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文明城市（23个）
城市：永州市、怀化市，湘乡市、津市市、

资兴市、洪江市
城区：冷水滩区、洪江区
县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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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个）
长沙市（10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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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乡县历经铺街道紫云
村、宁乡县花明楼镇炭子冲村

衡阳市（8个）：衡南县咸塘镇、衡山县永
和乡、衡东县白莲镇马房村、祁东县归阳镇、
常宁市水口山镇大渔村、 雁峰区岳屏镇兴隆
村、石鼓区角山乡三星村、蒸湘区雨母山镇临
江村

株洲市（9个）：天元区三门镇响水村、云
龙示范区龙头铺街道蛟龙村、芦淞区白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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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县淦田镇、茶
陵县腰潞镇

湘潭市（3个）：湘潭县乌石镇、湘潭县中
路铺镇、韶山市韶山乡黄田村

邵阳市（10个）：新邵县潭府乡、邵东县仙
槎桥乡青山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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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市邓元泰镇渡头桥村、洞口县
古楼乡古楼村、北塔区陈家桥乡、大祥区板桥
乡

岳阳市（5个）：岳阳县杨林乡、华容县东
山镇、华容县章华镇五星村、湘阴县三塘镇、
屈原管理区营田镇荷花村

常德市（13个）：石门县新关镇、石门县易
家渡镇、石门县壶瓶山镇、石门县南北镇薛家
村、 石门县三圣乡山羊冲村、 鼎城区周家店
镇、汉寿县洋淘湖镇、桃源县郑家驿乡、临澧
县修梅镇、澧县城头山镇万兴村、汉寿县毛家
滩乡教门岗村、桃源县九溪乡、澧县澧西街道
向阳村

张家界市（5个）：永定区沙堤乡赫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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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五道
水镇桑植坪村

益阳市（6个）：赫山区欧江岔镇、资阳区
迎风桥镇、 南县浪拔湖镇、 桃江县鲊埠回族
乡、桃江县牛田镇、沅江市阳罗洲镇

郴州市（8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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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水滩区高溪市镇、零陵
区石山脚街道悟山里村、东安县芦洪市镇、江
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塘头坪村、 蓝山县新圩
镇上清涵村、蓝山县犁头瑶族乡

怀化市（13个）：鹤城区坨院街道山下村、
沅陵县借母溪乡、 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五宝
田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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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镇陈家湾村、中方县中方镇竹站村、洪江市
沙湾乡老屋背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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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镇

娄底市（5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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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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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潭洗镇、吉首市矮寨镇

三、文明行业（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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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个）
长沙市（44个）：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芙蓉交警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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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公司）、浏阳市中医医院、宁乡县
国家税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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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长沙市委组
织部、长沙教育学院、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
长沙市周南梅溪湖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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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市人民政府外事侨
务办公室、国网长沙供电分公司、望城区国家
税务局、 长沙县人民检察院、 长沙市实验中
学、长沙市财经学校、湖南移动浏阳分公司、
长沙供水有限公司第四制水分公司、 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宁乡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芙蓉区地方税务局

衡阳市（36个)：中共衡阳市委宣传部、中
共衡阳市委党校、 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
院、衡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衡阳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衡阳市农村商业银行、衡阳市科
学技术局、国网衡阳供电公司、湖南省地质测
绘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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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祁东县烟
草专卖局（分公司）、祁东县气象局、常宁市审
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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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峰区高兴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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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个）：株洲高新区（天元区）财
政局、天元区嵩山街道办事处、天元区地方税
务局、 炎陵县国家税务局、 炎陵县地方税务
局、湖南茶陵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
陵县公安局交警大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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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陵华鑫电瓷电器有限公司、醴陵市
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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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第四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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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海
利株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石峰区地方税务
局、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株洲市房产局、
株洲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株洲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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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农业委员会、国家统计局株洲调查队、株洲市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株洲市商务和粮食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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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政协湘潭市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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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
审计局、湘潭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湘潭市
环境保护局、 湘潭市气象局、 共青团湘潭市
委、湘潭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国家统计局湘
潭调查队、湘潭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中共
湘潭县委宣传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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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监察局）、人保财险岳塘支
公司、湘乡市气象局

邵阳市（35个）：邵阳市农业委员会、国网
邵阳客服中心、 邵阳市商务局、 邵阳市司法
局、邵阳市交警支队、邵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邵阳市科学技术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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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县国土资源局、隆回县审计局、隆
回县林业局、 武冈市第一中学、 武冈市审计
局、武冈市国家税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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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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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有限公司邵阳分公司

岳阳市（35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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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湘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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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岳阳市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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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阳市国家税务局巴陵分
局、岳阳市气象局、岳阳市第一中学、湖南高速
公路岳阳管理处

常德市（42个）：中共常德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市监察局）、中共常德市委统战部、常德市
直机关工委、中共常德市委老干部局（市老干
活动中心）、常德市公安局、常德市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常德市规划局、常德市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常德海关、常德市国家税务局第一
稽查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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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市公用事业局、常德广播电视大学、常德市
第一中学、常德市农业委员会、常德财经中等
专业学校、中共武陵区委宣传部、常德市公安
局武陵区分局、 鼎城区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国网汉寿县供电分公司、 桃源县第一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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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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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个）：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张家界分行、张家界市地方海事局、张家
界市中级人民法院、张家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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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公
司、 张家界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
中国工商银行张家界永定支行、张家界市规划
管理局永定分局、张家界天门小学、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陵源区支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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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审计局、桑
植县公安消防大队

益阳市（24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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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区林业局、南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南县政务服务中心、桃江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国网桃江县供电分公司、桃江县
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沅江市地方税务局、沅江
市财政局、湖南安化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化县政协机关、安化县文昌阁学校、大通
湖区国家税务局、益阳市人民检察院、益阳市
总工会、湖南省地质矿产勘察开发局414队、益
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国家统计局益阳调查
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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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个）：郴州市委办公室、郴州市
委组织部、郴州市委宣传部、郴州市林业局、郴
州市国土资源局、 郴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郴
州市公安局、郴州市城乡规划局、郴州市道路
运输管理处、 郴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郴州市地方海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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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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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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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共桂
阳县委宣传部

永州市（32个）：中共永州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市监察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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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市民政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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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区徐家井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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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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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
水文水资源勘测局、中共怀化市委党校、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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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县财政局、中方县国家税务局、洪江市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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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江区中
山路小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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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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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个）：中共娄底市纪律检查委
员会（市监察局）、中共娄底市委组织部、娄底
市司法局、湖南电信娄底分公司、娄底市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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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涟源市妇幼保健院、涟源
市第一中学、双峰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国
网双峰县供电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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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县农业局、新化县人民
检察院、新化县环境保护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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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个）：湘西自治州工商行
政管理局、湘西自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湘西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湘西自治州人民检察
院、中共湘西自治州委宣传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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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首大学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中共龙山县委
党校、龙山县气象局、永顺县气象局、中共永
顺县委组织部、保靖县人民检察院、保靖县民
政局、花垣县交通运输局、花垣县边城高级中
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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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自
治州地方税务局、国网湘西客户服务中心、中
共永顺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县监察局）、湘西
自治州民政局、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

省直机关工委（31个）：中共湖南省委统
战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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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环境
保护厅、省地质中学、省电力线路器材有限公
司、湖南澧水流域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省林业厅、省工商业联合
会、省农业机械管理局、省教育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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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出版广电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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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署驻长沙特派员办事
处、湖南图书馆、中共湖南省长株潭“两型社
会”试验区工作委员会（湖南省长株潭“两型
社会”试验区建设管理委员会）、快乐购物股
份有限公司

省委教育工委（9个）：湖南信息学院、湖
南女子学院、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大
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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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个）：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本部）、中建五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路桥

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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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文明标兵单位（134个）
长沙市（12个）：湖南雷锋纪念馆、开福区

地方税务局、芙蓉区人民法院、浏阳市国家税
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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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

衡阳市（8个）：衡阳市人民检察院、衡阳
市审计局、衡阳市第一中学、衡阳市水文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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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株洲市教育局、株洲市审计
局、株洲市人民检察院、株洲高科集团有限公
司、茶陵县国家税务局、株洲县国土资源局、大
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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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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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中心医院、岳
塘区人民检察院、雨湖区地方税务局

邵阳市（8个）：邵阳市林业局、国电湖南
宝庆煤电有限公司、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邵阳管理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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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县国家税务局、岳阳
县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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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中
学、岳阳县国家税务局

常德市（13个）：中共常德市委办公室（市
委政研室）、常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常德市
政协机关、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常德市交通
运输局、常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常德市审
计局、武陵区国家税务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常德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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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桑植县地方税务局、张
家界市审计局、张家界市国家安全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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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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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化县审计局

郴州市（9个）：郴州市政协机关、郴州市
总工会、郴州市地方税务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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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站、
郴州市公安消防支队、湖南省夏生实业公司

永州市（7个）：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永
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永州市中心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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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国网怀化供电分公司、怀
化市国家税务局、怀化市地方税务局、怀化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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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个）：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娄底分公司、 娄底市城市管理和行政
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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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古丈县国家税务局、
龙山县人民检察院、吉首市城市供水总公司、
泸溪县司法局、泸溪县人民检察院、湖南移动
吉首市分公司、湘西自治州统计局

省直机关工委 （12个）：中共湖南省纪律
检查委员会（省监察厅）机关、省人民检察院、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
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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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秦希燕
联合律师事务所、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省委教育工委 （4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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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国资委（1个）：湖南省交通规划勘察设
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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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2016届文明城市、文明村镇、
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公示公告

根据湘办发〔2004〕16号文件和湘文明委
〔2016〕9号文件精神，经省文明委领导同意，现对
湖南省2016届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
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名单予以公示，听取社会
各界意见，接受广大群众监督。如有意见和建议，

可通过信函、邮件、电话等方式自公示之日起向
湖南省文明办反映。为便于了解情况，来信、来电
等请签署或告知本人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

公示时间：2017年2月27日至2017年3月7日
联系电话：0731-82217445

� � � �地址： 长沙市韶山北路1号湖南省文明办创
建指导处

邮政编码：410011� � � �
� � � �湖南省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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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2016届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标兵单位公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