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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 唐 山 市 委
唐山市人民政府

关于表扬 2018 年度文明单位、文明建设
先进单位和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2019 年 12 月 17 日）

近年来，全市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按照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载体，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形成

了凝心聚力、开拓创新的良好态势和浓厚氛围，为加快推进“三

个努力建成”奋斗目标开辟了生动局面。在创建活动中，各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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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拼搏创新，涌现出了一大批成绩突

出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为充分展示创建成果，有效激发创建

热情。市委、市政府决定，对评出的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单位、

文明社区、文明校园、文明乡镇、文明村、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和

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先进社区、先进校园、先进乡镇、先进村以

及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予以通报表扬。

授予中共唐山市委办公室、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等 477

个单位“唐山市文明单位”称号；授予唐山市廉政中心、唐山市

盐业专营有限公司等 291 个单位“唐山市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

号；授予古冶区人武部、华夏董氏兄弟集团有限公司等 22 个单位

“唐山市军民共建先进单位”称号；授予遵化市遵化镇、迁安市

五重安乡等 52 个乡镇“唐山市文明乡镇”称号；授予玉田县彩亭

桥镇、乐亭县马头营镇等 45 个乡镇“唐山市文明建设先进乡镇”

称号；授予滦南县坨里镇闵庄村、乐亭县乐亭镇韩坨村等 153 个

村“唐山市文明村”称号；授予滦州市东安各庄镇无税庄一村、

迁西县三屯营镇至山庄村等 129 个村“唐山市文明建设先进村”

称号；授予唐山市路南区小山街道花园里社区、唐山市路北区乔

屯街道草场街社区等 102 个社区“唐山市文明社区”称号；授予

唐山市开平区开平街道西新苑社区、唐山市古冶区林西街道北新

社区等 84 个社区“唐山市文明建设先进社区”称号；授予华北理

工大学、唐山市第一中学等 51 个学校“唐山市文明校园”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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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唐山广播电视大学、遵化市第四实验小学等 31 个学校“唐山

市文明建设先进校园”称号；授予刘青、钱振华等 206 名同志“唐

山市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

希望受表扬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

接再厉，更好地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全市各级各单位、各条战线

和广大干部群众，要进一步增强学习先进、创先争优的意识，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省、市委

的各项工作要求，争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排头兵，

进一步解放思想、振奋精神、开拓创新，扎实开展全国文明城市

和省级文明城市创建以及公民思想道德主题实践活动，为奋力争

取“三个走在前列”、加快实现“三个努力建成”、把唐山建成国

际化沿海强市做出新的贡献。

附件：1.唐山市 2018 年度市级文明单位名单

2.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名单

3.唐山市 2018 年度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名单

4.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乡镇名单

5.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建设先进乡镇名单

6.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村名单

7.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建设先进村名单

8.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社区名单



— 4 —

9.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建设先进社区名单

10.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校园名单

11.唐山市 2018 年度先进校园名单

12.唐山市 2018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名单

（此件发至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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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唐山市 2018 年度市级文明单位名单
（共 477 个）

市直工委（112 个）：

中共唐山市委办公室（原中共唐山市委办公厅，含原唐山市

国家保密局、原中共唐山市委机要局、原市委机关事务管理局、

原市委督查室、原市改革办、原市接待办）

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原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原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含原市

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原市政府督查室、原唐山市外事侨务办公

室）

唐山市政协办公室（原唐山市政协办公厅）

中共唐山市纪委监委（原中共唐山市纪委监察局，含市委巡

察办）

中共唐山市委组织部

中共唐山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原唐山市机构编制委

员会办公室）

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

中共唐山市委统战部（含原中共唐山市委台湾事务办公室）

中共唐山市委政法委员会（含市法学会、原中共唐山市委防

范办部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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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唐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唐山市委市政府研究室

唐山市信访局

中共唐山市委老干部局

中共唐山市委党校

中共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唐山市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含原唐山市粮食局）

唐山市教育局

唐山市科技局

唐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含原盐务局）

唐山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唐山市公安局（含原中共唐山市委防范办部分人员）

唐山市公安局路北区分局

唐山市公安局路南区分局

唐山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

唐山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

唐山市民政局

冀东烈士陵园管理处

唐山市殡葬管理处

唐山市截瘫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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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司法局（含原唐山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唐山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唐山市财政局

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唐山市就业服务局

唐山市人才交流中心

唐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

唐山市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原唐山市社会保险事业局）

唐山市医疗保险服务中心（原唐山市医疗保险事业局）

唐山市生态环境局（原唐山市环境保护局）

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含原唐山市国土资源局、原唐山

市城乡规划局、原唐山市林业局）

唐山市城市展览馆

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唐山市房地产交易中心

唐山市住房保障管理中心

唐山市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唐山市天然气有限公司

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钓鱼台房管所

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河北路房管所

原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长宁道房管所

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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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含原唐山市南湖生态城建

设指挥部）

唐山市市政工程环境卫生管理处

唐山城市排水有限公司

唐山市自来水公司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含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部分人

员）

唐山市水利局（原唐山市水务局）

唐山市农业农村局（含原市委农工委、原唐山市农牧局、原

唐山市新能源办公室）

唐山市商务局

原唐山市旅游局

唐山市群众文化艺术馆

唐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唐山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唐山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

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含原唐山市食药监局、原唐山市工

商局、原唐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唐山市体育局

唐山市审计局

唐山市审计局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分局

唐山市统计局

唐山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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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唐山调查队

唐山市应急管理局（含原唐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唐

山市防震减灾局）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处

唐山抗震纪念馆

唐山市行政审批局

唐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唐山市国家安全局

国家税务总局唐山市税务局（原唐山市国家税务局、原唐山

市地方税务局）

唐山市档案馆

唐山市供销合作总社

唐山市气象局

唐山市邮政管理局

唐山海关(含原唐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京唐港海关（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京唐港

办事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曹妃甸海关（含河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曹妃

甸办事处）

唐山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唐山海事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曹妃甸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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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第一看守所

唐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唐山市总工会

共青团唐山市委

唐山市妇女联合会

唐山市科学技术协会

唐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唐山市残疾人联合会

唐山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唐山劳动日报社

唐山广播电视台

唐山清东陵保护区管理委员会

唐山博物馆

唐山市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

唐山市计量测试所

唐山市畜牧水产品质量监测中心

唐山市救助管理站

唐山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市图书馆

唐山百货大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市新华书店唐山书城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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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河北唐山石油分公司

国资委党委（43个）：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陡河发电厂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供电公司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

河北大唐国际王滩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

河北省地矿局第五地质大队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唐山市南湖生态城开

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唐山市分公司

唐山齿轮集团有限公司

华润电力唐山丰润有限公司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大唐国际迁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达峰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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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汇达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

唐山市新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大唐国际唐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开滦集团钱家营矿业公司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港口储运分公司

开滦（集团）唐山矿业分公司

唐山开滦林西矿业有限公司

开滦股份吕家坨矿业分公司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物流中心

唐山中润煤化工有限公司

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

开滦范吕社区服务中心

开滦（集团）铁路运输分公司

河北能源职业技术学院

开滦总医院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闻中心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信息与控制中心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管理中心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矿山救护大队

开滦（集团）文化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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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滦唐山社区服务中心

开滦集团设备管理中心

教育党组（1个）：

唐山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

卫健委党组（11个）：

唐山市工人医院

唐山市人民医院

唐山市中医医院

唐山市协和医院

唐山市第二医院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

唐山市第五医院

唐山市传染病医院

唐山市卫生健康委综合监督执法局

唐山市卫生健康信息中心（医学科学情报站）

唐山市第八医院

交通运输党组（12个）：

唐山市唐港高速公路管理处

承唐高速公路唐山管理处

唐山市公路路政管理处

唐山市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处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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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交通运输局物资处

唐山市普通收费公路运营处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公路工程处

唐山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唐山港引航站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资产管理中心

唐山市交通建设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水利党组（9个）：

河北省唐山市滦河下游灌溉管理处

唐山市陡河河道管理处

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引滦工程管理局

河北省滦河河务管理局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供水工程管理处

唐山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

唐山市节约用水办公室

唐山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站

唐山海港浩源供水有限公司

唐山军分区（5个）：

滦州市人武部

迁安市人武部

空军第 70 旅

火箭军青州士官学校学兵四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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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第 982 医院

金融保险行业（5个）：

中国人民银行唐山市中心支行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中心支公司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燕赵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驻唐单位（4个）：

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

河北省滦河河务管理局

唐山市消防支队

唐山市保利大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遵化市（18个）：

遵化市发展和改革局

遵化市人民检察院

遵化市税务局

遵化市教育局

遵化市财政局

遵化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遵化市应急管理局

国家统计局遵化调查队

遵化市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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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化市人民医院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遵化市供电分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遵化市支行

遵化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遵化市人民法院苏家洼法庭

遵化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唐山市美客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遵化市凯歌儿穷棒子文化博览园

唐山尚禾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迁安市（20个）：

迁安市行政审批局

迁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原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迁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迁安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原商务局）

迁安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原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迁安市民政局

迁安市园林绿化管理局

迁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迁安市税务局

迁安市交通运输局

迁安市财政局

迁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迁安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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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安市气象局

迁安市审计局

迁安市兴安街道办事处（原城区街道办事处）

迁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迁安市规划展馆

迁安市博物馆

迁安市北方钢铁物流产业聚集区管理委员会

迁安市博达纸业有限公司

滦州市（18个）：

滦州市交通运输局

滦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滦州市税务局

滦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滦州市滦河街道办事处

滦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滦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滦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滦州市行政审批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滦州市委员会

唐山市生态环境局滦州市分局

滦州市应急管理局（原滦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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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原滦州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

滦州市人民医院

河北滦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宏文青龙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唐山连创制钢科技有限公司

迁西县（16个）：

迁西县人民检察院

迁西县公安局

迁西县税务局

迁西福珍全矿业有限公司

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迁西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迁西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迁西县审计局

迁西县总工会

迁西县栗乡街道办事处

迁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迁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迁西县气象局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迁西县供电分公司

迁西县喜峰口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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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18个）：

国家税务总局玉田县税务局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玉田县供电分公司

河北玉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玉田县教育局

玉田县医院

玉田县公安局

玉田县发展和改革局

玉田县中医院

玉田县人民检察院

玉田县财政局

玉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玉田县行政审批局

玉田国家粮食储备有限公司

玉田县广播电视台

玉田县人民法院

玉田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中国人民银行玉田县支行

玉田县气象局

滦南县（18个）：

国家税务总局滦南县税务局

滦南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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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滦南县教育局

滦南县公安局

滦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滦南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滦南县人民检察院

滦南县行政审批局

滦南县市场建设服务中心

滦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滦南县医院

滦南县友谊路街道办事处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滦南县供电分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滦南县分公司

河北滦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滦南蓝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河北华西钢铁有限公司

乐亭县（19个）：

乐亭县教育局

乐亭县李大钊纪念馆

乐亭县税务局

乐亭县财政局

乐亭县医疗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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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亭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乐亭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乐亭县广播电视台

乐亭县民政局

乐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乐亭县妇女联合会

乐亭县司法局

中国移动通讯集团河北有限公司乐亭分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亭县支行

唐山市德龙钢铁有限公司

乐亭县人民法院

乐亭县统计局

唐山市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乐亭分公司

唐山市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乐亭运输分公司

路南区（20个）：

唐山市路南区人民检察院

国家税务总局唐山市路南区税务局

唐山市路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唐山市路南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唐山市路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唐山市路南区教育局

唐山市路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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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南区楼宇经济发展管理中心

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路南区分局

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路南区分局

唐山市路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唐山市路南区卫生健康局

唐山市路南区惠民道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南区学院南路街道办事处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唐山市金匙实业有限公司

唐山神州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鸿鹄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万达广场商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开滦国家矿山公园

路北区（28个）：

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路北区税务局

唐山市路北区财政局

唐山市路北区民政局

唐山市路北区信访局

唐山市路北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

唐山市路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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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北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唐山市路北区教育局

唐山市路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唐山市路北区行政审批局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唐山市路北区房屋征收办公室

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翔云道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龙东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大里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钓鱼台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乔屯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河北路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东新村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人民政府

唐山启新水泥工业博物馆

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开平区（11个）：

国家税务总局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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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开平区行政审批局

唐山市开平区教育局

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平区分局

唐山市开平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唐山市开平区开平街道办事处

中共唐山市开平区委机关工作委员会

唐山市开平医院

唐山市国亮特殊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古冶区（14个）：

国家税务总局唐山市古冶区税务局

唐山市古冶区财政局

唐山市古冶区发展和改革局

唐山市古冶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唐山市古冶区教育局

唐山市古冶区统计局

唐山市古冶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唐山市古冶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古冶区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古冶区京华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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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古冶支行

唐山市和合婚庆文化有限公司

唐山百货大楼集团林西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

丰润区（20个）：

唐山市丰润区交通运输局

唐山市丰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唐山市丰润区教育局

唐山市丰润区发展和改革局

唐山市丰润区公安局

唐山市丰润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市丰润区供电分公司

唐山市丰润区气象局

唐山市丰润区行政审批局

唐山市丰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唐山市丰润区财政局

唐山市丰润区税务局

唐山市生态环境局丰润区分局

共青团唐山市丰润区委员会

唐山市丰润区妇女联合会

唐山市丰润区总工会

国家统计局丰润调查队

唐山市丰润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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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丰润区第二人民医院

唐山市丰润区泉河头敬老院

丰南区（19个）：

唐山市丰南区财政局

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

唐山市丰南区税务局

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丰南区交通运输局

唐山市丰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丰南区司法局

唐山市丰南区卫生健康局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市丰南区供电分公司

唐山市丰南区水利局

唐山市生态环境局丰南区局

唐山市丰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唐山市丰南区发展和改革局

唐山市丰南区信访局

唐山市丰南区统计局

中国工商银行唐山市丰南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唐山市丰南区支行

唐山市丰南区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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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区（19个）：

中共唐山市曹妃甸区委办公室

唐山市曹妃甸区教育体育局

唐山市曹妃甸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曹妃甸区财政局

唐山市曹妃甸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唐山市曹妃甸区民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唐山市曹妃甸区税务局

唐山市曹妃甸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曹妃甸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曹妃甸临港商务区管理委员会

唐山市曹妃甸区气象局

唐山南堡经济开发区教育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局

唐山市曹妃甸区南堡经济开发区希望路街道办事处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唐山南堡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唐山曹妃甸新城城市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唐山展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唐山市曹妃甸区农业农村局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个）：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政综合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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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商务局

唐山市公安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唐山百川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港经济开发区（5个）：

国投中煤同煤京唐港口有限公司

唐港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海港物流产业聚集区管理委员会

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港经济开发区分局

唐山中浩化工有限公司

芦台经济开发区（4个）：

唐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芦台经济开发区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税务局

河北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河北省芦台农场凌云宾馆

汉沽管理区（3个）：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财政局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水电局

国家税务总局唐山市汉沽管理区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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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名单
（共 291 个）

市直工委（29个）：

唐山市廉政中心

唐山市盐业专营有限公司

唐山市棉麻总公司

唐山市青少年宫

唐山市综合福利院

唐山市审计局政府投资审计中心

唐山市乡镇建材管理服务处

河北省唐山市化工研究所

唐山市食品药品投诉举报中心

唐山市公安局开平区分局

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路北区分局

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唐山市机关事业社会保险局

唐山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唐山北环国家粮食储备库

唐山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唐山市数字化城市管理指挥调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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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火车站站前地区管理委员会

唐山市热力总公司

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执法监察局

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税务庄房管所

唐山市中房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唐山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唐山市农机安全监理所

河北渔业船舶检验局唐山检验处

唐山市公安局古冶分局

唐山市第二看守所

唐山市土壤肥料站

唐山市农产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国资委党委（11个）：

开滦离退休管理中心

唐山市保安护卫押运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

唐山开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开滦总医院林西医院

开滦精神卫生中心

开滦集团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欢坨矿业分公司

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范各庄矿业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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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

唐山三友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卫健委党组（4个）：

唐山市第四医院

唐山市中心血站

唐山市卫生干部进修学校

唐山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

交通运输党组（5个）：

唐山市道路客运管理处

唐山市地方道路管理处

唐山市公路建设管理处

唐山市交通运输技工学校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交通信息管理中心

水利党组（3个）：

唐山市引滦工程管理局邱庄水库枢纽管理处

唐山市引滦工程管理局迁西渠道管理处

河北省唐山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金融单位（2个）：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中心支公司

唐山市保险行业协会

遵化市（16个）：

遵化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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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化市气象局

遵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遵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遵化市卫生健康局

遵化市民政局

遵化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遵化市行政审批局

遵化市司法局

遵化市市场建设中心

遵化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北有限公司遵化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遵化支行

遵化市公路管理站

遵化市蟠龙金属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

遵化亿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迁安市（22个）：

国家统计局迁安调查队

迁安市农业农村局（原农业畜牧水产局）

迁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含原迁安市科技局）

迁安市发展和改革局

迁安市水利局（原水务局）

迁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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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安市委老干部局

迁安市教育局

迁安市应急管理局（原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迁安市市场中心

迁安市人民法院

迁安市人民检察院

迁安广播电视台

迁安市妇幼保健院

迁安时讯社

迁安滦河文化产业区管理委员会

迁安市图书馆

迁安市环卫公司

迁安市新华书店

迁安市思文科德薄板科技有限公司

唐山市玖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迁安支行

滦州市（17个）：

滦州市统计局

滦州市公安局

滦州市中医医院

滦州市农业农村局

滦州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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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滦州市信访局

河北滦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会

滦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滦州市商务局

滦州市司法局

滦州市审计局

滦州市广播电视台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滦州市供电分公司

唐山市烯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滦县东安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钢铁集团滦县司家营铁矿有限公司

迁西县（13个）：

迁西县行政审批局

迁西县民政局

迁西县教育局

迁西县妇女联合会

迁西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迁西县卫生健康局

迁西县自来水公司

中共迁西县委县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迁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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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迁西县委党校

迁西县交通运输局

迁西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中国人民银行迁西县支行

玉田县（13个）：

玉田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玉田县科学技术局

玉田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玉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国建设银行玉田县支行

唐山银行玉田支行

玉田县无终街道办事处

玉田县琬馨老年公寓

玉田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车辆管理所

玉田县敬德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玉田泰昌旅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玉田县集强农民专业合作社

唐山海泰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滦南县（6个）：

滦南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滦南支行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滦南县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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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龙纸业（河北）有限公司

天津荣程集团唐山特种钢有限公司

蒙牛乳业（滦南）有限责任公司

乐亭县（17个）：

乐亭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乐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乐亭县老干部局

乐亭县人民检察院

乐亭县公安局

乐亭县工业和信息化局

乐亭县红十字会

共青团乐亭县委

河北乐亭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国家统计局乐亭调查队

乐亭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乐亭县卫生健康局

乐亭县行政审批局

乐亭县发展和改革局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乐亭县供电分公司

乐亭县承启大酒店

唐山旭阳化工有限公司

路南区（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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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南区财政局

唐山市路南区发展和改革局

唐山市路南区信访局

唐山市路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唐山市路南区行政审批局

唐山市路南区文化北后街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南区梁家屯路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路南区小山街道办事处

唐山百货大楼集团宏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唐山锐意国际石材城有限公司

唐山市宁波商会

路北区（24个）：

唐山市路北区机关党工委

唐山市路北区总工会

唐山市路北区卫生健康局

唐山市路北区审计局

唐山市路北区司法局

唐山市路北区应急管理局

唐山市路北区发展和改革局

唐山市路北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唐山市路北区统计局

唐山市路北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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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北区老干部局

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路北区分局

唐山市路北区住房和社区管理办公室

唐山市路北区园林绿化管理处

唐山市路北区市政设施管理处

唐山市路北区金融中心

唐山市路北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唐山市路北区电子科技产业园区

唐山市路北区东部新兴产业园区

唐山市路北区妇幼保健所

唐山市眼科医院

唐山市任氏水泥设备有限公司

唐山市翔云自动化有限公司

唐山市大唐鼎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开平区（11个）：

唐山市开平区广播电视台

唐山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第六交通警察大队

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开平支行

唐山市开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唐山市开平区交通运输局

唐山市开平区卫生健康局

唐山市开平区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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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开平区档案馆

唐山市开平区马家沟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庄街道办事处

唐山开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古冶区（12个）：

唐山市古冶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唐山市古冶区卫生健康局

唐山市古冶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唐山市古冶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唐山市古冶区行政审批局

唐山市古冶广播电视台

唐山市古冶区市场建设服务中心

唐山市古冶区林西街道办事处

唐山博聚建筑安装有限公司

唐山市古冶区林西腾达超市

唐山同济商场有限公司

唐山市新华书店责任有限公司古冶分公司

丰润区（21个）：

唐山市丰润区残疾人联合会

唐山市丰润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唐山市丰润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唐山市丰润区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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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丰润区审计局

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

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丰润区信访局

唐山市丰润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唐山市丰润区民政局

唐山市丰润区司法局

唐山市丰润区水利局

唐山市丰润区文化馆

中建三局一公司北方公司

唐山百货大楼集团北方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仁润印刷有限公司

唐山龙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京东龙泉谷旅游景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丰润支行

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丰润支行

唐山中建地产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唐山市丰润区分公司

丰南区（21个）：

唐山市丰南区总工会

共青团唐山市丰南区委

唐山市丰南区妇女联合会

唐山市丰南区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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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丰南区公安局

唐山市丰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唐山市丰南区审计局

唐山市丰南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唐山市丰南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唐山市丰南区农广校

唐山市丰南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丰南区分局

唐山市丰南区委党校

唐山市丰南区经济开发区

唐山市丰南区应急管理局

唐山市丰南区行政审批局

唐山市丰南区运河唐人街景区

唐山市丰南区邮政储蓄银行

惠达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市瑞丰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市丰南区通达商城有限公司

曹妃甸区（15个）：

唐山市曹妃甸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

曹妃甸广播电视台

唐山市曹妃甸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唐山市曹妃甸区行政审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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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曹妃甸区妇女联合会

唐山市曹妃甸区卫生健康局

唐山市曹妃甸区统计局

唐山市曹妃甸区交通运输局

唐山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唐山市曹妃甸区分公司

曹妃甸中小企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河北唐山南堡经济开发区财政局

唐山市曹妃甸区中山路街道办事处

唐山市曹妃甸区发展和改革局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5个）：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局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业中心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急管理局

海港经济开发区（5个）：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医院

唐山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京唐港支行

中储粮油脂（唐山）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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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海正船舶服务集团

芦台经济开发区（5个）：

唐山芦台经济开发区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芦台经济开发区分局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路南支公司芦台营业部

芦台经济开发区水电工程公司

芦台经济开发区招商局

汉沽管理区（3个）：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灌排管理站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农业总公司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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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唐山市 2018 年度军民共建先进单位名单
（共 11 对，22 个）

古冶区人武部与华夏董氏兄弟集团有限公司

开平区人武部与马家沟街道办事处

丰润区人武部与唐山市丰润区供水公司

迁西县人武部与瑞兆激光再制造技术有限公司

预备役炮兵第 72 师与唐山师范学院

空军第 70 旅与遵化市东新庄镇南岗小学

武警唐山支队与唐山市第二中学

唐山场站与丰润区老庄子镇三女河机场

火箭军士官学校学兵四大队与丰润车轴山中学

解放军第 982 医院与唐山工商银行

确山合同战术训练基地乐亭综合训练场与乐亭县九间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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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乡镇名单
（共 52 个）

遵化市（7个）：

遵化市遵化镇

遵化市西三里乡

遵化市苏家洼镇

遵化市西留村乡

遵化市建明镇

遵化市文化路街道办事处

遵化市华明路街道办事处

迁安市（5个）：

迁安市五重安乡

迁安市扣庄乡

迁安市沙河驿镇

迁安市赵店子镇

迁安市马兰庄镇

滦州市（4个）：

滦州市滦城街道办事处

滦州市榛子镇人民政府

滦州市古马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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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市古城街道办事处

迁西县（4个）：

迁西县兴城镇

迁西县新集镇

迁西县金厂峪镇

迁西县白庙子乡

玉田县（4个）：

玉田县大安镇

玉田县玉田镇

玉田县孤树镇

玉田县虹桥镇

滦南县（2个）：

滦南县坨里镇

滦南县宋道口镇

乐亭县（6个）：

乐亭县乐亭镇

乐亭县毛庄镇

乐亭县汤家河镇

乐亭县庞各庄乡

乐亭县阎各庄镇

乐亭县中堡镇

路南区（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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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南区女织寨乡

路北区（1个）：

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

开平区（1个）：

唐山市开平区越河镇

古冶区（1个）：

古冶区卑家店镇

丰润区（6个）：

唐山市丰润区银城铺镇

唐山市丰润区新军屯镇

唐山市丰润区沙流河镇

唐山市丰润区太平路街道

唐山市丰润区浭阳街道

唐山市丰润区燕山路街道

丰南区（4个）：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

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

唐山市丰南区大齐各庄镇

唐山市丰南区西葛镇

曹妃甸区（4个）：

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一农场



— 48 —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四农场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八农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个）：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老庄子镇

海港经济开发区（1个）：

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王滩镇



— 49 —

附件5

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建设先进乡镇名单
（共 45 个）

遵化市（6个）：

遵化市刘备寨乡

遵化市崔家庄乡

遵化市新店子镇

遵化市汤泉乡

遵化市兴旺寨乡

遵化市娘娘庄乡

迁安市（4个）：

迁安市野鸡坨镇

迁安市杨各庄镇

迁安市蔡园镇

迁安市彭店子乡

滦州市（4个）：

滦州市茨榆坨镇人民政府

滦州市雷庄镇人民政府

滦州市东安各庄镇人民政府

滦州市响嘡街道办事处

迁西县（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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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西县新庄子乡

迁西县洒河桥镇

迁西县滦阳镇

迁西县三屯营镇

玉田县（3个）：

玉田县彩亭桥镇

玉田县杨家板桥镇

玉田县亮甲店镇

滦南县（3个）：

滦南县扒齿港镇

滦南县程庄镇

滦南县胡各庄镇

乐亭县（4个）：

乐亭县马头营镇

乐安街道办事处

乐亭县汀流河镇

乐亭县大相各庄乡

路南区（1个）：

唐山市路南区稻地镇

开平区（1个）：

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镇

古冶区（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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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冶区习家套乡

丰润区（6个）：

唐山市丰润区丰润镇

唐山市丰润区常庄镇

唐山市丰润区任各庄镇

唐山市丰润区石各庄镇

唐山市丰润区丰登坞镇

唐山市丰润区七树庄镇

丰南区（3个）：

唐山市丰南区黑沿子镇

唐山市丰南区小集镇

唐山市丰南区钱营镇

曹妃甸区（4个）：

唐山市曹妃甸区柳赞镇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五农场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九农场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十农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个）：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庆北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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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村名单
（共 153 个）

遵化市（20个）：

遵化市新店子镇沙石峪村

遵化市团瓢庄乡山里各庄村

遵化市兴旺寨乡何家峪村

遵化市马兰峪镇官房村

遵化市西留村乡老庄子村

遵化市西三里乡北港村

遵化市遵化镇民主村

遵化市苏家洼镇苏家洼村

遵化市侯家寨乡罗文峪村

遵化市东陵乡裕小村

遵化市铁厂镇莫屯村

遵化市东旧寨镇石桥头村

遵化市平安城镇东梁各庄村

遵化市小厂乡庄客村

遵化市东新庄镇西杨庄村

遵化市堡子店镇张南洼村

遵化市党峪镇南小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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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化市地北头镇鲁家峪村

遵化市石门镇北六盘营村

遵化市西下营满族乡大安口村

迁安市（16个）：

迁安市永顺街道周官营村

迁安市杨各庄镇东高庄村

迁安市建昌营镇北冷口村

迁安市赵店子镇李官营村

迁安市野鸡坨镇爪村

迁安市大崔庄镇白羊峪村

迁安市杨店子街道高引铺村

迁安市蔡园镇小杨庄村

迁安市五重安乡万宝沟村

迁安市马兰庄镇李家沟村

迁安市沙河驿镇唐庄子村

迁安市扣庄乡安新庄村

迁安市彭店子乡八家寨村

迁安市上射雁庄乡上射雁庄村

迁安市大五里乡山叶口村

迁安市木厂口镇刘新庄村

滦州市（9个）：

滦州市滦城街道范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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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市茨榆坨镇芦苇庄村

滦州市古马镇曹北店子村

滦州市榛子镇南平庄村

滦州市古城街道教场村

滦州市响嘡街道老陈营村

滦州市九百户镇河南庄村

滦州市雷庄镇前何寨村

滦州市小马庄镇西李兴庄村

迁西县（13个）：

迁西县三屯营镇南团汀村

迁西县上营乡总府村

迁西县东荒峪镇前韩庄村

迁西县金厂峪镇榆木岭村

迁西县汉儿庄乡太阳峪村

迁西县滦阳镇李家窝子村

迁西县新集镇长山沟村

迁西县兴城镇北海村

迁西县渔户寨乡高窝子村

迁西县太平寨镇马家峪村

迁西县白庙子乡黑洼村

迁西县洒河桥镇马蹄峪村

迁西县东莲花院乡马家沟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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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22个）：

玉田县鸦鸿桥镇刘现庄村

玉田县唐自头镇河心庄村

玉田县唐自头镇燕山口村

玉田县杨家套镇丁官屯村

玉田县亮甲店镇二十里铺村

玉田县玉田镇邦道庄村

玉田县玉田镇东蒙各庄村

玉田县陈家铺乡大杨铺村

玉田县陈家铺乡套子村

玉田县郭家桥乡挂面高村

玉田县郭家桥乡管家铺村

玉田县窝洛沽镇王六安村

玉田县虹桥镇陈家庄村

玉田县虹桥镇南会村

玉田县虹桥镇珠树坞一村

玉田县散水头镇刘家庄村

玉田县散水头镇马家店村

玉田县散水头镇散水头村

玉田县郭家屯镇四角山村

玉田县林头屯乡东芦庄村

玉田县林南仓镇张官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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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石臼窝镇八间房村

滦南县（5个）：

滦南县坨里镇闵庄村

滦南县程庄镇西胡家坡村

滦南县胡各庄镇西胡村

滦南县东黄坨镇梁各庄村

滦南县青坨营镇韩庄子村

乐亭县（14个）：

乐亭县乐亭镇韩坨村

乐亭县毛庄镇何官营村

乐亭县胡家坨镇港东村

乐亭县姜各庄镇东南庄村

乐亭县马头营镇黄坨村

乐亭县庞各庄乡迎好村

乐亭县汀流河镇刘石各庄村

乐亭县汤家河镇杨家庄村

乐亭县阎各庄镇杨家埝村

乐亭县新寨镇郝庄村

乐亭县中堡镇东罗村

乐亭县古河乡石桥头村

乐亭县庞各庄乡马各庄村

乐亭县胡坨镇大黑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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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南区（2个）：

唐山市路南区女织寨乡西越河村

唐山市路南区稻地镇刘唐保西街村

路北区（3个）：

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大张刘村

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皂神村

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娘娘庙村

开平区（5个）：

唐山市开平区开平镇前屈庄村

唐山市开平区双桥镇双桥村

唐山市开平区栗园镇荆各庄村

唐山市开平区洼里镇孩儿屯村

唐山市开平区郑庄子镇贾庵子村

古冶区（4个）：

古冶区范各庄镇范各庄村

古冶区卑家店镇刘庄村

古冶区王辇庄乡小菜园村

古冶区习家套乡任家套村

丰润区（15个）：

唐山市丰润区沙流河镇沙流河村

唐山市丰润区任各庄镇任各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常庄镇门赵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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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丰润区丰润镇西那母庄三村

唐山市丰润区丰登坞镇张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银城铺镇甸子村

唐山市丰润区姜家营乡西杨家营村

唐山市丰润区小张各庄镇北青坨村

唐山市丰润区李钊庄镇冯家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杨官林镇郭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王官营镇曹庄子村

唐山市丰润区泉河头镇亢各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白官屯镇苏官屯村

唐山市丰润区欢喜庄乡青庄坞村

唐山市丰润区刘家营乡前刘家营村

丰南区（15个）：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东板桥村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小王庄村

唐山市丰南区小集镇洼里村

唐山市丰南区小集镇辉坨村

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忠信庄村

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老庄子村

唐山市丰南区大齐各庄镇赵各庄村

唐山市丰南区大齐各庄镇王家楼村

唐山市丰南区西葛镇沙坨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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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丰南区西葛镇越支四村

唐山市丰南区钱营镇林子里村

唐山市丰南区黑沿子镇黑东村

唐山市丰南区大新庄镇小裴庄村

唐山市丰南区东田庄乡西田庄村

唐山市丰南区柳树瞿阝镇廒里村

曹妃甸区（3个）：

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王凤坨生产队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六农场曾家湾一村生产队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三农场兴海村生产队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个）：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三女河办事处姚家庄村

海港经济开发区（2个）：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王滩镇东李庄村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王滩镇九沟村

芦台经济开发区（1个）:

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大韩村

汉沽管理区（3个）：

汉沽管理区农业总公司第十生产队

汉沽管理区汉丰镇尚乌村

汉沽管理区汉丰镇皂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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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建设先进村名单
（共 129 个）

遵化市（17个）：

遵化市东新庄镇后河北村

遵化市刘备寨乡东杨庄村

遵化市铁厂镇铁厂村

遵化市西留村乡朱山庄村

遵化市建明镇靠山庄村

遵化市遵化镇北台村

遵化市苏家洼镇小王庄村

遵化市崔家庄乡西双城村

遵化市兴旺寨乡兴旺寨村

遵化市团瓢庄乡吴家坑村

遵化市东陵乡裕大村

遵化市娘娘庄乡芦西山村

遵化市平安城镇孙庄子村

遵化市马兰峪镇定营房村

遵化市党峪镇大党峪村

遵化市汤泉乡袁果庄村

遵化市小厂乡松棚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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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安市（16个）：

迁安市兴安街道阚庄村

迁安市兴安街道官立口村

迁安市夏官营镇东赵店子村

迁安市杨各庄镇徐流口村

迁安市建昌营镇河流口村

迁安市赵店子镇新庄子村

迁安市野鸡坨镇宋庄村

迁安市大崔庄镇石梯子沟村

迁安市杨店子街道前胡庄村

迁安市蔡园镇灵山村

迁安市沙河驿镇李店子村

迁安市扣庄乡扣庄村

迁安市五重安乡宫上村

迁安市阎家店乡东峡口村

迁安市大五里乡花果山村

迁安市太平庄乡尚庄村

滦州市（9个）：

滦州市东安各庄镇无税庄一村

滦州市杨柳庄镇吉庄子村

滦州市王店子镇张城子村

滦州市油榨镇韩寨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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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市榛子镇八里王官营村

滦州市古城街道东风村

滦州市响嘡街道前迁义村

滦州市九百户镇团山子村

滦州市雷庄镇樊店子村

迁西县（10个）：

迁西县三屯营镇至山庄村

迁西县上营乡大堡城子村

迁西县洒河桥镇烈马峪村

迁西县金厂峪镇金厂峪村

迁西县滦阳镇宋庄子村

迁西县尹庄乡钓鱼崖村

迁西县白庙子乡沙岭沟村

迁西县兴城镇三村

迁西县新庄子乡新庄子村

迁西县罗家屯镇范家峪村

玉田县（19个）：

玉田县林头屯乡老君屯村

玉田县鸦鸿桥镇姚八庄村

玉田县杨家板桥镇王贺朗铺村

玉田县杨家板桥镇张良铺村

玉田县石臼窝镇孙钦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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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石臼窝镇孙庵子村

玉田县林西镇前杨庄村

玉田县玉田镇西蒙各庄村

玉田县玉田镇黄庄子村

玉田县玉田镇东姚庄村

玉田县杨家板桥镇宋庄村

玉田县大安镇程庄子村

玉田县大安镇峰山村

玉田县郭家屯镇大李庄村

玉田县孤树镇半壁街村

玉田县孤树镇前枣林庄村

玉田县彩亭桥镇黄土桥村

玉田县潮洛窝乡北单庄村

玉田县郭家桥乡下黄庄村

滦南县（4个）：

滦南县坨里镇张庄村

滦南县坨里镇孙庄村

滦南县青坨营镇花旺坨村

滦南县青坨营镇北冯狗庄村

乐亭县（12个）：

乐亭县乐亭镇三丁庄村

乐亭县毛庄镇毛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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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亭县大相各庄乡七里庄村

乐亭县大相各庄乡榆林村

乐亭县姜各庄镇圈里村

乐亭县马头营镇下马坨村

乐亭县古河乡东阁楼坨村

乐亭县汀流河镇汀流河村

乐亭县阎各庄镇周滩村

乐亭县汤家河镇北张村

乐亭县中堡镇老马坨村

乐亭县新寨镇香道村

路南区（2个）：

唐山市路南区女织寨乡南刘屯村

唐山市路南区稻地镇桥东村

路北区（3个）：

唐山市路北区韩城镇于林庄村

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丁家屯村

唐山市路北区果园乡郭家庄村

开平区（3个）：

唐山市开平区开平镇中屈庄村

唐山市开平区越河镇东越河村

唐山市开平区栗园镇尤各庄村

古冶区（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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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冶区王辇庄乡北金庄村

古冶区习家套乡东李家套村

古冶区大庄坨乡小建村

丰润区（12个）：

唐山市丰润区左家坞镇才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火石营镇徐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新军屯镇古良坨村

唐山市丰润区沙流河镇皇亲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石各庄镇刘辛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任各庄镇后泥河村

唐山市丰润区七树庄镇太平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常庄镇常二村

唐山市丰润区丰润镇河南张马庄村

唐山市丰润区银城铺镇三里屯村

唐山市丰润区姜家营乡何庄子村

唐山市丰润区丰登坞镇宋李庄村

丰南区（12个）：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岭子上村

唐山市丰南区钱营镇小赞公庄村

唐山市丰南区小集镇宋家营六村

唐山市丰南区黄各庄镇双坨村

唐山市丰南区大齐各庄镇夏庄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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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丰南区尖字沽乡望马泊北街村

唐山市丰南区大新庄镇薄港村

唐山市丰南区王兰庄镇横沽四村

唐山市丰南区岔河镇张富庄村

唐山市丰南区南孙庄乡南孙庄村

唐山市丰南区唐坊镇莲花沽村

唐山市丰南区西葛镇东葛村

曹妃甸区（3个）：

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瞿阝里村生产队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十一农场孙家灶村生产队

唐山市曹妃甸区柳赞镇柳赞一村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个）：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庆北办事处宋各庄村

海港经济开发区（2个）：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王滩镇西徐村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王滩镇洋角村

芦台经济开发区（1个）：

芦台经济开发区海北镇于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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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社区名单
（共 102 个）

遵化市（8个）：

遵化市文化路街道玫瑰园社区

遵化市华明路街道宏伟帝景社区

遵化市华明路街道建功北社区

遵化市文化路街道开元社区

遵化市文化路街道海涧社区

遵化市文化路街道海电社区

遵化市华明路街道依水现代城社区

遵化市华明路街道华富社区

迁安市（5个）：

迁安市燕春社区

迁安市晨曦社区

迁安市兴安社区

迁安市马兰社区

迁安市燕钢社区

滦州市（3个）：

滦州市滦河街道办事处团结里社区

滦州市滦河街道办事处晨光南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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滦州市滦河街道办事处紫薇园社区

迁西县（2个）：

迁西县栗乡街道山庄里社区

迁西县栗乡街道秀峰里社区

玉田县（4个）：

玉田县广场社区

玉田县阜金社区

玉田县玉锦社区

玉田县府后社区

滦南县（2个）：

滦南县西城胡同社区

滦南县冀腾社区

乐亭县（2个）：

乐亭县茂源社区

乐亭县瑞祥社区

路南区（14个）：

唐山市路南区小山街道花园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小山街道联合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文化北后街街道爱国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永红桥街道富庄东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广场街道二五五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广场街道新华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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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南区学院南路街道立新西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学院南路街道双新东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友谊街道福乐园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友谊街道定福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惠民道街道惠民园第三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惠民道街道景泰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梁家屯路街道尚善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梁家屯路街道尚信社区

路北区（27个）：

唐山市路北区乔屯街道草场街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乔屯街道凤凰道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乔屯街道西北井第一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龙东街道龙泉北楼第三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龙东街道翰林雅居第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河北路街道河南里第一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河北路街道河南里第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钓鱼台街道燕山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钓鱼台街道裕华嘉苑第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街道荣华楼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街道三益楼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街道德源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街道南园公寓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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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街道友谊东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街道祥富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街道团结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街道和平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街道文化楼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街道华岩东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街道富强楼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街道逸翠园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翔云道街道香木林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翔云道街道祥明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翔云道街道橡树湾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大里街道幸福花园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大里街道东大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大里街道凤凰园社区

开平区（4个）：

唐山市开平区开平街道东新苑社区

唐山市开平区开平街道东城绿庭第一社区

唐山市开平区马家沟街道新工村社区

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庄街道唐钢社区

古冶区（8个）：

唐山市古冶区林西街道二工房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林西街道新林楼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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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古冶区古冶街道西耐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京华街道东华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京华街道明尚二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京华街道和逸居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京华街道永安楼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京华街道金山福邸社区

丰润区（9个）：

唐山市丰润区浭阳街道富泰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浭阳街道林苑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浭阳街道祥和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燕山路街道团结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燕山路街道燕山一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燕山路街道燕山三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太平路街道同安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太平路街道园东一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太平路街道冀新社区

丰南区（7个）：

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新兴社区

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新华社区

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曙光社区

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锦绣天地社区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水景花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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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青青家园社区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德馨花园社区

曹妃甸区（3个）：

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庆丰里社区居委会

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四季华庭社区居委会

唐山市曹妃甸区南堡经济开发区希望路街道办事处硕秋园社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个）：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东方花苑社区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都市花园社区

芦台经济开发区（1个）：

芦台经济开发区新华路街道办事处永兴街社区居委会

汉沽管理区（1个）：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广盛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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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建设先进社区名单
（共 84 个）

遵化市（7个）：

遵化市文化路街道桃李社区

遵化市文化路街道龙源社区

遵化市文化路街道天之润社区

遵化市文化路街道文柏社区

遵化市华明路街道建安社区

遵化市华明路街道建南社区

遵化市华明路街道东环社区

迁安市（5个）：

迁安市福盛社区

迁安市燕阳社区

迁安市安康社区

迁安市燕祥社区

迁安市明珠社区

滦州市（1个）：

滦州市滦河街道办事处永安里社区

迁西县（2个）：

迁西县栗乡街道丰泽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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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西县栗乡街道国兴里社区

玉田县（3个）：

玉田县宏泰社区

玉田县凤栖园社区

玉田县城西社区

滦南县（1个）：

滦南县学苑街社区

乐亭县（2个）：

乐亭县富强社区

乐亭县新光社区

路南区（12个）：

唐山市路南区小山街道宋南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小山街道双桥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文化北后街街道马家屯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永红桥街道建国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广场街道新华联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广场街道万达长青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学院南路街道双新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学院南路街道双新四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友谊街道永乐园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友谊街道友谊南里社区

唐山市路南区惠民道街道景荣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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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南区梁家屯路街道尚智社区

路北区（21个）：

唐山市路北区乔屯街道西北井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乔屯街道乔西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龙东街道龙泉北楼第一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龙东街道河茵公寓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河北路街道河北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钓鱼台街道钓北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钓鱼台街道钓南一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街道前后村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街道高各庄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街道友谊西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街道新河嘉园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街道裕丰楼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街道机北楼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街道山西北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街道健康楼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街道紫金广场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翔云道街道翔云西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翔云道街道碧玉华府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大里街道军鑫里社区

唐山市路北区大里街道华育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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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路北区大里街道尚座社区

开平区（4个）：

唐山市开平区开平街道西新苑社区

唐山市开平区开平街道东城景苑社区

唐山市开平区马家沟街道新区社区

唐山市开平区税务庄街道河联社区

古冶区（6个）：

唐山市古冶区林西街道北新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唐家庄街道新华楼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古冶街道西新楼一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唐家庄街道京华西里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京华街道供电社区

唐山市古冶区卑家店镇东联社区

丰润区（6个）：

唐山市丰润区浭阳街道富康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浭阳街道融城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太平路街道唐车一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太平路街道幸福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燕山路街道新城社区

唐山市丰润区燕山路街道燕山二社区

丰南区（6个）：

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滨河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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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御景社区

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街道锦绣花苑社区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阳光家园社区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晨龙家园社区

唐山市丰南区丰南镇银丰家园社区

曹妃甸区（3个）：

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龙凤园社区居委会

唐山市曹妃甸区唐海镇渤海家园社区居委会

唐山市曹妃甸区南堡开发区希望路街道办事处西苑社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个）：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世纪龙庭

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龙悦新居社区

海港经济开发区（1个）：

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街道办事处第一社区

芦台经济开发区（1个）：

芦台经济开发区农业总公司第二社区

汉沽管理区（1个）：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荣华里社区



— 78 —

附件10

唐山市 2018 年度文明校园名单
（共 51 个）

教育党组（15个）：

唐山市第一中学

唐山市第二中学

河北唐山外国语学校

唐山师范学院玉田分校

唐山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唐山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唐山师范学院

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

唐山市开滦第一中学

唐山市开滦第二中学

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唐山市第十中学

唐山市第十一中学

华北理工大学

遵化市（4个）：

遵化市第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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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化市第二中学

遵化市第三中学

遵化市第一实验小学

迁安市（3个）：

迁安市第三中学

迁安市第四实验小学

迁安市第三实验小学

滦州市（3个）：

滦州市中山实验学校

滦州市第四实验小学

滦州市横渠实验小学

迁西县（2个）：

迁西县第二中学

迁西县第四小学

玉田县（3个）：

玉田县第一中学

玉田县第二中学

玉田县玉田镇育才小学

滦南县（2个）：

滦南县第一中学

滦南县第一实验小学

乐亭县（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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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亭第三实验小学

河北乐亭一中

路南区（2个）：

路南区实验小学

唐山市开滦第十中学

路北区（3个）：

唐山市第五十四中学

路北区橡树湾小学

路北区世嘉实验小学

开平区（1个）：

唐山市开平小学

古冶区（2个）：

古冶区唐家庄第一小学

唐山市第十六中学

丰润区（3个）：

丰润区迎宾路小学

丰润区新城道小学

丰润区东实验小学

丰南区（2个）：

丰南区第一中学

丰南区职教中心

曹妃甸区（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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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妃甸区第二中学

海港经济开发区（1个）：

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第二中学

芦台经济开发区（1个）：

河北芦台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汉沽管理区（1个）：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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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唐山市 2018 年度先进校园名单
（共 31 个）

教育党组（1个）：

唐山市广播电视大学

遵化市（3个）：

遵化市第四实验小学

遵化市第五实验小学

遵化市堡子店中学

迁安市（2个）：

迁安市第一实验小学

迁安市扣庄乡扣庄初级中学

滦州市（3个）：

滦州市第四中学

滦州市横渠实验中学

滦州市小马庄镇西李兴庄小学

迁西县（2个）：

迁西县第二实验小学

迁西县洒河桥中学

玉田县（2个）：

玉田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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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县伯雍小学

滦南县（2个）：

滦南县程庄镇后染各庄完全小学

滦南县第四实验小学

乐亭县（2个）：

乐亭县综合职业技术学校

乐亭县姜各庄镇姜各庄初级中学

路南区（2个）：

路南区燕京小学

唐山市第九中学

路北区（2个）：

唐山市第十二中学（初中部）

路北区唐城壹零壹实验小学

开平区（1个）：

唐山市税东中学

古冶区（2个）：

古冶区实验小学

唐山市宏文中学

丰润区（2个）：

丰润区公园道小学

丰润区浭阳乐郡幼儿园

丰南区（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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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区胥各庄小学

丰南区王兰庄学校

丰南区经安中学

曹妃甸区（1个）：

曹妃甸区第九农场中心小学

海港经济开发区（1个）：

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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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唐山市 2018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名单
（共 206 人）

市直工委（35人）：

刘 青 唐山市直机关工委宣传部副部长

钱振华 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李文明 唐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张 来 唐山市供销合作社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兼机关纪委

书记

陆智华 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丽娟 中共唐山市纪委监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善亮 原唐山市规划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纪委书记

关丽茹 原唐山市林业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李树立 唐山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直属机关党委专职

副书记

裴向坡 唐山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田宝玉 唐山市发改委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王 杰 唐山市工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纪委书记

陈贺明 唐山市司法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纪委书记

张振波 唐山市公安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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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海燕 唐山市档案馆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

林秀梅 唐山市委党校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纪委书记

张忠良 唐山市科技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梅 曦 唐山市财政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刘雪梅 唐山市信访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纪委书记

党开泉 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兼机关纪委书记

谷桂芳 唐山市环保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纪委书记

王学文 唐山市税务局机关党委副科级干部

郭丽云 中共唐山市委老干部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邢彩云 中共唐山市委宣传部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张 彬 中共唐山市委农工委机关党委（人事处）副处长

陈美娟 中共唐山市委办公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纪

委书记

刘 岩 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机关

纪委书记

张 辉 原唐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康永国 原唐山市工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王佳林 曹妃甸海事局人事教育处处长

刘春生 唐山海事局党群工作部主任

张 浩 唐山市机构编制电子政务中心副主任

陈 静 唐山市园林绿化管理局西郊苗圃党支部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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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佳 唐山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党务干部

宋晓军 唐山市文明办创建指导中心科员

国资委党委（19人）：

周晓飞 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副总工程师

戚英杰 华润电力唐山丰润有限公司党务纪检主管

杨金庆 河北大唐国际丰润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设备党支部书记

郑思光 河北省地矿局第二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

杨惠芳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陡河发电厂政工部副部长

王坤峰 开滦股份吕家坨矿业分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

张 剑 开滦集团党委宣传部综合宣传科科长

方昭君 唐山齿轮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干事

张 丽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启新水泥工业博物馆馆长

代娅娜 唐山北方瓷都陶瓷集团卫生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党工

部副部长

刘玉华 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党委宣传部办公室干事

马春艳 唐山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兼综

合办公室副主任

赵玉振 唐山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

辛晶冉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公司政工部干事

奚 悦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唐山供电公司企业文化及精

神文明建设管理高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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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立占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长

李大勇 唐山重型装备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科员

王萃娴 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群和纪检监察部干事

孙 娜 国网唐山供电公司党建部综合管理中级师

教育党组（10人）：

邹艳梅 唐山学院党委宣传部政治理论科科长

王 宏 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宣传部长

皮雪彬 唐山市开滦第一中学教师

于 晖 唐山市第一中学文明办主任

高 杰 唐山市第二中学德育处主任

陈 瑾 河北唐山外国语学校办公室主任

康增伟 唐山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副书记

姚海杰 唐山市教育局直属机关党委科员

牛玉花 唐山劳动技师学院教师

都三强 唐山学院招生就业处就业科科长

卫健委党组（10人）：

靳春萍 唐山市工人医院党委工作部主任

李金丰 唐山市人民医院党委工作部主任

侯俊梅 唐山市中医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钱 磊 唐山市第二医院党群工作部主任

纪 智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党委办公室主任

沈振明 唐山市第五医院院长、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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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 慧 唐山市协和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护士长

刘 淼 唐山市第二医院健保科科员

葛 军 唐山市卫生计生委综合监督执法局党总支书记

部 威 唐山市第四医院党办室副主任

交通运输党组（9人）：

边彩东 唐山市道路运输管理处处长

张宏伟 唐山市公路路政管理处处长

李富伟 承唐高速公路唐山管理处党总支副书记

肖 路 唐山市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副处长

王康宁 唐山市唐港高速公路管理处团支部书记

赵 溪 唐山市公路养护管理处组宣科负责人

刘 鹏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劳动服务处公务科负责人

董敬宝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直属机关党委科员

张琪姗 唐山市交通运输局承唐高速职工

水利党组（5人）：

张 侃 唐山市水利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

刘 强 唐山市引滦工程管理局迁西渠道管理处科员

徐 晶 河北省唐山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办公室科员

王 平 唐山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周定朝 唐山市引滦工程管理局迁西渠道管理处综合办公室

主任

遵化市（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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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向 遵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王立智 遵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王海军 遵化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蔡贺奎 遵化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

吴克剑 遵化市侯家寨乡党委书记

刘满仓 遵化市电视台广告公司经理

白剑昆 中共遵化市委宣传部科员

迁安市（9人）：

赵福军 迁安市杨店子镇党委书记

桑 稳 迁安市彭店子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张小峰 迁安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主任科员

浑 广 迁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刘 乔 迁安市城管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李志刚 迁安市市场监管局副主任科员

崔满良 迁安市城区街道党委宣传委员

吴新辉 迁安市迁安镇党委宣传委员

徐乃双 迁安市文明办综合科科长

滦州市（7人）：

王艳君 中共滦州市委宣传部

刘水波 滦州市教育局

裴立忠 滦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樊雅娟 滦州市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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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曦 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刘文静 滦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甄宝江 滦州市滦河街道办事处

迁西县（7人）：

张振华 迁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田会生 迁西县兴城镇党委书记

杨树敏 迁西县今日栗乡编辑部主编

高晓明 迁西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党支部书记、副大队长

王春光 迁西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城关中队长

孟丽华 迁西县第四小学教师

揣泽民 迁西县文明办科员

玉田县（6人）：

陈秉忠 玉田县教育局局长

冯新国 玉田县住建局副局长

丁兰英 玉田县玉田镇宣传委员

冯春辉 玉田县无终街道办事处宣传委员

孟凡俊 玉田县文明办精神文明指导科科长

张海松 玉田县文联主席

滦南县（7人）：

李进春 滦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副书记、局长

张荣辉 滦南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县委教育工委书记

王文成 滦南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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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廷进 滦南县医院院长

关素梅 滦南县友谊路街道办宣传委员

孟 彬 滦南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韩志红 滦南县委宣传部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

乐亭县（6人）：

高云侠 乐亭县乐安街道办宣传委员

毕庆生 乐亭县教育局教育科副科长

才学磊 乐亭县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干部

杨晓光 国家统计局乐亭调查队队长

李明馨 乐亭县综合职业技术学校党务干部

田利刚 乐亭县老龄办副主任

路南区（8人）：

谭丽娜 路南区教育局团委书记

安 琪 路南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石丽娜 路南区女织寨乡党委宣传委员

甄 佳 路南区稻地镇党委宣传委员

费宝坚 路南区广场街道宣传部长

周建英 路南区开滦第十中教师

穆 玉 路南区文明办科员

陶 圆 路南区文明办科员

路北区（9人）：

丁立文 唐山市路北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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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安 唐山市路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主任科员

孙 强 唐山市路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书记

赵文杰 唐山市路北区机场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郭 颖 唐山市路北区大里街道党工委宣传部长

张文上 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街道党工委宣传部长

徐 颖 唐山市路北区文化路街道党工委宣传部长

郭保华 唐山市路北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张 弓 唐山市路北区文明办科员

开平区（8人）：

张贻山 中共开平区委党校副校长

刘满秋 中共唐山市开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刘晓妹 唐山市开平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

刘晨燕 唐山市开平区统计局城乡调查队队长

宋双臣 唐山市开平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教导员

于艳梅 唐山市开平区科学技术协会综合办主任

艾福永 唐山市开平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刘天晓 唐山市永和冶金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古冶区（8人）：

张敏健 唐山市古冶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高 镜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唐山市古冶区分公司总经理

王国奎 唐山市和合婚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福楠 唐山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队第四交通警大队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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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淑艳 唐山市古冶区王辇庄乡卫生院院长

董 荔 唐山市古冶区环境保护局办公室副主任

肖 蔚 唐山市古冶区委员会宣传部区委外宣局副局长

邰永亮 唐山市古冶区宣传部外宣局综合事业科副科长

丰润区（9人）：

刘德安 唐山市丰润区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亢瑞秋 唐山市丰润区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谢旭峰 唐山市丰润区广播电视台台长

荣春萍 唐山市丰润区卫生健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董新华 唐山市丰润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闫晓洁 唐山市丰润区文明办副主任

安立新 唐山市丰润区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刘宝存 唐山市丰润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局长助理

赵树明 唐山市丰润区政府办公室科长

丰南区（9人）：

佟晓华 唐山市丰南区大齐各庄镇党委宣传委员

孙万贺 唐山市丰南区教育教学研究与教师培训中心教师

李新斋 唐山市丰南区大新庄镇中学教师

刘冬梅 唐山市丰南区实验小学西校区教师

崔婉梅 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小学教师

李金生 唐山市丰南区文明办督导科科长

冯瑞刚 唐山市丰南区唐坊镇中心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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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仓 唐山市丰南区文明办综合科科长

董国敬 唐山市丰南区文明办综合科科员

曹妃甸区（9人）：

丁雅静 唐山市曹妃甸区委外宣局科员

蒋彦鹏 唐山市曹妃甸区文明办科员

王 肖 唐山市曹妃甸区法院刑事审判庭书记员

陶 亮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三农场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杨玉凤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七农场党委书记

常学东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十一农场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常贵贤 唐山市曹妃甸区滨海镇宣传委员

张 强 唐山市曹妃甸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王玉梅 唐山市曹妃甸区第六农场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人）：

齐庆锋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政综合办公室副主任、机关

党委专职副书记

付 杰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副局长

党 楠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海港经济开发区（2人）：

陈云艳 河北唐山海港经济开发区第一小学校长

张 云 中共唐山市委海港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会党群工作

部工作人员

芦台经济开发区（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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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洪喜 唐山金亨通车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盼侠 芦台经济开发区文明办主任

汉沽管理区（2人）：

史宝东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水电局党总支书记、局长

赵新宇 唐山市汉沽管理区财政局局长

中共唐山市委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