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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城市（24个）
城市：张家界市、醴陵市、临湘市、汨罗市、

吉首市
城区：永定区、武陵源区
县城：衡阳县、衡南县、洞口县、澧县、安乡

县、汉寿县、慈利县、桃江县、临武县、嘉禾县、双
牌县、道县、通道县、麻阳县、溆浦县、沅陵县、新
化县

二、文明村镇（152个）
长沙市（13个）：岳麓区雨敞坪镇、浏阳市柏

加镇、宁乡市夏铎铺镇、望城区茶亭镇静慎村、
长沙县果园镇新明村、浏阳市永安镇坪头村、宁
乡市大成桥镇鹊山村、雨花区跳马镇新田村、岳
麓区含浦街道芝字港村、 望城区铜官街道彩陶
源村、长沙县福临镇金牛村、浏阳市大瑶镇南山
村、宁乡市坝塘镇保安村

衡阳市（13个）：衡南县泉溪镇、衡阳县台源
镇、石鼓区角山乡、衡南县泉溪镇喇叭堰村、衡
阳县金兰镇金沙村、衡东县白莲镇白莲村、耒阳
市新市镇兴龙村、南岳区南岳镇红星村、雁峰区
岳屏镇山林村、雁峰区黄茶岭街道白沙村、石鼓
区黄沙湾街道松木村、珠晖区和平乡新华村、蒸
湘区雨母山镇幸福村

株洲市（14个）：荷塘区仙庾镇、攸县皇图岭
镇、醴陵市沩山镇、茶陵县秩堂镇马吉村、茶陵
县枣市镇洞头村、攸县鸾山镇新和村、醴陵市孙
家湾镇孙家湾村、醴陵市白兔潭镇汆溪村、渌口
区朱亭镇浦湾村、渌口区龙船镇堂市村、芦淞区
白关镇楠木山村、芦淞区白关镇卦石村、荷塘区
仙庾镇徐家塘村、攸县网岭镇罗家坪村

湘潭市（6个）：湘乡市白田镇、湘潭县乌石
镇乌石峰村、湘乡市白田镇东茅村、湘乡市龙洞
镇楠香村、岳塘区荷塘街道荷塘村、岳塘区东坪
街道联合村

邵阳市（13个）：新宁县黄龙镇、绥宁县长铺
镇、邵东县堡面前乡大羊村、新邵县寸石镇南岳
村、隆回县七江镇棉花园村、洞口县雪峰街道双
联村、绥宁县东山乡东山村、城步苗族自治县丹
口镇桃林村、武冈市文坪镇双龙兴村、新宁县崀
山镇连山村、大祥区板桥乡召伯村、双清区滨江
街道寒梅村、北塔区田江街道苗儿村

岳阳市（9个）：湘阴县鹤龙湖镇、华容县万
庾镇、 临湘市羊楼司镇、 平江县伍市镇童家塅
村、 湘阴县静河镇红旗村、 湘阴县金龙镇燎原
村、屈原管理区凤凰乡河泊潭村、汨罗市白水镇
西长村、汨罗市汨罗镇武夷山村

常德市（13个）：石门县白云镇、汉寿县百禄
桥镇、澧县城头山镇、武陵区芦荻山乡黄爱村、
鼎城区草坪镇兴隆街村、 汉寿县岩汪湖镇陈军
堤村、桃源县热市镇龙家嘴村、临澧县停弦镇福
船村、澧县澧南镇双荷村、安乡县大湖口镇潭子
口村、津市市毛里湖镇樟树村、鼎城区花岩溪镇
湖江坪村、澧县城头山镇国富村

张家界市（5个）：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
永定区教字垭镇七家坪村、 慈利县零阳镇龙峰
村、桑植县马合口乡梭子丘村、武陵源区协和乡
杨家坪村

益阳市（10个）：资阳区茈湖口镇、安化县南
金乡、桃江县修山镇、南县南洲镇南洲村、大通
湖区千山红镇大西港村、 安化县马路镇云台山
村、赫山区欧江岔镇牌口村、桃江县大栗港镇朱
家村、资阳区迎风桥镇邹家桥村、沅江市胭脂湖
街道三眼塘村

郴州市（14个）：北湖区华塘镇、苏仙区飞天
山镇、 桂阳县仁义镇、 北湖区保和瑶族乡小埠
村、苏仙区栖凤渡镇庄门村、资兴市唐洞街道茶
坪瑶族村、桂阳县洋市镇庙下村、宜章县白石渡
镇高龙桥村、永兴县高亭司镇大元村、嘉禾县塘
村镇增嘉村、临武县汾市镇白石村、汝城县文明
瑶族乡沙洲瑶族村、桂东县大塘镇春风村、安仁
县永乐江镇新安村

永州市（13个）：冷水滩区普利桥镇、宁远县
仁和镇、冷水滩区牛角坝镇牛角圩村、零陵区南
津渡街道香零山村、祁阳县浯溪街道小江村、东
安县芦洪市镇溪源村、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
道县清塘镇楼田村、 江华瑶族自治县湘江乡桐
冲口村、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刘家庄村、宁远县
湾井镇下灌村、新田县骥村镇黄公塘村、蓝山县
楠市镇上下村

怀化市（13个）：沅陵县明溪口镇、通道侗族
自治县菁芜洲镇、辰溪县火马冲镇大桥村、溆浦
县桥江镇独石村、溆浦县北斗溪镇坪溪村、新晃
侗族自治县波洲镇柳寨村、 鹤城区黄岩旅游度
假区大坪村、洪江市龙船塘瑶族乡翁朗溪村、中
方县铜湾镇麻溪江村、 洪江区桂花园乡茅头园
村、 会同县堡子镇上坊村、 会同县广坪镇西楼
村、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文溪乡宝江村

娄底市（7个）：新化县吉庆镇、娄星区杉山
镇万乐村、娄星区蛇形山镇秋湖村、冷水江市禾
青镇炉竹村、涟源市桥头河镇竹则村、双峰县三
塘铺镇东方村、新化县田坪镇万龙村

湘西自治州（9个）：凤凰县麻冲乡、龙山县
苗儿滩镇、 保靖县毛沟镇、 吉首市矮寨镇补点
村、泸溪县浦市镇马王溪村、古丈县默戎镇龙鼻
嘴村、花垣县补抽乡吉久村、保靖县迁陵镇和平
村、永顺县高坪乡场坪村

三、文明单位（451个）
长沙市（40个）：中共芙蓉区委宣传部、天心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岳麓区西湖街道办事处、中
共雨花区委宣传部、长沙县城市管理局、长沙高
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长沙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中共长沙市纪律检查
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中共长沙市委政法委员

会、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长沙市教育局、长沙市
交通运输局、长沙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长沙
市第二社会福利院、长沙市固体废弃物管理处、
芙蓉区定王台街道办事处、天心区审计局、岳麓
区教育局、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
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浏阳市供电分公司、宁
乡市玉潭街道办事处、高新区麓谷街道办事处、
长沙市总工会、长沙市政协机关、长沙市城市管
理和行政执法局、长沙新奥燃气有限公司、长沙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开福区文体新局、望城区发
展和改革局、浏阳市人民法院、宁乡市人民检察
院、湖南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开福区清
水塘街道办事处、雨花区东塘街道办事处、长沙
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国家税务总局望城区税
务局、长沙市排水设施运行服务中心、长沙市信
访局、中共长沙市委政策研究室

衡阳市（38个）：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中
共衡阳市委老干部局、 衡阳市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衡阳市教育局、衡阳市民政局、衡阳
市人民防空办公室、衡阳市气象局、衡阳市财政
局、中国农业银行衡阳分行、衡南县农村商业银
行、国家税务总局衡南县税务局、衡南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国家税务总局衡阳县税务局、衡阳
县气象局、衡山县人民检察院、衡山县财政局、
衡山县九观桥水库管理所、衡山县公路局、中共
衡东县委宣传部、 中共衡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衡东县税务局、祁
东县审计局、祁东县人民检察院、国网湖南省电
力有限公司常宁市供电分公司、常宁市中医院、
耒阳市人民法院、耒阳市人民检察院、南岳区门
票管理处、国家税务总局雁峰区税务局、雁峰区
人民检察院、中共雁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
委员会）、衡阳市工商局石鼓分局、珠晖区民政
局、中共蒸湘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衡阳市工商局高新分局、蒸湘区审计局、湖南移
动衡阳分公司、衡东县农村商业银行

株洲市（33个）：株洲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天元区教育局、天元区自然资源局、炎陵县
农业农村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炎陵县
供电分公司、茶陵县公安局、国网湖南省电力有
限公司茶陵县供电分公司、 茶陵县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攸县财政局、攸县林业局、醴陵市渌江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醴陵市卫生健康局、醴
陵市农村商业银行、 渌口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
局、渌口区委老干部局、国家税务总局渌口区税
务局、株洲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芦淞区董家塅街
道办事处、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湖南千
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荷塘区人民法院、国
家税务总局荷塘区税务局、 荷塘区金山街道办
事处、石峰区自然资源局、石峰区田心街道办事
处、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株洲湘火炬火花塞
有限责任公司、株洲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株洲市
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株洲市总工会、株洲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株洲市水利局

湘潭市（20个）：湘潭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中
共湘潭市委统战部、湘潭市公安局、湘潭市中级
人民法院、湘潭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湘潭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湘潭市商务局、湘潭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中共湘潭市委党校、湘潭广播电视大
学、 湘潭市国家安全局、 湘潭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中共湘潭县委组织部、湘潭县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湘潭县京湘供水有限责任公司、湘乡
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湘乡市供电分公司、中共韶山市委宣传部、
韶山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人保财险湘乡支
公司

邵阳市（37个）：中共邵阳市委办公室、中共
邵阳市委宣传部、邵阳市民政局、邵阳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邵阳市水文局、 邵阳市审计
局、邵阳市统计局、邵阳市总工会、邵阳广播电
视台、中共邵东县委党校、邵东县人民医院、新
邵县公路管理局、 中国邮政管理公司湖南省新
邵县分公司、中共隆回县委党校、隆回县烟草专
卖局（分公司）、洞口县林业局、洞口县教科局、
绥宁县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绥宁县税务局、绥
宁县人民法院、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武冈
市烟草专卖局（分公司）、武冈市人民检察院、新
宁县审计局、中共新宁县委党校、邵阳县人民法
院、国家税务总局邵阳县税务局、邵阳县人民政
府办公室、大祥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大祥区
人民法院、大祥区审计局、双清区民政局、国家
税务总局双清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塔区
税务局、北塔区人民法院、北塔区田江街道办事
处、国家税务总局城步苗族自治县税务局

岳阳市（35个）：岳阳海关、岳阳市教育体育
局、中共岳阳市委老干部局、长江航运公安局岳
阳分局、岳阳市水文局、岳阳市工伤保险基金管
理服务处、岳阳市国家安全局、岳阳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岳阳市政协机关、中共岳阳市纪律检查

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岳
阳市二人民医院、 岳阳市交通质量和安全监督
站、中共平江县委党校、平江县总工会、平江县
民政局、岳阳县教育体育局、岳阳县林业局、华
容县人民法院、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华容
县供电分公司、湘阴县环境保护局、湘阴县血防
领导小组办公室、临湘市人民检察院、临湘市气
象局、临湘市人民法院、汨罗市烟草专卖局（分
公司）、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汨罗市供电分
公司、岳阳楼区洞庭街道办事处、临湘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君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屈原
管理区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汨罗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岳阳楼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
屈原管理区税务局、中国联通岳阳分公司

常德市（36个）：常德市教育局、中共常德市
委政法委员会、中共常德市委组织部、常德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省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四一三队、 常德市社会救助服
务中心、常德市国库集中支付核算中心、常德市
国家安全局、 常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
队、常德市水利局、常德市就业服务中心、中共
常德市委党校、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常
德市公安局巡警特警支队、 常德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常德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德市委员会、 常德市妇
女联合会、常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武陵区
人民检察院、鼎城区财政局、汉寿县审计局、桃
源县人民检察院、临澧县财政局、石门县科技和
工业信息化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澧县
供电分公司、中共安乡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
委员会）、津市市审计局、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
公安消防大队、中共石门县委办公室、常德市园
林绿化服务中心、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鼎
城区供电分公司、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常
德市科学技术协会、 常德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
法局、中共临澧县委组织部

张家界市（14个）：中共张家界市纪律检查
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张家界市社会保险服务中
心、张家界市畜牧水产事务中心、张家界市水文
局、张家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张家界市生
态环境局、永定区文化馆、永定区妇幼保健院、
武陵源区人民检察院、慈利县就业服务中心、慈
利县住房保障和房产市场服务中心、 桑植县财
政局、桑植县民政局、桑植县气象局

益阳市（20个）：政协益阳市委员会机关、益
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电信益阳分公司、益
阳市老干部休养活动管理处、益阳市审计局、南
县民政局、南县司法局、南县审计局、沅江市老
干部局、国家税务总局沅江市税务局、大通湖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化县财政局、安化县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赫山区总工会、赫山区气象
局、桃江县人民法院、桃江县老干部局、资阳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资阳区农业局、国家税
务总局益阳高新区税务局

郴州市（37个）：郴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中
共郴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市委巡
查办）、 中共郴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郴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郴州市交通运
输局、郴州市民政局、郴州市司法局、郴州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郴州市科学技术局、郴
州市档案馆、国家税务总局郴州高新区税务局、
湖南地质勘察院、北湖区人民法院、北湖区财政
局、苏仙区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苏仙区税
务局、 苏仙区苏仙岭街道办事处、 资兴市水利
局、资兴市财政局、桂阳县人民法院、国网湖南
省电力有限公司桂阳县供电分公司、 宜章县人
民检察院、宜章县城管执法局、永兴县国土资源
局、永兴县政协机关、国家税务总局永兴县税务
局、嘉禾县气象局、嘉禾县审计局、临武县人民
检察院、临武县水务局、中共汝城县委宣传部、
汝城县人民法院、中共桂东县委办公室、中共桂
东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安仁县人
民检察院、安仁县教育局、安仁县审计局

永州市（32个）：永州市公路局、政协永州市
委员会、中共永州市委党校、永州水文水资源勘
测局、中共永州市委办公室、永州市政务服务中
心、永州市交通运输局、中国建设银行永州市分
行、冷水滩区财政局、中共冷水滩区委宣传部、
零陵区人民检察院、祁阳县人民检察院、祁阳县
财政局、祁阳县审计局、东安县林业局、中共双
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道县交通
运输局、道县审计局、道县人民检察院、新田县
民政局、国家统计局江永调查队、江永县兰溪瑶
族乡人民政府（机关）、湖南移动江永县分公司、
中共江永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江
华瑶族自治县审计局、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
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宁远县人民检察院、宁
远县人民法院、宁远县自来水公司、国家统计局
宁远调查队、蓝山县人民法院

怀化市（38个）：中共怀化市委办公室、中共

怀化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中共怀
化市委组织部、中共怀化市委宣传部（文明办）、
怀化市审计局、 怀化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管理站、广州铁路公安局怀化公安处、共青团怀
化市委员会、怀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怀化市人
民防空办公室、 国家税务总局怀化经济开发区
税务局、怀化市妇女联合会、怀化市全城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怀化海关、中共沅陵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监察委员会）、沅陵县人民检察院、辰溪县
财政局、溆浦县审计局、国家税务总局麻阳苗族
自治县税务局、中共麻阳苗族自治县委办公室、
中共新晃侗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
员会）、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湖南移动新
晃县分公司、 中共芷江侗族自治县纪律检查委
员会（监察委员会）、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
院、鹤城区人民检察院、中共鹤城区委政法委员
会、中方县司法局、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中
方县供电分公司、中共洪江市委宣传部、洪江市
财政局、湖南移动洪江市分公司、中共洪江区工
委宣传部、湖南移动洪江区分公司、会同县环境
卫生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税务局、通道侗族自治县教育局、通道侗族自
治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

娄底市（16个）：中共娄底市委办公室（市委
政研室）、中共娄底市委宣传部、娄底市人大常
委会机关、娄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娄底市交通
运输局、国家统计局娄底调查队、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娄底分行、娄星区审计局、娄星区长青
街道办事处机关、中共冷水江市委宣传部、涟源
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涟源市救助管理站、
湖南双峰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双峰县财政
局、新化县水库移民开发管理局、新化县审计局

湘西自治州（24个）：湘西自治州农业农村
局、湘西自治州教育和体育局、中共湘西自治州
委组织部、湘西自治州审计局、湘西自治州工业
和信息化局、湘西自治州交通运输局、政协湘西
自治州委员会机关、 湘西自治州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 湘西自治州州级机关离休干部休养
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中共吉首市委政法委员
会、泸溪县教育和体育局、政协泸溪县委员会机
关、凤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中共凤凰县委组织
部、中共古丈县委党校、古丈县人民法院、花垣
县司法局、 中共花垣县委宣传部、 保靖县司法
局、永顺县人民检察院、龙山县人民法院、中共
龙山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湘西自
治州移民开发局

省直机关工委（22个）：中共湖南省委办公
厅、中共湖南省委政法委员会、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省供销合作总社、省国家安全厅、省韶山
管理局、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南调查规划设计
院、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开源·浏阳河集
团、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省国土资源规划院、
省社会保险管理服务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党校（管培中心）、省二0二工程管理处、省
食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湖南广播电视台经
视频道、省长沙监狱、省女子监狱、省公路管理
局、省森林植物园

省国资委（9个）：湖南省兵器工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本部）、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本部）、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
部）、湖南华菱衡阳钢管有限公司、湖南盐业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分公司、 湖南晶鑫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湖南兵器长城机械有限公司、湖南省
水府庙水力发电有限公司

四、文明标兵单位(113个)
长沙市（10个）：中共天心区委宣传部、中共

长沙市委组织部、中共长沙市委办公厅、中共开
福区委宣传部、宁乡市人民医院、湖南省核工业
超硬材料研究所（湖南省核工业地质局放射性
核素检测中心）、长沙市统计局、长沙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支队芙蓉交警大队、 国家统计局长沙
调查队、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衡阳市（9个）：中共衡阳市委宣传部、中共
衡阳市委党校、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衡阳
市供电公司、衡阳市农村商业银行、祁东县气象
局、衡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常宁市审计局、
衡南县烟草专卖局（分公司）、石鼓区人民检察
院

株洲市（7个）：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
公司、攸县人民检察院、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
司醴陵市供电分公司、 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株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株洲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国家税务总局炎陵县税务局

湘潭市（4个）：湘潭市政协机关、湘潭市审
计局、国家统计局湘潭调查队、中共湘潭县纪律
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

邵阳市（8个）：邵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邵

阳市公路局、国家税务总局邵东县税务局、国网
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新邵县供电分公司、 新邵
县人民检察院、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国
家税务总局武冈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大祥
区税务局

岳阳市（7个）：岳阳市交通运输局、湖南省
血吸虫防治所、岳阳市审计局、岳阳市人大常委
会机关、岳阳县人民检察院、临湘市烟草专卖局
（分公司）、云溪区水利局

常德市（9个）：中共常德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常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市政府
驻北京、上海、深圳、长沙联络处）、中共常德市
委老干部局（老干部活动中心）、常德水文水资
源勘测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常德供电
公司、国家税务总局津市市税务局、中共武陵区
委宣传部、中共常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常德
市总工会

张家界市（5个）：张家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 永定区人民检察院、 慈利县人民检察
院、桑植县审计局、张家界市交通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益阳市（5个）：资阳区林业局、国家统计局
益阳调查队、南县政务服务中心、安化县农村商
业银行、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沅江市供电
分公司

郴州市（8个）：中共郴州市委办公室（市委
政研室）、中共郴州市委组织部、中共郴州市委
宣传部、郴州市林业局、郴州市公安局、国家税
务总局苏仙区税务局、资兴市人民检察院、湖南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408队

永州市（8个）：湖南移动永州分公司、中共
永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永州市
民政局、永州市审计局、祁阳县文明铺镇中心卫
生院、新田县人民检察院、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零陵区供电分公司、江永县人民法院

怀化市（9个）：中共怀化市委党校、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怀化市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国家统计局怀化调查队、
国家税务总局怀化市鹤城区税务局、 中方县财
政局、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麻阳苗族自
治县财政局、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娄底市（6个）：中共娄底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监察委员会）、冷水江市审计局、涟源市妇幼保
健院、双峰县人民检察院、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
公司双峰县供电分公司、中共娄底市委组织部

湘西自治州（7个）：湘西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机关、湘西自治州公路建设养护中心、湘西自治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中共龙山县委办公室、永顺
县气象局、泸溪县人民法院、中共湘西自治州委
宣传部

省直机关工委（7个）：省科学技术厅、国网
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省政协机关、审计署驻长
沙特派员办事处、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教育
厅、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站

省国资委（4个）：湖南省轻工盐业集团有限
公司（本部）、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兵器建华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
五工程局有限公司（本部）

五、文明家庭（100个）
长沙市（8个）：
吴 强家庭 岳麓区望岳街道八方社区
朱汉兴家庭 长沙高新区白马街道白马村
李凌力家庭 长沙市马王堆街道滩头坪社区
张建明家庭 天心区先锋街道新路村
刘习明家庭 岳麓区天顶街道
刘娟娟家庭 雨花区左家塘街道窑岭社区
罗加辉家庭 浏阳市集里街道龚家桥社区
贺雪辉家庭 宁乡市煤炭坝镇煤炭坝社区
衡阳市（8个）：
匡 兵家庭 耒阳市蔡子池街道西湖社区
刘艳辉家庭 南岳区祝融街道衡岳社区
何英梅家庭 蒸湘区华兴街道金山社区
蒋小燕家庭 衡阳县西渡镇保安社区
廖先悟家庭 衡东县洣水镇洣江社区
黎怀玉家庭 祁东县太和堂镇腾云岭村
李在定家庭 石鼓区黄沙湾街道朝阳村
汤作义家庭 衡山县福田铺乡白云村
株洲市（7个）：
唐金祥家庭 茶陵县思聪街道三华村
李云希家庭 醴陵市阳三石街道渌江社区
刘宗良家庭 攸县联星街道永佳社区
彭伟文家庭 渌口区朱亭镇九都湖村
李建华家庭 芦淞区枫溪街道七斗冲社区
钱金鉴家庭 石峰区田心街道北岭社区
张爱平家庭 炎陵县鹿原镇金山村
湘潭市（4个）：
曹清泉家庭 湘潭县易俗河镇梅林村
毛雨时家庭 韶山市韶山乡韶山村
王剑光家庭 雨湖区昭潭街道富民城社区
陈国廉家庭 昭山示范区昭山镇大唐社区

建设村
邵阳市（8个）：
郭海同家庭 邵东县仙槎桥镇青山村
杨褂妹家庭 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白水洞村
刘 芳家庭 绥宁县长铺镇中心街道砂塘

社区
李海叶家庭 武冈市文坪镇黄泥村
肖剑锋家庭 新宁县回龙寺镇村田村
羊建华家庭 邵阳县塘渡口镇邵新街石湾

社区
范跃东家庭 大祥区敏州西路神滩社区
黄述菊家庭 双清区中河街道中河街社区
岳阳市（8个）：
徐容华家庭 平江县三墩乡汇龙村

荩荩（下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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