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委员会
市字 〔２０１９〕９６号

中共西安市委　西安市人民政府

关于命名表彰２０１８年度市级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集体的决定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

２０１８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市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文明委工作部署,大

力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各项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持续巩固深化创文成果,市民文明素质和城乡文

明程度不断提高,涌现出一批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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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和创建更高水平文

明城市中,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

为充分展示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丰硕成果,进一步调动全

市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更加深入有效开展,市委、市政府决

定,命名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４３所等５２
个单位为市级文明单位,西安市地震局等６个机关为市级文

明机关,碑林区实验小学等３２个学校为市级文明校园,雁

塔区大雁塔街道铁一院社区等８个社区为市级文明社区,长

安区黄良街道等４个村镇为市级文明村镇;命名临潼区北田

街道马陵村杨佩侠家庭等２０个家庭为文明家庭;命名国家

税务总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办税服务

厅)等９个服务窗口为 “人民满意示范窗口”;命名新城区

教育局等１８个单位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集体.同

时,经复查审核确认,决定继续保留西安市人民体育场等

２０１个文明单位、市委统战部机关等３３个文明机关、新城

区八府庄小学等５４个文明校园、莲湖区西关街道民航社区

等２６个文明社区、高陵区崇皇街道绳刘村等７个文明村镇

的荣誉称号.２０１８年到届未经确认的单位,不再保留市级

文明单位等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勇于开拓、不

断创新,始终保持创建活动的生机和活力,在巩固提升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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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全面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

中,继续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全市各级各部门各单

位要以受表彰的先进集体为榜样,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重

大决策部署,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

领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文明城

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制度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转

化为具体任务措施,扎实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继续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不断提升市民思想觉悟、道德水

准、文明素养,以办好第十四届全运会为契机,全面提升文

明城市品质形象,为西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丰润的道德滋养,奋力谱写西安市精

神文明建设新篇章.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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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度市级精神文明建设

先进集体名单

新命名的市级文明单位、文明机关、

文明校园、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名单

(共１２２个)

一、文明单位 (５２个)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４３所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７４１４厂

陕西新红锋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千方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碑林区幼儿园

新城区韩森寨街道办事处

陕西鼎盛装饰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新城区大明宫幼儿园

西安市政道桥建设有限公司第六分公司

莲湖民族幼儿园

陕西核工业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完美 (中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陕西锋双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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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七局第四建筑有限公司

西安市未央区幼儿园

阎良区气象局

西安市第六保育院

阎良区凤凰幼儿园

临潼区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秦俑派出所

临潼区教师进修学校

临潼区第二自来水有限公司

临潼区新丰中心卫生院

临潼区绿源热力有限公司

临潼区行者石榴花谐美幼儿园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栎阳支行

国网西安市临潼区供电公司马额供电所

西安富攀工贸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区档案馆

长安区建筑垃圾管理所

长安区引镇中心卫生院

长安区子午区域敬老院

长安区第三幼儿园

西安济仁医院

鄠邑区林木种苗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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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县农商行

西安高新区热力有限公司

陕西金石书画院

陕西燃气集团交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西安航天城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航空城建设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咸北环分公司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西咸新区供电公司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咸旬分公司

西咸新区公安局空港新城分局

沣东新城斗门水库建设管理中心

(西安昆明池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国际港务区管理委员会

西安国际港务区新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二、文明机关 (６个)

西安市地震局机关

共青团西安市委员会机关

鄠邑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监测中心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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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县焦岱镇人民政府机关

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机关

沣东新城党委宣传部机关

三、文明校园 (３２个)

碑林区实验小学

碑林区沙坡小学

碑林区太乙路中学

莲湖区远东第二小学

莲湖区第二实验小学

西京公司子校

西安东仪中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五○七工厂职工子弟小学

未央区长乐第一小学

阎良区北屯初级中学

临潼区行者初级中学

临潼区栎阳街道栎阳小学

临潼区行者街道北庄小学

临潼区栎阳街道义和小学

长安区韦曲街道中心学校

高陵区泾渭中学

高陵四中榆楚校区

鄠邑区北关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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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田县前卫初级中学

蓝田县辋川镇红门寺九年制学校

蓝田县蓝关街道大寨小学

周至县楼观新镇小学

周至县西周初级中学

西安市高新第一学校

西安经开第四小学

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

西安航空基地第一小学

西咸新区沣西新城大王中心学校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正阳北舍小学

西安沣东新城第一学校

西安国际陆港第一小学

西安市浐灞丝路学校

四、文明社区 (８个)

雁塔区大雁塔街道铁一院社区

雁塔区等驾坡街道田家湾社区

碑林区柏树林街道菊花园社区

灞桥区红旗街道半坡社区

未央区汉城街道长乐西苑社区

长安区郭杜街道樱花路社区

周至县二曲街道云塔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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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江新区曲江中心社区

五、文明村镇 (４个)

长安区黄良街道

鄠邑区蒋村镇王坊村

周至县二曲街道渭旗村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泾干街道双赵村

六、文明家庭 (２０个)

杨佩侠家庭　临潼区北田街道马陵村

赵长林家庭　临潼区穆寨街道穆柯寨村

聂志宽家庭　未央区文景观园小区

张淑芳家庭　灞桥区纺织城街道一印社区

张和平家庭　阎良区北屯街道办箭王村

杨盼盼家庭　蓝田县天鹅湖小区

吴亚莉家庭　未央区锦园新世纪花园社区

魏春梅家庭　莲湖区北曹家巷小区

李彦坤家庭　周至县马召镇东火村

安　佳家庭　碑林区柿园路龙渠堡小区

凌文生家庭　灞桥区狄寨街道金星村

宋鸿雁家庭　未央区政法巷１１号

李永军家庭　长安区竹园小区

司令科家庭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周陵街道司魏西村

张友贵家庭　碑林区柏树林街道菊花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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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波家庭　高陵区耿镇街道周家村四组

刘晓玲家庭　雁塔区西影路双馨园小区

王喜安家庭　长安区王莽街道清水头村

孙　清家庭　鄠邑区余下镇罗什村

叶　子家庭　新城区公园南路１１５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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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满复查确认继续保留荣誉称号的

市级文明单位、文明机关、文明校园、

文明社区、文明村镇名单

(共３２１个)

一、文明单位 (２０１个)

西安市人民体育场

西安市革命公园

西安铁路公安局

西安市新城区残疾人联合会

陕西平安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三府湾客运站

西安市新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城分局长乐西路工商所

西安市房地三分局新兴物业管理公司向荣分公司

西安市新城区自强路街道办事处

西安市新城区太华路街道办事处

西安市公安局新城分局太华路派出所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西安物资供应段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太华路支行

清华德人西安幸福制药有限公司

陕西亚达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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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北方医院

西安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

西安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西安昆仑幼儿园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新城分局长乐中路工商所

西安市国光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市碑林区政务服务中心

陕西建投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事变纪念馆

西安市房地产开发总公司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双生分局生产要素市场管理所

西安话剧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第五税务所 (原碑林

区国家税务局友谊路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第四税务所 (原碑林

区国家税务局湘子庙街税务所)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九八六医院 (原解放军第三二三

医院)

陕西省地方电力物资有限公司

陕西省地方电力招标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西安长安路支行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长安路税务所 (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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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国家税务局长安路税务所)

西安市市政建设开发公司房管所

青海省西安第一干休所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碑林分局太乙路工商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太乙路税务所 (原碑

林区国家税务局太乙路税务所、碑林区地方税务局太乙路税

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东关南街税务所 (原

碑林区国家税务局东关南街税务所、碑林区地方税务局东关

南街税务所)

西安市长乐公园

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分局长乐坊派出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碑林区税务局长乐坊税务所 (原碑

林区国家税务局长乐坊税务所、碑林区地方税务局长乐坊税

务所)

西安市环境宣传教育信息中心

陕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西安大兴医院

西安文化艺术报社

西安市莲湖区红十字会医院

西安市市政设施管理局市政设施管理大队

西安市钟鼓楼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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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三民村垃圾处理中转站

西安市邮政集团公司西安市北关分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莲湖区税务局桃园路税务所 (原莲

湖区国家税务局桃园路税务所、莲湖区地方税务局桃园路税

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莲湖区税务局红庙坡税务所 (原莲

湖区国家税务局红庙坡税务所、莲湖区地方税务局红庙坡税

务所)

中国建设银行西安莲湖路支行

西安市城市快速干道管理中心

陕西省粮油科学研究设计院

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北关派出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莲湖区税务局西关税务所 (原莲湖

区地方税务局西关税务所)

西安市房地产经营二公司第四经营部

莲湖区育红幼儿园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

武警西安支队雁塔区中队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公司西安雁塔分部

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中信银行电子城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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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社会科学院

陕西省石油化工研究设计院

陕西省武警总队医院

西安市雁塔区公证处

西安市雁塔区档案馆

西安鼎浩商务大厦

西安银行小寨东路支行

西安市青龙寺遗址保管所

西安市南郊市政养护管理公司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三星客户服务分中心鱼化供电所

陕西通信建设有限公司

秦农银行鱼化支行

西安雁东供热有限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西安金润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国网西安供电公司三星客户服务分中心山门口供电所

中国飞机强度研究所

农业银行小寨支行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雁塔区税务局曲江税务所 (原雁塔

区地方税务局西影路税务所)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雁塔分局雁塔南路工商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雁塔区税务局小寨路税务所 (原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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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区国家税务局小寨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雁塔区税务局丈八税务所 (原雁塔

区国家税务局丈八路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雁塔区税务局大雁塔税务所 (原雁

塔区国家税务局大雁塔税务所、雁塔区地方税务局大雁塔税

务所)

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长延堡派出所

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等驾坡派出所

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明德门派出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灞桥区税务局灞桥税务所 (原灞桥

区国家税务局灞桥税务所)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灞桥分局狄寨工商所

西安市灞桥市政养护管理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６１３２０部队

陕西航天医院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商分公司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灞桥分局席王工商所

西安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小公共汽车分公司

西安市地下管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陕西省女强制隔离戒毒所

西安市国土资源局未央分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未央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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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央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特勤中队

未央区财政局

西安市热力总公司太华供热公司

西安市糖酒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酒厂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未央分局未央湖工商所

阎良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阎良分局武屯工商所

西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阎良分局关山工商所

西安中民燃气有限公司

陕西秦农农商银行康桥支行

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北屯派出所

西安市公安局阎良分局交警大队

建设银行阎良区支行

阎良区委党校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阎良区支行

临潼区水土保持工作站

临潼区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西泉派出所

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相桥派出所

西安市公安局临潼分局栎阳派出所

长安区考核办

长安开发采编中心

—７１—



长安区郭杜环境卫生服务站

长安区农村公路管理站

长安区杨虎城将军陵园管理处

长安区棉花公司

长安区滦镇中心卫生院

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子午派出所

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韦曲派出所

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王曲派出所

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长安分局子午国土资源所

国网西安市长安区供电公司五星供电所

国网西安市长安区供电公司五台供电所

国网西安市长安区供电公司黄良供电所

国网西安市长安区供电公司东大供电所

陕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司西镇分公司长安管理所

西安市救助管理站

高陵区就业服务局

高陵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

高陵区烟草专卖局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远支行 (原高陵

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通远信用社)

高陵区房产管理所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陵支行 (原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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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高陵区岩王粮食储备库 (原高陵区粮食局岩王粮站)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高陵区税务局通远税务所 (原高陵

区地方税务局通远税务所)

鄠邑区文化馆

鄠邑区五竹镇卫生院

鄠邑区房改办

陕西京西药业有限公司

鄠邑区看守所和鄠邑区刑警大队 (联手共建)

鄠邑区画乡饮食服务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鄠邑区税务局祖庵税务所 (原户县

国家税务局祖庵税务所、户县地方税务局祖庵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鄠邑区税务局渭丰税务所 (原户县

国家税务局渭丰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鄠邑区税务局第三税务所 (原户县

地方税务局直属税务分局、户县地方税务局集贸市场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鄠邑区税务局涝店税务所 (原户县

国家税务局涝店税务所、户县地方税务局涝店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鄠邑区税务局第二税务所 (原户县

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户县地方税务局稽查局)

鄠邑区妇幼保健院

西安市公安局鄠邑分局祖庵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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鄠邑区建筑工程总公司

鄠邑区市政管理所

蓝田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

蓝田县公安局普化派出所

蓝田县公安局汤峪派出所

蓝田县公安局灞源派出所

国家税务总局蓝田县税务局 (原蓝田县国家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蓝田县税务局汤峪税务分局 (原蓝田县国

家税务局汤峪税务所)

国家税务总局蓝田县税务局蓝关税务分局 (原蓝田县国

家税务局蓝关税务分局)

国家税务总局蓝田县税务局洩湖税务分局 (原蓝田县国

家税务局洩湖税务所)

周至县剧团

周至县汽车站

周至县社会福利院

周至县卫生监督所

周至县救助管理站

周至县农村公路管理站

周至县公安局马召派出所

周至县婚姻登记服务中心

周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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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周至县税务局马召税务分局 (原周至县国

家税务局马召税务所、周至县地方税务局马召税务所)

陕西省西安市税务干部学校

陕西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中航富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原西安富士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西安高科建材科技有限公司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创业园税

务所 (原西安市地方税务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创业园

税务所)

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大明宫置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豫剧团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曲江楼观道文化展示区管理办公室

西安曲江影视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大明宫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

西安曲江大唐不夜城文化商业 (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大唐芙蓉园景区管理分

公司

陕西亮宝楼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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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东方乳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公安局灞桥分局新筑派出所

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合支行

二、文明机关 (３３个)

市委统战部机关

市直机关工委机关

市审计局机关

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机关

碑林区人民检察院机关

碑林区南院门街道办事处机关

碑林区教育局机关

碑林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局机关

西安市国土资源局莲湖分局机关

雁塔区曲江街道办事处机关

雁塔区长延堡街道办事处机关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雁塔分局机关

灞桥区人民检察院机关

灞桥区人民政府红旗街道办事处机关

灞桥区人民政府席王街道办事处机关

阎良区新兴街道办事处机关

阎良区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机关

临潼区烟草专卖局机关 (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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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潼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关

临潼区西泉街道办事处机关

临潼区雨金街道办事处机关

临潼区油槐街道办事处机关

临潼区栎阳街道办事处机关

临潼区交口街道办事处机关

长安区粮食局机关

长安区五台街道办事处机关

长安区太乙街道办事处机关

中共西安市鄠邑区委组织部机关

鄠邑区烟草专卖局机关

周至县政协机关

周至县人民法院机关

周至县人社局机关

周至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机关

三、文明校园 (５４个)

新城区八府庄小学

新城区昆仑小学

碑林区小雁塔小学

陕西省人民警察培训学校

陕西省碑林教师进修学院

西安市第六中学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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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陕西省建筑职工大学

碑林区何家村小学

西安市第九十中学

西安市第六十七中学

西安市大兴中学

陕西省莲湖区教师进修学校

莲湖区龙首村小学

莲湖区丰庆路小学

莲湖区八一街小学

莲湖区大兴实验小学

莲湖区金光门小学

莲湖区西铁小学

莲湖区劳动路小学

莲湖区行知小学

雁塔区东仪路小学

雁塔区明德小学

雁塔区翠华路小学曲江分校

雁塔区科创路小学

西安市第十四中学

西安市第四十五中学

雁塔区北沈家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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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第九十八中学

陕西工程科技高级技工学校

灞桥区张黄坡小学

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

未央区上水腰小学

临潼区临潼中学

临潼区陕鼓中学

临潼区代王初级中学

长安区实验小学

长安区特殊教育学校

高陵区姬家街道第一中学

高陵区城关小学

鄠邑区人民路小学

鄠邑区西街小学

鄠邑区东关小学

周至县马召知行小学

周至县辛家寨初级中学

周至县哑柏镇中心小学

周至县楼观台九年制学校

周至县二曲街道八一小学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正阳红旗小学

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周陵陵召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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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咸新区秦汉新城双照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县前小学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公办小学

西安国际港务区新筑中心小学

四、文明社区 (２６个)

碑林区太乙路街道南沙社区

碑林区太乙路街道中铁一局社区

碑林区太乙路街道安东街社区

碑林区东关南街街道互助社区

碑林区南院门街道大车家巷社区

碑林区南院门街道保吉巷社区

碑林区柏树林街道三学街社区

碑林区张家村街道西北大学社区

碑林区张家村街道西何社区

莲湖区西关街道民航社区

莲湖区环城西路街道五一社区

莲湖区青年路街道习武园社区

雁塔区大雁塔街道八一社区

雁塔区大雁塔街道雁塔路社区

雁塔区小寨路街道２１３电子社区

雁塔区鱼化寨街道化工坊社区

雁塔区长延堡街道长安南路军干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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灞桥区席王街道灞桥车站社区

未央区辛家庙街道广安社区

阎良区新华路街道公园街社区

临潼区骊山街道西关社区

长安区韦曲街道广场社区

鄠邑区甘亭街道人民路社区

周至县二曲街道淳风苑社区

周至县二曲街道城东社区

高新区枫林绿洲社区

五、文明村镇 (７个)

高陵区崇皇街道绳刘村

长安区引镇街道天王村

鄠邑区涝店镇礼贤村 (原涝店镇里贤村)

周至县集贤镇

周至县集贤殿镇村

周至县九峰镇何家寨村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泾干街道瑞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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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人民满意示范窗口名单

(共９个)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办税服务厅)

国家税务总局西安市长安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 (办税服

务厅)

西安公路管理局陕西省１０８国道终台超限运输检测站

西安公路管理局驻环山一级公路路政管理大队

西安公交巴士运营有限公司６１１路

西安秦华天然气公司仁厚庄北路营业厅

西安长安通支付有限责任公司梨园路客户体验中心 (原

西安市城市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梨园路客户体验中心)

西安市总工会就业服务中心

西安市热力总公司客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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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集体名单

(共１８个)

新城区教育局

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

莲湖区南小巷小学

西安南苑中学

西安半坡博物馆

未央区雷寨小学

西安市临潼区实验小学

高陵区通远中学

蓝田洩湖初级中学

周至县关工委

共青团西安市鄠邑区委员会

西安高新第九小学

西安国际陆港第二小学

沣西新城实验学校

泾河新城泾干中心小学

西安市盲哑学校

西安旅游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莲湖区关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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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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