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 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陈卓斌 美编：孙发强 检校：招志云 陈伊蕾B06

■■■■■ ■■■■■ ■■■■■

一、拟推荐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文
明单位及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校
园名单

（一）拟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33
个）

海口市（3个）：海口市秀英区石山
镇施茶村、海口市龙华区新坡镇仁台村、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塔昌村

三亚市（3个）：三亚市吉阳区博后
村、三亚市崖州区梅西村、三亚市吉阳区
田独村

儋州市（3个）：儋州市那大镇石屋
村、儋州市那大镇屋基村、儋州市那大镇
力乍村

琼海市（3个）：琼海市塔洋镇、琼海
市嘉积镇椰子寨村、琼海市大路镇文一
村

文昌市（2个）：文昌市龙楼镇好圣
村、文昌市文教镇加美村

万宁市（1个）：万宁市万城镇溪边
村

东方市（2个）：东方市东河镇南浪
村、东方市八所镇福耀村

五指山市（2个）：五指山市水满乡
方好村、五指山市水满乡

乐东黎族自治县（2个）：乐东黎族
自治县黄流镇、乐东黎族自治县万冲镇
友谊村

澄迈县（1个）：澄迈县金江镇美朗
村

临高县（1个）：临高县皇桐镇
定安县（1个）：定安县龙湖镇高林

村
屯昌县（1个）：屯昌县乌坡镇
陵水黎族自治县（1个）：陵水黎族

自治县本号镇小妹村
昌江黎族自治县（1个）：昌江黎族

自治县王下乡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三道镇什进村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3个）：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大边村、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堑对村、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湾岭镇金妙朗村

白沙黎族自治县（2个）：白沙黎族
自治县七坊镇高石老村、白沙黎族自治
县南开乡银坡村

（二）拟第六届全国文明单位（44
个）

海口市（4个）：海南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海口供电局、海口市消防救援支队
龙华区大队（原海口市公安消防支队龙
华区大队）、海口市美兰区新安社区、海
南金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市（3个）：中国人民银行三亚
市中心支行、三亚市河西区金鸡岭社区、
三亚市天涯海角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三沙市（1个）：海南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三沙供电局

儋州市（2个）：国家税务局儋州市
税务局（原儋州市地方税务局+儋州市
国家税务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儋
州分公司

琼海市（2个）：琼海市人民检察院、
琼海市消防救援支队博鳌大队（原琼海
消防支队博鳌大队）

文昌市（4个）：海南春光食品有限
公司、文昌市人民法院、文昌市龙楼镇航
天社区、文昌市消防救援支队文城大队
（原文昌支队文城大队）

万宁市（1个）：万宁市农村信用合
作联社

东方市（2个）：东方市人民检察院、
东方市财政局

五指山市（1个）：海南电网公司五
指山供电局

乐东黎族自治县（2个）：国家税务
总局乐东县税务局（原乐东县地方税务
局+乐东县国家税务局）、乐东县人民检
察院

澄迈县（2个）：澄迈县气象局、澄迈
县大丰镇才存社区

临高县（1个）：临高县委办公室
定安县（3个）：定安县人民检察院、

海南省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定安
县定城镇西门社区

昌江黎族自治县（1个）：昌江黎族
自治县委办公室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2个）：保亭
县气象局、呀诺达雨林文化旅游区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琼中
县人民检察院

白沙黎族自治县（1个）：白沙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原白沙县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

省直机关（4个）：海口海事局、国家
统计局海南调查总队、海口港海关、洋浦
经济开发区海关

省国资委（2个）：海南省农村信用社
联合社、海南英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卫健系统（2个）：海南省血液中心、
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原省妇幼保

健院）
交通系统（1个）：海南省交通规划

勘察设计研究院
税务系统（1个）：国家税务总局三

沙市税务局
金融系统（1个）：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三）拟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8个）
省妇联（1个）：黄变家庭
海口市（1个）：黄娇花家庭
乐东黎族自治县（1个）：关义秀家庭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李丽

英家庭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王圣

金家庭
农 垦（1个）：蒙跃培家庭
昌江黎族自治县（1个）：王存胜家

庭
三亚市（1个）：张先云家庭
（四）拟第二届全国文明校园（10

个）
高校（1个）：海南师范大学
中小学校（9个）：海南省国兴中学、

文昌中学、琼海市嘉积中学、琼中民族思
源实验学校、海口市灵山镇中心学校、海
口市第二十七小学、三亚市第九小学、洋
浦第一小学、陵水黎族自治县中山小学

二、拟推荐第六届全国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和第五届先进
单位、先进工作者名单

（一）拟第六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1个）：昌江黎族
自治县

（二）拟第五届先进单位（4个）：海
口市琼山第五小学、临高县新盈镇新盈
中心学校、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白沙黎族自
治县教育局

（三）拟第五届先进工作者（4名）：
胡静（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
设综合协调处一级主任科员）、杨华（海
口市龙华区金贸街道工委书记）、师咸卿
（三亚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站
长）、吕奎方（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亭
中学团委书记）

三、拟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
名单

（一）拟继续保留的全国文明村镇名
单（56个）

海口市（9个）：秀英区永兴镇美孝
村、秀英区永兴镇冯塘村、龙华区新坡镇
斌腾村、龙华区城西镇苍东村、琼山区大
坡镇马宛大村、琼山区三门坡镇龙鳞村、
琼山区大坡镇、琼山区红旗镇、琼山区三
门坡镇

三亚市（3个）：吉阳区中廖村、海棠
区北山村、天涯区槟榔村

儋州市（2个）：兰洋镇南罗村、木棠
镇铁匠村

琼海市（6个）：嘉积镇北仍村、博鳌
镇美雅村、阳江镇上科村、嘉积镇、潭门
镇、博鳌镇

文昌市（3个）：昌洒镇白土村、东路
镇葫芦村、东阁镇排港村

万宁市（4个）：长丰镇文通村、后安
镇六底村、龙滚镇福塘村、龙滚镇

东方市（1个）：新龙镇下通天村
五指山市（2个）：畅好乡草办村、毛

阳镇唐干村
乐东黎族自治县（2个）：佛罗镇丹

村、利国镇
澄迈县（4个）：金江镇宋岭村、老城

镇罗驿村、海南省国营红光农场向阳队、
福山镇

临高县（2个）：博厚镇道德老村、博
厚镇乐豪村

定安县（3个）：黄竹镇白塘村、岭口
镇岭尾村、龙门镇

屯昌县（3个）：乌坡镇内林村、西昌
镇南田村、枫木镇

陵水黎族自治县（2个）：光坡镇坡
尾村委会港尾新村、本号镇

昌江黎族自治县（2个）：石碌镇山
竹沟村、七叉镇宝山村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2个）：加茂
镇南冲村、保城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4个）：红毛
镇什寒村、什运乡番道村、和平镇新民
村、湾岭镇

白沙黎族自治县（2个）：邦溪镇芭
蕉村、元门乡罗帅村

（二）拟继续保留的全国文明单位
（103个）

海口市（11个）：海口国家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海口市群众艺
术馆、海口市英才小学、秀英区人民检察
院、龙华区居仁坊社区、龙华区玉沙社
区、龙华区大同街道大同里社区、龙华区
滨海街道滨海新村社区、龙华区滨濂北
社区、琼山区委宣传部、海口市公安局龙
华分局

三亚市（6个）：三亚海关、吉阳区清
平乐社区、吉阳区港门村社区、解放军总
医院（301医院）海南分院、三亚强制隔
离戒毒所、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三亚
分公司

三沙市（1个）：七连屿管理委员会
儋州市（2个）：儋州市东坡书院管

理处、儋州市人民检察院
琼海市（5个）：琼海市嘉积中学、琼

海市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景区、琼海
市财政局、琼海市融媒体中心（原琼海市
广播电视台）、琼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原琼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文昌市（5个）：文昌市华侨中学、文
昌市人民检察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
南省文昌市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文昌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原文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全国）+文昌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省级）〕

万宁市（1个）：万宁市财政局
东方市（1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八七一台
五指山市（1个）：五指山市人民检

察院
乐东黎族自治县（3个）：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分公
司、乐东黎族自治县乐东中学、乐东县人
民法院

澄迈县（1个）：澄迈县残疾人联合
会

临高县（3个）：临高县人民检察院、
临高县人民法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二○二三台

定安县（4个）：定城镇江南社区、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海南有限公司定安分公
司、定安县公安局、海南中野旅游产业发
展有限公司文笔峰盘古文化旅游区

屯昌县（1个）：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屯昌分公司

陵水黎族自治县（2个）：陵水县人
民法院、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陵水分
公司

昌江黎族自治县（1个）：昌江县青
少年活动中心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琼中
县人民法院

白沙黎族自治县（1个）：白沙县人
民法院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1个）：海南
省国营八一总场（场部）

省直机关（5个）：海南省人民政府
服务中心、海南海事局（本部）、海南省环
境科学研究院（机关）、海口海关（机关）
〔原海口海关（机关）+海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机关）〕、海南日报报业集团

省教育厅（2个）：海南软件职业技
术学院、海南省国兴中学

省国资委（3个）：海南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责任
公司（本部）、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本部）

商务系统（2个）：三亚喜来登度假
酒店、三亚山海天万豪酒店

卫健系统（1个）：三亚中心医院
旅文系统（2个）：三亚热带海滨风

景名胜区南山景区、海南槟榔谷黎苗文
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海航集团（1个）：海南美兰国际空
港股份有限公司（原海航基础股份有限
公司）

税务系统（16个）：国家税务总局海
口市税务局〔原海口市国家税务局（机
关）（全国）+海口市地方税务局（省
级）〕、国家税务总局昌江县税务局（原昌
江县地方税务局+昌江县国家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万宁市税务局〔原万宁市
国家税务局（全国）+万宁市地方税务局
（省级）〕、国家税务总局琼海市税务局
〔原琼海市国家税务局（全国）+琼海市

地方税务局（省级）〕、国家税务总局五指
山市税务局〔原五指山市国家税务局（全
国）+五指山市地方税务局（省级）〕、国
家税务总局定安县税务局〔原定安县国
家税务局（全国）+定安县地方税务局
（省级）〕、国家税务总局琼中县税务局
〔原琼中县国家税务局（全国）+琼中县
地方税务局（省级）〕、国家税务总局海南
省税务局〔原海南省国家税务局（机
关）〕、国家税务总局三亚市税务局（原三
亚市国家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东方市
税务局（原东方市地方税务局）、国家税
务总局屯昌县税务局（原屯昌县国家税
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文昌市税务局（原
文昌市国家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白沙
县税务局（原白沙县国家税务局）、国家
税务总局澄迈县税务局（原澄迈县国家
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儋州市税务局第
一税务分局办税大厅（原儋州市地方税
务局办税大厅）、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税
务局纳税服务管理局民声东路办税服务
厅（原海口市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管理
局民声东路办税服务厅）

气象系统（6个）：三亚市气象局、陵
水县气象局、儋州市气象局、东方市气象
局、五指山市气象局、临高县气象局

通讯邮政系统（4个）：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海口市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海南分公司（本部）、中国邮政
集团公司海南省运输局

金融系统（1个）：海口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电网系统（6个）：海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三亚供电局（原中国南方电网海
南电网公司三亚供电局）、海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儋州供电局（原中国南方电网
海南电网公司儋州供电局）、海南电网有
限责任公司文昌供电局、海南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万宁供电局（原中国南方电网
海南电网公司万宁供电局）、华能海南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华能海南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海口电厂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2个）：
三亚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美兰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

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1
个）：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洋浦
支队（原洋浦边防支队）

（三）拟继续保留的全国文明家庭（5
个）

海口市（1个）：李朵家庭
儋州市（1个）：许素芬家庭
文昌市（1个）：邢福浩家庭
乐东黎族自治县（1个）：高惠兰家

庭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朱兰

香家庭
（四）拟继续保留的全国文明校园（5

个）
海口市（1个）：海口市琼山第五小

学
东方市（1个）：东方市铁路小学
五指山市（1个）：五指山市第一小

学
省教育厅（2个）：海南大学、海南中

学
四、拟撤销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村

镇、文明单位名单
（一）拟撤销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村

镇（1个）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1个）：三道

镇
（二）拟撤销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单

位（6个）
海口市（1个）：海口市城市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三亚市（1个）：三亚市园林环卫管

理局
屯昌县（1个）：屯昌县人民检察院

卫健系统（1个）：海南省人民医院
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1个）：

海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文工团
公安厅海岸警察总队（筹备组）（1

个）：省公安边防总队万宁边防支队
五、拟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海南省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
园名单

（一）拟继续保留的全省文明村镇
（162个）

海口市（27个）：秀英区石山镇施茶
村、秀英区石山镇昌道村、秀英区永兴镇
美梅村、秀英区东山镇福寨村、龙华区新
坡镇仁台村、琼山区龙塘镇多贤村、琼山
区红旗镇泮边村、琼山区红旗镇荫生村、
琼山区红旗镇岭门村、琼山区红旗镇南畴
湖村、琼山区三门坡镇加乐湖村、琼山区
三门坡镇大水村、琼山区三门坡镇美南
村、琼山区大坡镇田心村、琼山区大坡镇
塔昌村、琼山区大坡镇新昌肚村、美兰区
演丰镇山尾头村、美兰区演丰镇禄尾村、
美兰区演丰镇瑶城村、美兰区三江镇溪头
村、美兰区三江镇东坡湖村、美兰区三江
镇博布村、美兰区三江镇仙鹤村、美兰区
大致坡镇美浑村、桂林洋开发区迈进社区
迈德村、琼山区云龙镇、美兰区演丰镇

三亚市（5个）：海棠区湾坡村、吉阳
区田独村、吉阳区上廖村、吉阳区龙坡
村、崖州区梅西村

儋州市（11个）：大成镇南吉村、那
大镇力乍村、那大镇石屋村、那大镇屋基
村、新州镇英进村、排浦镇罗城村、那大
镇牛路窝村、那大镇美爷村、雅星镇茶山
村、峨蔓镇新村、兰洋镇

琼海市（13个）：嘉积镇大园古村、
嘉积镇椰子寨村、嘉积镇文山园村、龙江
镇表园村、塔洋镇鱼良村、博鳌镇大路坡
村、大路镇文坡村、大路镇文一村、会山
镇南界村、会山镇加脑村、大路镇、中原
镇、塔洋镇

文昌市（16个）：龙楼镇好圣村、龙
楼镇兵坡村、龙楼镇十七村、公坡镇茂园
村、潭牛镇天赐村、文教镇加美村、会文
镇十八行村、东阁镇鳌头村、文城镇会田
村、文城镇城梅村、东郊镇福寿山村、东
郊镇蓝田村、龙楼镇、东阁镇、昌洒镇、潭
牛镇

万宁市（5个）：山根镇大石岭村、万
城镇溪边村、北大镇竹埇村、北大镇禄马
田村、山根镇

东方市（10个）：东河镇南浪村、感
城镇陀头村、四更镇沙村、八所镇福耀
村、八所镇永安居委会、大田镇报白村、
江边乡江边村、天安乡、八所镇、大田镇

五指山市（9个）：南圣镇军民村、毛
阳镇毛路三村、水满乡新村、通什镇什保
番文村、水满乡方好村、畅好乡什春什朵
村、水满乡、畅好乡、毛阳镇

乐东黎族自治县（10个）：万冲镇友
谊村、佛罗镇福塘村、佛罗镇田头村、抱由
镇抱由村、抱由镇南美村、万冲镇洋老村、
佛罗镇新坡村、黄流镇、千家镇、万冲镇

澄迈县（3个）：文儒镇秀长山村、金
江镇美朗村、老城镇

临高县（5个）：博厚镇加禄村、东英
镇西北村、波莲镇冰廉村、调楼镇抱才
村、皇桐镇

定安县（7个）：龙湖镇居丁村、新竹
镇次滩村、岭口镇皇坡村、龙湖镇高林
村、龙河镇天池村、黄竹镇、翰林镇

屯昌县（6个）：新兴镇坡陈村、乌坡
镇青梯仔村、南吕镇咸六村、南吕镇郭石
上村、枫木镇冯宅村、乌坡镇

陵水黎族自治县（3个）：本号镇什
坡村、本号镇小妹村、文罗镇坡村

昌江黎族自治县（11个）：王下乡浪
论村、叉河镇唐村、石碌镇水富村、昌化
镇昌城村、十月田镇才地村、海尾镇白沙
村、七叉镇、十月田镇、石碌镇、王下乡、
昌化镇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8个）：三道
镇番庭村、三道镇什进村、加茂镇北头
村、响水镇番道村、毛感乡什春村、新政
镇、什玲镇、加茂镇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8个）：湾岭
镇大边村、和平镇堑对村、什运乡光一光
二村、黎母山镇大边三村、湾岭镇竹朗
村、黎母山镇加林村、湾岭镇金妙朗村、
上安乡作雅村

白沙黎族自治县（5个）：七坊镇高
石老村、南开乡银坡村、邦溪镇付俄村、
金波乡、邦溪镇

（二）拟继续保留的海南省文明单位
（270个）

海口市（28个）：中共海口市委办公
室（原海口市委办公厅）、海口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原
海口市环境保护局）、海口市救助管理
站、海口市120急救中心、海口市公安局
特警支队、海口市排水收费所、海口市公
安局交警支队第一车辆管理所、秀英区
委宣传部、秀英区秀英街道秀中社区、秀

英区海口港社区、秀英区爱华社区、秀英
区海秀街道东方洋社区、龙华区文化馆、
龙华区金宇街道金坡社区、龙华区中山
街道竹林社区、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龙华分局大同市场监督管理所（原海口
市工商局龙华工商所）、琼山区生态环境
局（原琼山区生态环境保护局）、琼山区
大园社区、琼山区攀丹社区、琼山区博桂
社区、美兰区上坡社区、美兰区新安社
区、美兰区政府服务中心、美兰区海府街
道龙舌坡社区、美兰区蓝天街道塔光社
区、美兰区人民街道万福社区、海南金鹿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亚市（17个）：三亚市民游客中
心、中国人民银行三亚市中心支行、三亚
市委办公室、三亚市旅文局（原三亚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三亚市实验中学、三亚
大小洞天发展有限公司、三亚市审计局、
三亚市人民政府政务中心、三亚市城郊
检察院派驻海棠湾检察室、中国银行三
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亚分行、三亚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
理所、天涯区金鸡岭路社区（原河西区金
鸡岭社区）、吉阳区卓达社区、天涯区朝
阳社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三亚
市分公司、三亚市中医院

儋州市（13个）：儋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儋州市社会保险事业局、儋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儋州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儋州市图书馆、儋州市
新闻中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儋州市支行、儋州市财政局、儋州市
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那大镇西干社
区、那大镇解放社区、那大镇先锋社区、
和庆镇和庆社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儋州分公司

琼海市（15个）：琼海市政府政务服
务中心、琼海市公安局、琼海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琼海市人民检察院、琼海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琼海市龙利
坡社区、琼海市先锋社区、琼海市新民社
区、嘉积镇登仙岭社区、嘉积镇山叶社
区、琼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车辆管
理所、琼海市自来水公司、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琼海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海南有限公司琼海分公司、琼海市人
民医院

文昌市（5个）：文昌市人民法院、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文昌支行、文昌市
人民医院、龙楼镇航天社区、锦山墟社区

万宁市（4个）：万宁市委宣传部、海
南万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
万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万宁市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东方市（9个）：东方市委组织部、东
方市财政局、东方市人民法院、东方市人
民检察院、八所海关（原八所海关+八所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海南有限公司东方分公司、国电海南大
广坝发电有限公司、东方新华书店有限
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东方市
分公司

五指山市（8个）：五指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原五指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五指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五指
山市人民法院、五指山市文化馆、五指山
市城乡环境卫生管理局、五指山市财政
局、五指山市委组织部、通什镇河南东区
居委会、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五指
山市分公司

乐东黎族自治县（3个）：乐东县人
民检察院、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乐东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乐东分公司

澄迈县（6个）：澄迈县纪委监察局、
澄迈县政府信访局、澄迈县人民法院、澄
迈县公安局澄城派出所、澄迈县大丰镇
才存社区、大丰镇大丰社区

临高县（5个）：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临高分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海
南有限公司临高分公司、临高县委办公
室、临高中学、临城镇文澜江中心学校

定安县（7个）：定安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原定安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定安
县人民检察院、定安县自来水公司、海南
省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定安县龙
门镇中心小学、人行定安县支行、定城镇
西门社区

屯昌县（2个）：屯昌县纪委监察局、
屯昌县教育局

陵水黎族自治县（6个）：陵水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原陵水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陵水县财政局、陵水县人民检察院、
陵水县司法局、陵水县委组织部、陵水县
委党校

昌江黎族自治县（6个）：昌江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原昌江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昌江县人民
法院、昌江县委办公室、昌江县财政局、
石碌镇东风路社区、昌化镇昌化社区

下转B07版▶

海南省第六届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及新一届
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推荐候选名单和复查拟确认继续保留和撤销

荣誉称号的全国（全省）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名单公示
海南省新一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先进推荐申报工作启动后，全省
各市县、省直各工委、各窗口行业单位
高度重视，发动基层单位积极申报，经
层层选拔和严格把关，省文明委组织
复查、考评、审核，并在充分征求各有
关部门意见（重点核查“负面清单”存
在问题）基础上，坚持优中选优的原
则，选出拟向中央文明办申报的第六
届全国文明村镇33个、全国文明单位
44个、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8个、全国
文明校园10个，第六届全国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1个、第
五届先进单位4个、先进工作者4个；
拟申请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国文明
村镇56个、文明单位103个、文明家
庭5个、文明校园5个；拟撤销荣誉称
号的全国文明村镇1个、全国文明单

位6个。同时，根据复查结果，拟确认
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全省文明村镇
162 个、文明单位 270 个、文明家庭
192个、文明校园86个；拟撤销荣誉称
号的全省文明村镇7个、文明单位27
个、文明家庭8个、文明校园1个。报
省文明委领导批准，现将拟申报推荐
名单、复查拟确认继续保留和撤销荣
誉称号名单一并向社会公示，接受群
众监督。

公示时间：2020年9月8日至14
日。

监督电话：65371533、65363711
（传真）

电子邮箱：hnswmb@163.com

海南省文明办
2020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