誉称号单位名单

４撤销荣誉称号单位名单

５黄牌警告单位名单

６终止荣誉称号单位名单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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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保持荣誉称号的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
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文明家庭名单

　　一、文明城市 (城区、县城)(３９个)

１文明城市 (９个)

２０１４届:邵阳市,冷水江市、涟源市

２０１６届:永州市、怀化市,湘乡市、津市市、资兴市、
洪江市

２文明城区 (３个)

２０１４届:永州市零陵区

２０１６届:永州市冷水滩区、怀化市洪江区

３文明县城 (２７个)

２０１４届:茶陵县、平江县、湘阴县、桃源县、南县、
永兴县、宜章县、桂阳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辰溪县、
双峰县、花垣县

２０１６届:衡东县、炎陵县、邵东县、新宁县、桂东县、
安仁县、东安县、宁远县、江永县、新田县、蓝山县、芷江

侗族自治县、中方县、会同县、新晃侗族自治县

二、文明村镇 (１１３个)
长沙市 (１３个)

２０１４届:芙蓉区东湖街道东湖村、岳麓区桔子洲街道

后湖新村、高新区雷锋镇真人桥村、宁乡市大屯营镇 (原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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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县大屯营镇)

２０１６届:望城区靖港镇、望城区乔口镇、望城区桥驿

镇、望城区乔口镇蓝塘寺村、长沙县金井镇、长沙县开慧

镇、浏阳市官渡镇、浏阳市古港镇、宁乡市花明楼镇炭子冲

村 (原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
衡阳市 (３个)

２０１４届:珠晖区茶山坳镇、衡南县云集镇

２０１６届:祁东县归阳镇

株洲市 (８个)

２０１４届:攸县酒埠江镇、云龙示范区云田镇

２０１６届:炎陵县霞阳镇、茶陵县高陇镇、攸县莲塘坳

镇、醴陵市茶山镇东岗村、渌口区淦田镇 (原株洲县淦田

镇)、茶陵县腰潞镇

湘潭市 (５个)

２０１４届:湘潭县分水乡、湘乡市梅桥镇、韶山市清

溪镇

２０１６届:湘潭县中路铺镇、韶山市韶山乡黄田村

邵阳市 (１２个)

２０１４届:新邵县寸石镇、隆回县南岳庙镇、洞口县渣

坪乡大溪村、新宁县清江桥乡、隆回县金石桥镇

２０１６届:新邵县潭府乡、隆回县荷香桥镇、邵阳县郦

家坪镇蔡家田村、新宁县崀山镇、城步苗族自治县五团镇、
北塔区陈家桥乡、大祥区板桥乡

岳阳市 (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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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届:平江县瓮江镇盘石村、华容县三封寺镇、君

山区许市镇

２０１６届:岳阳县杨林街镇 (原岳阳县杨林乡)、湘阴县

三塘镇、屈原管理区营田镇荷花村

常德市 (１１个)

２０１４届:石门县秀坪园艺场、石门县罗坪乡、石门县

新铺乡、临澧县安福镇清水村、石门县皂市镇

２０１６届:石门县新关镇、石门县易家渡镇、石门县壶

瓶山镇、汉寿县洋淘湖镇、临澧县修梅镇、澧县城头山镇万

兴村

张家界市 (４个)

２０１４届:永定区王家坪镇

２０１６届:武陵源区索溪峪街道双文村、慈利县高峰土

家族乡、慈利县龙潭河镇江星村

益阳市 (７个)

２０１４届:赫山区笔架山乡、桃江县高桥镇 (原桃江县

高桥乡)

２０１６届:赫山区欧江岔镇、资阳区迎风桥镇、南县浪

拔湖镇、桃江县牛田镇、沅江市阳罗洲镇

郴州市 (１２个)

２０１４届:汝城县大坪镇谭屋村、永兴县悦来镇金竹村、
安仁县永乐江镇山塘村、桂阳县敖泉镇

２０１６届:北湖区华塘镇三合村、苏仙区飞天山镇和平

村、资兴市回龙山瑶族乡、宜章县五岭镇、永兴县马田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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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村、嘉禾县塘村镇清水村、汝城县热水镇、安仁县金紫仙

镇源田村

永州市 (６个)

２０１４届:零陵区水口山镇、宁远县中和镇坦坝村

２０１６届:冷水滩区高溪市镇、东安县芦洪市镇、蓝山

县新圩镇上清涵村、蓝山县犁头瑶族乡

怀化市 (１１个)

２０１４届:会同县林城镇大冲村、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

镇、新晃侗族自治县凉伞镇

２０１６届:沅陵县借母溪乡、辰溪县辰阳镇周家人村、
麻阳苗族自治县岩门镇、新晃侗族自治县扶罗镇、中方县中

方镇竹站村、会同县坪村镇枫木村、会同县高椅乡高椅村、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坳上镇响水村

娄底市 (６个)

２０１４届:双峰县青树坪镇

２０１６届:娄星区石井镇、娄星区双江乡、涟源市古塘

乡、双峰县甘棠镇、双峰县锁石镇

湘西自治州 (９个)

２０１４届:龙山县洗车河镇

２０１６届:龙山县红岩溪镇、永顺县芙蓉镇、保靖县阳

朝乡阳朝村、花垣县边城镇、古丈县坪坝镇、凤凰县林峰

乡、泸溪县潭溪镇、吉首市矮寨镇

三、文明行业 (５个)

２０１４届:湖南省电力行业、大唐湖南发电系统、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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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住房公积金系统

２０１６届:湖南省气象系统、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监督系统

四、文明单位 (６７５个)
长沙市 (６１个)

２０１４届: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机关、长沙

市商务局、长沙银行银德支行、长沙市图书馆、长沙广播电

视大学、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４０２队、国网长沙供电

分公司检修公司、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局、人保

财险长沙支公司、中国工商银行长沙司门口支行、湖南省龙

骧交通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芙蓉区东屯渡街道办事处、
天心区坡子街街道办事处、中共天心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监

察委员会 (原中共天心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监察局)、岳麓

区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长沙农村商业银行开福支行 (原
长沙开福农村合作银行)、雨花区教育局、湖南省长沙水文

水资源勘测局、湖南移动望城区分公司、浏阳市地方税务

局、浏阳市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宁乡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原宁乡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万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移动宁乡市分公司 (原湖南移

动宁乡县分公司)

２０１６届: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天心区国

家税务局、天心区桂花坪街道办事处、岳麓区审计局、岳麓

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长沙市周南中学、长沙市博物

馆、雨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望城区烟草专卖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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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浏阳市中医医院、宁乡市国家税务局 (原宁乡县国

家税务局)、宁乡市人民法院 (原宁乡县人民法院)、长沙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长沙市国家税务

局直属税务分局 (大企业管理局)、长沙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中共长沙市直

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岳麓区地方税务局、中共长沙市委宣传

部、长沙市财政局、长沙教育学院、长沙市信息职业技术学

校、长沙市建筑工程安全监察站、长沙市房屋产权登记管理

中心、长沙军用饮食供应站、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长沙

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长沙市妇女联合会、长沙市公安

局监所管理支队、中共长沙市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原
长沙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国网长沙供电公司、望

城区国家税务局、长沙县人民检察院、湖南移动浏阳分公

司、长沙供水有限公司第四制水分公司、宁乡市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原宁乡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芙蓉区地方

税务局

衡阳市 (４４个)

２０１４届:衡阳市农业农村局 (原衡阳市农业委员会)、
衡阳市中医医院、衡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衡阳市建设工程

安全监督站、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衡南县公路管

理局、衡南县气象局、衡阳县国家税务局、衡山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衡东县气象局、祁东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常宁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耒阳市气象局、耒阳市审计局、衡阳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南岳分局、湖南省雁南监狱、衡阳市工商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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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局珠晖分局、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湖

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２１７队

２０１６届: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衡阳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湖南省电网工程公司、军队离退休干部石坳休养

所、中共衡南县委党校、衡阳县人民检察院、湖南移动衡阳

县分公司、湖南移动衡山县分公司、衡山县气象局、衡山县

地方税务局、衡东县人民法院、衡东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

司)、祁东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常宁市国家税务局、耒

阳市国家税务局、中国农业银行耒阳支行、耒阳市农村商业

银行、南岳区人民检察院、南岳区地方税务局、南岳区气象

局、石鼓区国家税务局、珠晖区国家税务局、蒸湘区立新小

学、衡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衡阳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株洲市 (４４个)

２０１４届:株洲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炎陵

县教育局、炎陵县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茶陵县财政

局、茶陵县人民检察院、攸县水利局、攸县地方税务局、醴

陵市教育局、渌口区交通运输局 (原株洲县交通运输局)、
株洲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株洲市国土资源局芦淞分局、株

洲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中国化工株洲橡胶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石峰区铜塘湾街道办事处、株洲九方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市统计局

２０１６届:株洲高新区 (天元区)财政局、天元区嵩山

路街道办事处、天元区地方税务局、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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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茶陵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攸县公安局、
攸县民政局、攸县联星街道办事处、醴陵市来龙门街道办事

处、醴陵华鑫电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醴陵市城市管理和综

合执法局 (原醴陵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渌口区人民

法院 (原株洲县人民法院)、国网株洲县供电分公司、株洲

市南方中学、株洲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原株洲市自来

水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

司、荷塘区月塘街道办事处、株洲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中

心、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石峰区地方税务局、株洲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 (原株洲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株洲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株洲市气象局、国家统计局株洲调查队、
株洲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炎陵县炎帝陵管理局、石峰区国家

税务局、国网攸县供电分公司

湘潭市 (３４个)

２０１４届:湘潭市民政局、湘潭市司法局、湘潭市总工

会、湘潭市妇女联合会、湘潭市消防支队 (原湘潭市公安消

防支队)、湘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移动湘潭县分公

司、湘乡市司法局、湘乡市残疾人联合会、雨湖区国家税务

局、岳塘区地方税务局、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第六勘探队、江

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湘潭县审计局

２０１６届:中共湘潭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委员会

(原中共湘潭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局)、中共湘潭市委政

法委员会、湘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湘潭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湘潭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湘潭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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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生态环境局 (原湘潭市环境保护局)、湘潭市气象局、
共青团湘潭市委员会、湖南省湘潭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湘潭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中共湘潭县委宣传部、湘潭县离退

休干部服务中心 (原中共湘潭县委老干部局)、湘乡市国家

税务局、韶山市林业局、雨湖区人民检察院、人保财险湘潭

市分公司、中共岳塘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 (原中

共岳塘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监察局)、人保财险岳塘支公司、
湘乡市气象局

邵阳市 (５６个)

２０１４届:中共邵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委员会

(原中共邵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监察局)、邵阳市交通运输

局、国家统计局邵阳调查队、邵阳市财政局、邵阳市道路运

输管理处、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国网邵东县供电分公

司、新邵县财政局、隆回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洞口县财政

局、绥宁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城步苗族自治县国家税

务局、武冈市气象局、邵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共大祥区

纪律检查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 (原中共大祥区纪律检查委员

会区监察局)、双清区国家税务局、洞口县国家税务局、隆

回县地方税务局、武冈市地方税务局、北塔区人民检察院、
北塔区财政局、邵阳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新宁

县国家税务局、邵阳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２０１６届:邵阳市农业农村局 (原邵阳市农业委员会)、
国网邵阳客户服务中心、邵阳市商务局、邵阳市司法局、邵

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邵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原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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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邵阳市科学技术协会、邵阳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 (原邵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邵东县

人民法院、邵东县审计局、邵东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新邵县人民法院、新邵县自然资源局 (原新邵县国土资源

局)、隆回县审计局、武冈市审计局、新宁县财政局、新宁

县地方税务局、新宁县人民法院、绥宁县民政局、绥宁县人

民检察院、城步苗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湖南省

南山种畜牧草良种繁殖场、洞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洞口

县人民检察院、洞口县地方税务局、双清区工商行政管理

局、大祥区财政局、大祥区发展和改革局、中共北塔区纪律

检查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 (原中共北塔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区

监察局)、北塔区地方税务局、隆回县司法局、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邵阳市分公司

岳阳市 (５２个)

２０１４届:平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湖南移动华容县

分公司、湘阴县国家税务局、湖南移动湘阴县分公司、湖南

金叶众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岳阳楼区国家税务局、云溪区

民政局、君山区地方税务局、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屈原分

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岳阳市

南湖新区税务局 (原南湖旅游度假区地方税务局)、岳阳市

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原岳阳市医疗生育保险基金管理服务

处)、岳阳市水利局 (原岳阳市水务局)、岳阳市中医院、岳

阳市中心血站、岳阳电视转播台、洞庭湖大桥养护中心 (原
洞庭湖大桥管理局)、岳阳市公交总公司、长江航道岳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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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处、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国

家统计局岳阳调查队

２０１６届:平江县财政局、平江县审计局、平江县气象

局、平江县人民法院、岳阳县地方税务局、湖南移动岳阳县

分公司、华容县国家税务局、华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华容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湘阴县地方税务局、湖

南临湘龙源供水有限公司、湖南移动临湘市分公司、汨罗市

人民检察院、湖南移动汨罗市分公司、汨罗市审计局、岳阳

楼区岳阳楼街道办事处、云溪区人民检察院、云溪区人民法

院、君山区人民检察院、君山区国家税务局、国网岳阳市屈

原供电分公司、屈原管理区地方税务局、屈原管理区国家税

务局、南湖新区求索街道办事处、岳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原岳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岳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

执法局 (原岳阳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岳阳海事局、
岳阳市残疾人联合会、岳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岳阳市气

象局

常德市 (４９个)

２０１４届:桃源县国家税务局、临澧县烟草专卖局 (分
公司)、临澧县人民检察院、石门县气象局、石门县广播电

视台、湖南移动澧县分公司、安乡县地方税务局、津市市人

民检察院、国网津市市供电分公司、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机关、西洞庭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常德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常德市民政局、常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常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常德调查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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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澧县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６届:中共常德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德市公

安局、常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原常德市卫生与计划生育委

员会)、常德海关、常德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常德市

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原常德市医疗保险处)、常德市社会劳

动保险处、常德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 (原常德市工伤保险

处)、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４０３队、常德市食品药品

检验所、常德市海绵城市服务中心 (原常德市市政公用事业

管理局)、常德广播电视大学、常德市农业农村局 (原常德

市农业委员会)、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区分局、鼎城区公安局

交通警察大队、临澧县国家税务局、国网临澧县供电分公

司、石门县第一中学、石门县地方税务局、石门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安乡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津市市国家

税务局、津市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津市市地方税务局、
澧县国家税务局、汉寿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常德市第

二中学、国网石门县供电分公司、国网桃源县供电分公司、
常德经开区地方税务局、石门县安监局

张家界市 (２５个)

２０１４届: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定区审计局、
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定分局、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张

家界培训部、慈利县人民法院、湖南移动慈利县分公司、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桑植县支行

２０１６届:张家界市水运事务中心 (原张家界市地方海

事局)、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家界市交通建设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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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督站 (原张家界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张

家界市民政局、张家界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原张家界市公

路管理局)、张家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大唐华银张家

界水电有限公司、张家界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原张

家界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界永定支行、永定区自然资源局 (原张家界市

规划管理局永定分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

武陵源区支行、慈利县财政局、慈利县人民医院、慈利县第

二中学、慈利县审计局、桑植县人民检察院、武陵源区军地

坪街道办事处、张家界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 (原张家界市医

疗生育保险管理服务局)
益阳市 (３０个)

２０１４届:中共资阳区委老干部局、资阳区城市建设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桃江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湖南移动

安化县分公司、安化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原安化县政务和信

息服务中心)、沅江市气象局、南县气象局、湖南移动南县

分公司、南县环境卫生管理处、大通湖区地方税务局、益阳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益阳市地方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益阳

市中心支行

２０１６届:益阳市气象局、赫山区地方税务局、赫山区

工业和信息化局、资阳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南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国网桃江县供电分公司、沅江市地方税务局、沅江

市财政局、安化县政协机关、大通湖区国家税务局、益阳市

人民检察院、益阳市总工会、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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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队、益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益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益阳市路灯灯饰管理处、大通湖区发展改革和财政局

郴州市 (６０个)

２０１４届:郴州市审计局、郴州市统计局、北湖区审计

局、北湖区地方税务局、苏仙区卫生健康局 (原苏仙区卫计

局)、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资兴市审计局、资兴市国家税

务局、桂阳县财政局、桂阳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宜章

县财政局、宜章县人民法院、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

司、嘉禾县人民法院、嘉禾县地方税务局、嘉禾县烟草专卖

局 (分公司)、临武县国家税务局、湖南移动临武县分公司、
汝城县人民检察院、桂东县人民检察院、桂东县人民法院、
国网安仁县供电分公司、安仁县就业服务局、桂东县烟草专

卖局 (分公司)、宜章县国家税务局、郴州市经济开发区地

方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郴州市国土资源局、郴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郴州市城乡规划局、郴州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原郴州市道

路运输管理处)、郴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郴州市水

运事务中心 (原郴州市地方海事局)、郴州市公路建设养护

中心 (原郴州市公路管理局)、郴州市有色金属产业园区

(出口加工区)地方税务局、国家统计局郴州调查队、北湖

区人民检察院、郴州市环保局北湖分局、苏仙区总工会、苏

仙区栖凤渡镇政府机关、资兴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 (原资

兴市文化体育广电新闻出版局)、资兴市气象局、桂阳县地

方税务局、中共桂阳县委党校、宜章县总工会、宜章县玉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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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机关、永兴县地方税务局、永兴县人民法院、嘉禾县

国家税务局、嘉禾县人民检察院、临武县地方税务局、临武

县人民法院、汝城县国家税务局、汝城县自然资源局 (原汝

城县国土资源局)、中共桂东县委宣传部、桂东县国家税务

局、安仁县地方税务局、汝城县审计局、安仁县国家税务

局、嘉禾县发展和改革局、中共桂阳县委宣传部

永州市 (４３个)

２０１４届:永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永州市林业局、湖

南移动零陵区分公司、东安县国家税务局、双牌县人民法

院、道县民政局、道县地方税务局、江永县人民检察院、江

华瑶族自治县地方税务局、江华瑶族自治县公路局、宁远县

民政局、宁远县气象局、新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湖

南移动蓝山县分公司

２０１６届:永州市地方税务局、国家统计局永州调查队、
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永州市应急管理局 (原永州

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湖南邵

永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冷水滩区审计局、永州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冷水滩分局、祁阳县国家税务局、祁阳县民政局、祁阳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网祁阳县供电分公司、东安县

公安局、双牌县地方税务局、双牌县审计局、道县气象局、
道县自然资源局 (原道县国土资源局)、江永县国家税务局、
江永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江华瑶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江华瑶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宁远县审计局、国

网宁远县供电分公司、新田县人民法院、新田县国家税务

—８１—



局、蓝山县国家税务局、蓝山县中心医院、湖南蓝山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蓝山县人民检察院

怀化市 (５５个)

２０１４届:怀化公路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途货运分

公司 (怀化汽车南站)、怀化市林业局、湖天区地方税务局、
怀运集团沅陵分公司、国网沅陵县供电分公司、国网辰溪县

供电分公司、溆浦县人民检察院、湖南邮政溆浦县分公司、
新晃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芷江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芷江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鹤城区国家税务局、鹤城区民

政局、中方县审计局、洪江市人民检察院、洪江市烟草专卖

局 (分公司)、洪江区地方税务局、国网洪江区供电分公司、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湖南移动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分公司、会同县民政民族宗教局、湖南移动会同县分公

司、通道侗族自治县地方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怀化市水利局、怀化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行、怀化市科学技术协

会、湖南省怀化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中国电信怀化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怀化市分公司、鹤城区地方税务局、鹤城

区城中街道办事处、沅陵县地方税务局、沅陵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辰溪县国家税务局、溆浦县地方税务局、溆浦县

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麻阳苗族自治县审计局、麻阳苗族

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芷江侗族自治县气象局、芷江侗

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新晃侗族自治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中方县国家税务局、洪江市人

—９１—



民法院、洪江市国家税务局、洪江市民政局、洪江区国家税

务局、洪江人民检察院、会同县地方税务局、湖南会同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审计局、靖州

苗族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通道侗族自治县国家税务局、
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娄底市 (２５个)

２０１４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娄底监管分局、
娄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娄底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娄

底市地方税务局、娄星区公路管理局、国网冷水江市供电分

公司、冷水江市自来水公司、涟源市地方税务局、双峰县地

方税务局、湖南移动新化县分公司、新化县公安局交通警察

大队

２０１６届:娄底市司法局、湖南电信娄底分公司、湖南

省娄底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娄星区政务服务中心、冷水江市

地方税务局、涟源市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涟源市社会福

利院、双峰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双峰县交通工程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所、湖南移动双峰县分公司、新化县地方税务

局、新化县人民检察院、娄底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娄底

经济开发区地方税务局

湘西自治州 (４０个)

２０１４届:湘西自治州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湘西

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原湘西自治州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湘西自治州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国网湘西供电分

公司检修公司、中国银行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湘西监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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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湘西监管分局)、中共吉

首市委组织部、吉首市峒河街道办事处、国网凤凰县供电分

公司、中共凤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县监察委员会 (原中共凤

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县监察局)、花垣县人民检察院、永顺

县国家税务局、永顺县畜牧水产服务中心 (原永顺县畜牧水

产局)、龙山县审计局

２０１６届:湘西自治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湘西自治州中

级人民法院、湘西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湘西自治州国家税务

局、湘西自治州团结报社、湘西自治州烟草专卖局 (公司)、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湘西自治州地方税务局、湘西自治

州民政局、国网湘西客户服务中心、中共龙山县委党校、龙

山县气象局、中共永顺县委组织部、中共永顺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县监察委员会 (原中共永顺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县监察

局)、保靖县人民检察院、保靖县民政局、花垣县交通运输

局、古丈县人民检察院、古丈县第一中学、凤凰县国家税务

局、凤凰县人民检察院、中共凤凰县委办公室、泸溪县国家

税务局、泸溪县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共吉首市委宣传部、吉

首市气象局、湘西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

省直机关工委 (３３个)

２０１４届:民主党派湖南省委机关、省农业农村厅机关

(原省农业委员会机关)、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机关、财政

部湖南监管局 (原财政部驻湖南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大唐石门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省第一测绘院、省质量和标准

化研究院、省第三测绘院、中共湖南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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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届: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机关、中国银监会湖南

监管局机关、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中心)、省医疗保障局

(原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管理服务局)、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湖

南分公司本部、长沙海关、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林业局

(原省林业厅)、省工商业联合会、省农业机械管理局、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天心支行、省文化厅、省机关事

务管理局、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省广播电视局 (原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湖南省郴州监狱、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
省气象台、省气候中心、省农业科学院 (含湖南杂交水稻研

究中心、省植物保护研究所)、湖南图书馆、湖南省长株潭

“两型社会”建设服务中心 (原中共湖南省长株潭 “两型社

会”试验区工作委员会)、快乐购有限责任公司 (原快乐购

物股份有限公司)
省委教育工委 (９个)

２０１４届:邵阳学院、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

２０１６届:湖南信息学院、湖南女子学院、湖南大众传

媒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科技职业学

院、湖南城市学院、长沙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省国资委 (１５个)

２０１４届: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汽

车城有限公司、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潭耒分公司、湖南省

水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届: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中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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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

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湖南省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本部)、湖南省第二工程有限公司、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分公司、湖南兵器资江机器有限公司、湖南神斧集团湘

南爆破器材有限责任公司、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

公司、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岳阳管理处

五、文明标兵单位 (１５３个)
长沙市 (１５个)

２０１４届:长沙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长沙市人民检察

院 (含星城地区人民检察院)、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３０４大

队、开福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原开福区政务服务中心)、雨

花区国家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湖南雷锋纪念馆、开福区地方税务局、芙蓉

区人民法院、湖南移动长沙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

公司长沙市分公司、长沙县地方税务局、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开福区国家税务局、长沙县国家税务局、湖南机

场股份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分公司

衡阳市 (８个)

２０１４届:蒸湘区人民检察院、祁东县国家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衡阳市第一中学、湖南省衡阳水文水资源勘

查局、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３０６大队、衡南县地方税务局、
雁峰区人民法院、蒸湘区国家税务局

株洲市 (１０个)

２０１４届: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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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原株洲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湖南省地勘局４１６队、炎陵县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６届:株洲市审计局、株洲市人民检察院、茶陵县

国家税务局、渌口区自然资源局 (原株洲县国土资源局)、
醴陵市国家税务局、湖南炎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市 (９个)

２０１４届:湖南省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韶山市财政局、
湘潭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２０１６届:中共湘潭市委宣传部、湘潭市人民检察院、
湘潭县国家税务局、湘潭市房地产产权监督管理处、岳塘区

人民检察院、雨湖区地方税务局

邵阳市 (１０个)

２０１４届:隆回县国家税务局、邵东县人民检察院、新

邵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２０１６届:邵阳市林业局、国电湖南宝庆煤电有限公司、
邵阳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邵阳县人民检察院、新邵县地

方税务局、邵阳县国家税务局、绥宁县人民医院

岳阳市 (９个)

２０１４届: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３１１大队、平江县人民

检察院、湘阴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２０１６届:华容县人民检察院、湘阴县人民检察院、临

湘市地方税务局、岳阳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岳阳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岳阳县国家税务局

常德市 (１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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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届:澧县审计局、常德市自来水公司、临澧县地

方税务局、鼎城区国家税务局、常德市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６届:中共常德市委政研室、武陵区国家税务局、
澧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汉寿县地方税务局、石门县教

育局、常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张家界市 (７个)

２０１４届:张家界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桑植县国家税

务局、国网武陵源区供电分公司

２０１６届:桑植县地方税务局、张家界市气象局、永定

区地方税务局、永定区国家税务局

益阳市 (８个)

２０１４届:赫山区畜牧水产事务中心 (原赫山区畜牧水

产局)、资阳区地方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网赫山区供电分公司、资阳区人民法院、
南县国家税务局、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桃江县国家

税务局、沅江市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郴州市 (１０个)

２０１４届:郴州市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国网苏仙区供电

分公司、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３０２大队

２０１６届:郴州市总工会、中国建设银行郴州市分行、
北湖区国家税务局、永兴县人民检察院、郴州市建设工程质

量安全监督站 (原郴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站)、
郴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原郴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湖南省夏

生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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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 (８个)

２０１４届: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４０９队、零陵区

地方税务局、湖南省双牌水电站

２０１６届: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永州市气象局、零陵

区财政局、蓝山县地方税务局、双牌县国家税务局

怀化市 (１０个)

２０１４届:湖南移动怀化分公司、洪江市地方税务局、
洪江区财政局

２０１６届:国网怀化供电公司、怀化市国家税务局、怀

化市地方税务局、怀化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怀化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鹤城分局、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芷江

侗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
娄底市 (９个)

２０１４届:娄底市人民检察院、娄底市气象局、新化县

国家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娄底分公司、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４１８队、娄星区国家税务局、冷

水江市人民检察院、涟源市审计局、国网新化县供电分公司

湘西自治州 (９个)

２０１４届:湘西自治州气象局、国网保靖县供电分公司、
永顺县地方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湘西自治州统计局、龙山县人民检察院、泸

溪县司法局、泸溪县人民检察院、吉首市城市供水总公司、
湖南移动湘西自治州分公司城区营销中心 (原湖南移动吉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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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分公司)
省直机关工委 (１４个)

２０１４届: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省水利水电勘

察设计研究总院、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气象灾害防御技

术中心 (原省防雷中心)

２０１６届: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监察委员会机

关 (原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监察厅机关)、湖南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机关、省人大常委会

机关、省财政厅、省人民防空办公室、省有色金属管理局、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

省委教育工委 (６个)

２０１４届: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生物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

２０１６届:湖南科技大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

南人文科技学院、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六、文明家庭 (１００户)

２０１６届

长沙市 (８户)
徐林家庭、胡怜众家庭、蒋建新家庭、邹爱华家庭、焦

广家庭、杜俊鸿家庭、欧阳振中家庭、熊壮家庭

衡阳市 (８户)
单玉平家庭、邓满秀家庭、黄明高家庭、李福生家庭、

李隆生家庭、刘雪梅家庭、巫爱桃家庭、钟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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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７户)
刘年哲家庭、宾春香家庭、罗立新家庭、王进家庭、张

孝辉家庭、盛鸾英家庭、欧阳山家庭

湘潭市 (４户)
黄桂英家庭、杨次云家庭、王艳家庭、彭线红家庭

邵阳市 (８户)
曾令超家庭、曾玉萍家庭、邓达鸣家庭、颜运莲家庭、

杨昌鑫家庭、黄生亮家庭、封秀英家庭、黄艳家庭

岳阳市 (８户)
杨其凡家庭、彭润湘家庭、戴桂香家庭、卢群芳家庭、

李立华家庭、李树章家庭、赵小玲家庭、陈杰夫家庭

常德市 (８户)
刘茂云家庭、汤金香家庭、孙龙进家庭、杨群康家庭、

王建喜家庭、张红卫家庭、罗建军家庭、张朝霞家庭

张家界市 (４户)
黄金玉家庭、尚军荣家庭、王次忠家庭、李世友家庭

益阳市 (６户)
曾安明家庭、李新民家庭、曾小元家庭、黄建明家庭、

胡朝晖家庭、陈润珍家庭

郴州市 (７户)
谭继红家庭、李春芝家庭、刘正平家庭、钟志平家庭、

陈书林家庭、欧阳海波家庭、曾杰毅家庭

永州市 (７户)
陈丽萍家庭、陈祚江家庭、雷巧英家庭、唐艳家庭、汪

—８２—



华明家庭、夏辉艳家庭、杨长秀家庭

怀化市 (７户)
曾祥来家庭、易荣贤家庭、欧俊楼家庭、石桃秀家庭、

刘钦凤家庭、郭美芳家庭、罗文英家庭

娄底市 (４户)
陈斌凯家庭、刘玲家庭、阳梦觉家庭、尹风发家庭

湘西自治州 (５户)
黄长龙家庭、田际胜家庭、龙晓飞家庭、谭春燕家庭、

吴兴花家庭

省直机关工委 (３户)
刘正华家庭、吴九聪家庭、伍爱茹家庭

省委教育工委 (３户)
杨涤尘家庭、刘健文家庭、高永毅家庭

省国资委 (２户)
刘晓薇家庭、邓小山家庭

省文资委 (１户)
徐亚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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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认定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名单

(共１６０个)

　　一、文明单位 (８３个)
长沙市 (５个)

２０１６届: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长沙

市芙蓉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天心区税务局、国家

税务总局宁乡市税务局、长沙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衡阳市 (１２个)

２０１４届:衡阳海关、衡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常宁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珠晖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衡山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耒阳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衡阳市南岳区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衡阳市石鼓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衡阳市珠晖区税

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衡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衡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株洲市 (５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攸县税务局、芦淞区自然资源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天元区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株洲市石峰区税务局、株洲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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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湘潭市 (１个)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湘乡市税务局

邵阳市 (５个)

２０１４届: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洞口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新宁县税务局、洞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洞口县人民防空

办公室)、双清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岳阳市 (８个)

２０１４届: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江岳阳航道处、
国家税务总局岳阳经开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岳阳市南湖

新区税务局、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岳阳市君山区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华容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湘阴县税务局

常德市 (６个)

２０１４届: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常德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安乡县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常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常

德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国家税务总局澧县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张家界市 (２个)

２０１４届:张家界市永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６届:张家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益阳市 (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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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益阳市赫山区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益阳市大通湖区税务局、资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益

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郴州市 (１２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资兴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宜章县税务局、郴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含重点建设项目

事务中心)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桂阳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嘉禾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临武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汝城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桂东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安仁县税务局、郴州海关、郴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郴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永州市 (８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道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宁

远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东安县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永州市冷水滩区税务局、永州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冷水滩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

局江永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新田县税务局

怀化市 (７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新晃侗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

税务总局芷江侗族自治县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沅陵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辰溪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怀化市洪江区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会同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通道侗族自治县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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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市 (１个)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湘西自治州 (５个)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湘西州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泸溪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凤凰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湘西州经济开发区税务局、湘西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直机关工委 (２个)

２０１６届: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银保监局

二、文明标兵单位 (７７个)
长沙市 (９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雨花区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国家税务总局长沙

市税务局 (含市局派出机构)、长沙市房屋交易管理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岳麓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市开

福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长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

局、国家税务总局长沙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浏阳市税

务局

衡阳市 (４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衡阳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祁东县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衡阳市蒸湘区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常宁市税务局

株洲市 (３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株洲市税务局 (含市局派出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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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茶陵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醴陵市税务局

湘潭市 (７个)

２０１４届:湘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湘潭

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市岳塘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

局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韶山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湘潭市雨湖区税务局

邵阳市 (４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邵阳市税务局 (含市局派出机

构)、国家税务总局隆回县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邵阳市人民防空

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新邵县税务局

岳阳市 (６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岳阳市税务局 (含市局派出机

构)、国家税务总局岳阳市云溪区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家税务总局平

江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临湘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岳

阳县税务局

常德市 (８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常德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常德市鼎城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桃源县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石门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临澧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常德市武陵区税务局、国家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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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总局汉寿县税务局、常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张家界市 (５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张家界市税务局 (含市局派出

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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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张家界市永定区税务局、国家

税务总局桑植县税务局

益阳市 (４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益阳市资阳区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益阳市税务局 (含市局派出机构)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南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桃

江县税务局

郴州市 (３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郴州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郴州市税务局 (含市局派出机

构)、国家税务总局郴州市北湖区税务局

永州市 (６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永州市零陵区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永州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祁阳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双牌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江华瑶族自治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蓝山县税务局

怀化市 (５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中方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洪江市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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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届: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怀化监管分局

(原保监会在怀化市没有机构)、国家税务总局怀化市税务

局、国家税务总局溆浦县税务局

娄底市 (６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娄底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涟源市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娄底市娄星区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冷水江市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双峰县税务局、国家

税务总局新化县税务局

湘西自治州 (４个)

２０１４届:国家税务总局花垣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

永顺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龙山县税务局

２０１６届:国家税务总局古丈县税务局

省直机关工委 (３个)

２０１４届:省委网信办、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含省局派出机构和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２０１６届:长沙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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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恢复荣誉称号单位名单

(共４个)

　　一、文明单位 (３个)
娄底市公路管理局、娄底市娄星区乐坪街道办事处机

关、涟源市民政局

二、文明标兵单位 (１个)
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本部) [原湖南省建筑工程集

团总公司 (本部)]

—７３—



附件４

撤销荣誉称号单位名单

(共１５个)

　　一、文明县城 (１个)
祁阳县

二、文明村镇 (４个)
衡山县永和乡、渌口区渌口镇 (原株洲县渌口镇)、溆

浦县卢峰镇高田村、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镇

三、文明单位 (８个)
隆回县林业局、澧县人民医院、汉寿县第一中学、湖南

幼儿师范专科学校、郴州日报社、汝城县土桥镇政府机关、
新化县环境保护局、省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司

四、文明标兵单位 (２个)
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８３—



附件５

黄牌警告单位名单

(共１５个)

　　一、文明村镇 (１个)
衡南县咸塘镇

二、文明单位 (１４个)
衡阳市科学技术局、湖南地质测绘院、株洲市生态环境

局 (原株洲市环境保护局)、株洲市商务和粮食局、桃源县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国网汉寿县供电分公司、常德市规划

局、桃江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烟草专

卖局 (分公司)、娄底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新化县农

业局、花垣县边城高级中学、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省生态环境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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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６

终止荣誉称号单位名单

(共７个)

　　一、文明村镇 (１个)
湘乡市东郊乡西北村

二、文明单位 (６个)
湖南海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湘潭市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局、岳阳市运管处、岳阳市国家税务局巴陵分局、永州

市物价局、湖南长丰汽车沙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５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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