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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拟推荐
省级文明单位名单(633个)

中共烟台市芝罘区委办公室
烟台市芝罘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烟台市芝罘区政协办公室
中共烟台市芝罘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烟台市芝罘区委组织部
中共烟台市芝罘区委宣传部
中共烟台市芝罘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烟台市芝罘区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烟台市芝罘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烟台市芝罘区考核评价中心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法院
烟台市芝罘区人民检察院
烟台市芝罘区发展和改革局
烟台市芝罘区教育和体育局
烟台市芝罘区财政局
烟台市芝罘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烟台市芝罘区文化和旅游局
烟台市芝罘区卫生健康局
烟台市芝罘区审计局
烟台市芝罘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烟台市芝罘区信访局
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办事处
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街道办事处
烟台港城中学
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芝罘区税务局
烟台市芝罘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中共烟台市福山区委办公室
烟台市福山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烟台市福山区政协办公室
中共烟台市福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烟台市福山区委组织部
中共烟台市福山区委宣传部
中共烟台市福山区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烟台市福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烟台市福山区考核评价中心
烟台市福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烟台市福山区财政局
烟台市福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烟台市福山区交通运输局
烟台市福山区文化和旅游局
烟台市福山区卫生健康局
烟台市福山区应急管理局
烟台市福山区审计局
烟台市福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烟台市福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烟台市福山区统计局
烟台市福山区信访局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福山区税务局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街道办事处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办事处
烟台市福山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福山第一中学
中国烟台赫尔曼·格迈纳尔中学
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福山管理站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办事处
烟台市莱山区滨海路街道办事处
中共烟台市莱山区委办公室
中共烟台市莱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烟台市莱山区委组织部
中共烟台市莱山区委宣传部
中共烟台市莱山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烟台市莱山区委政法委员会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烟台市莱山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烟台市莱山区政协办公室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
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检察院
烟台市莱山区发展和改革局
烟台市莱山区财政局
烟台市莱山区自然资源局
烟台市莱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烟台市莱山区卫生健康局
烟台市莱山区审计局
烟台市莱山区统计局
烟台市莱山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莱山区税务局
烟台永铭中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莱山支行
山东黄海明珠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中共烟台市牟平区委办公室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共烟台市牟平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烟台市牟平区委组织部
中共烟台市牟平区委宣传部
中共烟台市牟平区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烟台市牟平区委老干部局
烟台市牟平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烟台市牟平区政协办公室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检察院
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办事处
烟台市牟平区教育和体育局
烟台市牟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烟台市牟平区审计局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和旅游局
烟台市牟平区中医医院
国家统计局牟平调查队
烟台市牟平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烟台市牟平区气象局

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牟平管理站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牟平区税务局
国网山东烟台市牟平区供电公司
山东牟平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牟平支行
中共烟台市蓬莱区委组织部
中共烟台市蓬莱区委宣传部
中共蓬莱市委党校
烟台市蓬莱区人民检察院
蓬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烟台市蓬莱区残疾人联合会
烟台市蓬莱区教育和体育局
烟台市蓬莱区财政局
烟台市蓬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烟台市蓬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烟台市蓬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烟台市蓬莱区交通运输局
烟台市蓬莱区文化和旅游局
烟台市蓬莱区卫生健康局
蓬莱市人民医院
蓬莱阁景区管理中心
烟台市蓬莱区审计局
蓬莱市葡萄与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烟台市蓬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蓬莱市气象局
烟台市蓬莱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蓬莱市税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蓬莱海关
国家统计局蓬莱调查队
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蓬莱管理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蓬莱海事处
山东蓬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山东烟台市蓬莱区供电公司
烟台港集团蓬莱港有限公司
蓬莱市供水总公司
海阳市人民检察院
海阳市方圆街道办事处
海阳市东村街道办事处
海阳市发展和改革局
海阳市财政局
海阳市公安局
海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海阳市农业农村局
烟台市海阳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海阳市税务局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海阳市分公司
海阳龙凤热电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海阳市支行
海阳市考核评价中心
海阳市审计局
山东省海阳核电装备制造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国网海阳市供电公司
山东海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阳海关
中共莱阳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莱阳市人民检察院
中共莱阳市委党校
莱阳市发展和改革局
莱阳市公安局
莱阳市财政局
莱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莱阳市农业农村局
莱阳市审计局
莱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莱阳市信访局
山东省莱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莱阳市城厢街道办事处
莱阳市龙旺庄街道办事处
国家税务总局莱阳市税务局
烟台市莱阳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国网莱阳市供电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莱阳市分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阳市支行
恒丰银行莱阳支行
山东莱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烟台监狱
山东省莱阳卫生学校
山东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莱阳分公司
中央防汛抗旱物资山东储备库管理处
山东鲁花集团有限公司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鸿达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盛隆集团
山东盛华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泰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共栖霞市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栖霞市委组织部
中共栖霞市委宣传部
栖霞市人民法院
栖霞市人民检察院
栖霞市翠屏街道办事处
栖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栖霞市民政局
胶东革命烈士陵园管理中心
栖霞市财政局
栖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栖霞市发展和改革局
栖霞市商务局
栖霞市中医医院
栖霞市融媒体中心
栖霞市牟氏庄园管理处
栖霞市交通运输局
烟台市栖霞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栖霞市税务局
山东栖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栖霞市供电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栖霞市支行
恒丰银行栖霞支行
龙口市东莱街道办事处
龙口市徐福街道办事处
龙口市东江街道办事处
中共龙口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龙口市委宣传部
中共龙口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龙口市人民检察院
龙口市教育和体育局
龙口市实验小学
龙口市第一中学
龙口市新民学校
龙口市应急管理局
龙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龙口市人民医院
龙口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龙口市融媒体中心
烟台市龙口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龙口管理站
龙口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龙口市文化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龙口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龙口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龙口市税务局
龙口市气象局
龙口港集团有限公司
龙口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龙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龙口市分公司
华电龙口股份有限公司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博商股份有限公司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胜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隆基集团有限公司
兴民智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招远市委办公室
招远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招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招远市政协办公室
中共招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招远市委组织部
中共招远市委宣传部
中共招远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招远市委政法委员会
招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招远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招远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共招远市委党校
中共招远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招远市人民法院
招远市科学技术局
招远市公安局
招远市财政局
招远市交通运输局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招远分局
招远市统计局
烟台市招远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招远市税务局
招远市气象局
山东招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招远市供电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招远市分公司
山东省第六地质矿产勘查院
山东中矿集团有限公司
玲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康泰实业有限公司
山东国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都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中共莱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莱州市委党校
莱州市妇女联合会
莱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莱州市人民法院
莱州市人民检察院
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办事处
山东省莱州中华武校
莱州市第一中学
莱州市双语学校
莱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莱州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莱州市园林建设养护中心
莱州市交通运输局
莱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莱州市水务局
莱州市卫生健康局
莱州市审计局
莱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莱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烟台市莱州荣军医院
莱州市统计局
莱州市检验检测中心
莱州市市民之家服务中心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办事处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办事处
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莱州管理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莱州海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莱州海关
莱州市气象局
国家统计局莱州调查队
山东莱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莱州市支行
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莱州市分公司
华电莱州发电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莱州市税务局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山街道办事处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办事处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街道办事处
中共烟台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党群工作部
中共烟台市纪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员会
中共烟台市委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办公室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检察院
烟台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海关驻八角办事处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烟台市教育局开发区分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开发区分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交通局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管理部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群工作部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烟台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长岛综合试验区工委管委办公室
中共烟台市委长岛综合试验区工委党校
长岛综合试验区财政金融局
烟台市公安局长岛综合试验区分局
烟台市审计局长岛综合试验区分局
长岛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长岛县税务局
烟台市长岛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长岛县气象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岛县支行
山东长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长岛县分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长岛海事处
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消防救援大队
烟台市昆嵛山林场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群工作部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财政局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农业农村和经济发展局
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急管理局
中共烟台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烟台市监察委员会）
烟台廉政教育基地管理处
烟台市专用通信局
烟台市保密技术检查服务中心
烟台东山宾馆
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
中共烟台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
烟台市高层次人才管理服务中心
中共烟台市委老干部局
烟台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烟台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
中共烟台市委讲师团
中共烟台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烟台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中共烟台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烟台市委台港澳工作办公室
烟台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办公室
烟台海外联谊会办公室
中共烟台市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烟台市委政策研究室
中共烟台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烟台市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
烟台市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中心
烟台市信访局
烟台市信访信息中心
烟台市档案馆
中共烟台市委党史研究院
中共烟台市委党校
共青团烟台市委
烟台市青少年宫
烟台市妇女联合会
烟台市科学技术协会
烟台市残疾人联合会
烟台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烟台市红十字会
烟台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烟台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服务中心
烟台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烟台口岸服务中心
烟台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联络处
烟台市政协办公室
烟台市政协机关服务中心
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检察院
烟台市价格认证中心
烟台市粮油质量检测中心
烟台市能源综合执法支队
烟台市军粮供应中心
烟台市价格监测中心
烟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正海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啤酒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三环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教育局
烟台市教育装备与技术研究中心（烟台市电化教育馆）
烟台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烟台经济学校）
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
烟台市市级机关幼儿园
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烟台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烟台市牟平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
烟台工贸技师学院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烟台市科学技术局
烟台生产力促进中心
烟台市公安局
烟台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
烟台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烟台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烟台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
烟台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
烟台市公安局机场分局
烟台市公安局昆嵛山保护区分局
烟台市民政局
烟台市救助管理站
烟台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烟台市慈善总会办公室
烟台市财政集中支付中心
烟台市财政局
烟台市财政预算评审中心
烟台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烟台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烟台市劳动监察支队
烟台市人力资源考试中心
烟台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院
烟台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烟台市土地储备中心
烟台市地质环境监测站
烟台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烟台市土地利用规划站
烟台市城市规划展示馆
烟台市城市规划编研中心
烟台市生态环境局
烟台市环境执法支队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烟台市国有土地房屋征收补偿中心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产经营与物业服务中心
烟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执法监察支队
烟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交易中心
烟台市城市管理局
烟台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服务中心
烟台市热力有限公司
烟台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
烟台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烟台市环境卫生管理中心
烟台市城市排水服务中心
烟台市市政养护中心
烟台市园林建设养护中心
烟台市交通运输局
烟台市交通运输监察支队
烟台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渤海轮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烟台港引航站
烟威高速公路管理处
山东方正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烟台市水利局
烟台市农业农村局
烟台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山东省烟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山东省蚕业研究所
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
烟台市海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
烟台市海洋经济研究院
烟台市商务局
烟台市会展业服务中心
烟台三站批发交易市场服务中心
烟台市投资促进中心
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
烟台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
烟台山文物管理中心
烟台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烟台图书馆
烟台市博物馆
烟台市文化馆
烟台美术博物馆
烟台画院
烟台市旅游公共服务中心
烟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烟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烟台市口腔医院
烟台市中心血站
烟台市奇山医院
烟台市120急救指挥中心
山东省烟台护士学校
烟台市计划生育协会机关
烟台市医疗保障服务中心
烟台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烟台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烟台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山东省烟台军用饮食供应站
烟台市审计局
烟台市政府投资审计服务中心
烟台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泰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交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烟台汽车总站
烟台市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山东烟台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下转第七版）

按照省文明委《关于做好2020年度省级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社区评选工作的通知》精神，烟台市文明办在全市组织开展了2020年度省级文明单位、文明村镇、文明社区的复查申报推荐工作。经严格评审，并
征求了有关监督部门的意见，研究确定了拟推荐名单。为增加评选工作透明度，接受群众监督，现将名单予以公示。如有意见和建议，可通过电话、邮件、信函等方式向烟台市文明办反映。

公示时间：2020年11月25日—2020年11月27日；联系电话：6789712；电子邮箱：ytwmdw@163.com；通讯地址：烟台市莱山区芙蓉路6号5010房间。
烟台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20年11月25日

烟台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关于拟推荐
2020年度省级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的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