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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

民政府印发《关于命名表彰第五届内蒙古
自治区文明城市、第六届文明村镇、第九届
文明单位标兵及文明单位的决定》。《决定》
全文如下：

2017年以来，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
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大力培育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城乡环境面貌、社会公共秩序、公
共服务水平、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公民
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城乡
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全
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
效。在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中，涌现出一批
工作基础扎实、创建成效突出、群众高度认
可、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先进典型。

为充分展示我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工作的丰硕成果，表彰精神文明建设先
进典型，进一步激发各地区各部门单位及
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自治区党委、政府决
定，授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等22个旗县
（市、区）第五届自治区文明城市称号，授予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合少镇古路板村等
478个村镇第六届自治区文明村镇称号，
授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二Ο三台等103
个单位第九届自治区文明单位标兵称号，
授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行等159个单位自治区第九
届文明单位称号（名单附后）。

希望被命名表彰的地区和部门单位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珍惜荣誉、再接再厉，
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模范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榜样
表率作用，推动全区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各地区各部门单位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聚焦举旗帜、聚民
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不
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与全国
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为“建
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自治区第五届文明城市、
第六届文明村镇、第九届文明
单位标兵及文明单位名单

一、第五届自治区文明城市名单
（共22个）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包头市九原区、

石拐区、固阳县，呼伦贝尔市根河市，兴安
盟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科尔沁右翼
中旗，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库伦旗，赤
峰市元宝山区、松山区、阿鲁科尔沁旗，锡
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正蓝旗，乌兰察布
市察哈尔右翼前旗、凉城县、兴和县，鄂尔
多斯市康巴什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
五原县，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二、第六届自治区文明村镇名单
（共478个）
呼和浩特市（45个）：新城区保合少镇

古路板村、回民区攸攸板镇一间房村、赛罕
区黄合少镇集贤村、赛罕区榆林镇、赛罕区
黄合少镇格此老村、赛罕区榆林镇河南村、
土默特左旗敕勒川镇哈素村、土默特左旗
善岱镇善岱村、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北园
子村、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朝鲁村、土默特
左旗台阁牧镇达尔架大东营村、土默特左
旗毕克齐镇小古城村、土默特左旗察素齐
镇讨合气村、土默特左旗白庙子镇四间房
村、土默特左旗把什区域服务中心南柜村、
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耿家营村、土默特左
旗毕克齐镇大古城村、托克托县河口管委
会郝家窑村、托克托县双河镇大羊场村、托
克托县新营子镇小口子村、托克托县伍什
家镇什拉乌素壕村、托克托县五申镇五申
村、托克托县古城镇南台基村、和林格尔县
大红城乡三支树村、和林格尔县经济开发
区台格斗村、和林格尔县新店子镇榆林城
村、和林格尔县黑老夭乡石家窝铺村、和林
格尔县巧什营镇巧什营村、和林格尔县盛
乐镇段家园村、清水河县宏河镇聚宝庄村、
清水河县老牛湾镇营盘峁村、清水河县五
良太乡白旗窑村、清水河县韭菜庄乡三岔
河村、清水河县城关镇枳几也村、清水河县
北堡乡北堡村、清水河县喇嘛湾镇樊山沟
村、清水河县窑沟乡大井沟村、武川县上秃
亥乡刘家村、武川县耗赖山乡圪顶盖村、武
川县耗赖山乡南房子村、武川县大青山乡
干支汗村、武川县哈拉哈少乡庙沟村、武川
县二份子乡姚家村、武川县西乌兰不浪镇
红山子村、武川县得胜沟乡黑沙兔村

包头市（31个）：昆都仑区卜尔汉图镇
新光一村、昆都仑区卜尔汉图镇新光五村、
昆都仑区昆北街道办事处玉泉村、东河区
沙尔沁镇莎木佳村、东河区河东镇磴口村、
东河区河东镇臭水井村、青山区兴胜镇东
达沟村、青山区青福镇、青山区青福镇银匠
窑村、九原区麻池镇农大新村、九原区哈业
胡同镇哈业胡同村、九原区阿嘎如泰苏木
阿贵沟嘎查、九原区哈林格尔镇山羊圪堵
村、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何家圐圙村、土默
特右旗萨拉齐镇西老藏营村、土默特右旗
明沙淖乡蒙家营村、土默特右旗将军尧镇
将军尧村、土默特右旗将军尧镇白青尧村、
土默特右旗苏波盖乡新营村、土默特右旗
双龙镇双龙村、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达尔
汗苏木、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明安镇、达尔
罕茂明安联合旗石宝镇大苏吉村、达尔罕
茂明安联合旗小文公乡拉兑九村、固阳县
怀朔镇阳湾村、固阳县怀朔镇兴圣公村、固
阳县金山镇马路壕村、固阳县金山镇昔连
脑包村、固阳县下湿壕镇电报局村、固阳县

银号镇银号村、固阳县兴顺西镇佘太河村
呼伦贝尔市（13个）：海拉尔区奋斗镇

胜利村、海拉尔区奋斗镇和平村、扎兰屯市
达斡尔民族乡诺彦托布村、扎兰屯市高台
子街道鲜光村、阿荣旗得力其尔鄂温克族
乡、阿荣旗兴安镇青山堡村、莫力达瓦达斡
尔族自治旗阿尔拉镇阿尔哈浅村、鄂伦春
自治旗乌鲁布铁镇二十里村、鄂伦春自治
旗大杨树镇新华村、陈巴尔虎旗宝日希勒
镇库热格太嘎查、新巴尔虎左旗罕达盖苏
木查干诺尔嘎查、新巴尔虎左旗吉布胡郎
图苏木呼伦嘎查、新巴尔虎左旗嵯岗镇伊
和乌拉嘎查

兴安盟（37个）：乌兰浩特市义勒力特
镇新艾里嘎查、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卫东
办事处朝阳村、乌兰浩特市葛根庙镇卫东
办事处红星村、科尔沁右翼前旗居力很镇
红旗村、科尔沁右翼前旗俄体镇双胜村、
科尔沁右翼前旗乌兰毛都苏木、科尔沁右
翼前旗察尔森镇察尔森嘎查、科尔沁右翼
前旗巴日嘎斯台乡影背山村、科尔沁右翼
前旗索伦镇联丰嘎查、科尔沁右翼前旗阿
力得尔苏木双发村、科尔沁右翼前旗桃合
木苏木乌申一合嘎查、科尔沁右翼前旗额
尔格图镇白音浩特嘎查、科尔沁右翼前旗
归流河镇光荣嘎查、科尔沁右翼中旗好腰
苏木镇东白音套海嘎查、科尔沁右翼中旗
高力板镇东风嘎查、科尔沁右翼中旗新佳
木苏木界力佰嘎查、科尔沁右翼中旗巴彦
呼舒镇哈日道卜嘎查、科尔沁右翼中旗巴
彦呼舒镇乌逊嘎查、科尔沁右翼中旗代钦
塔拉苏木茫来嘎查、科尔沁右翼中旗杜尔
基镇鲜光嘎查、科尔沁右翼中旗巴仁哲里
木镇达巴音扎拉嘎嘎查、科尔沁右翼中旗
巴仁哲里木镇德日苏布拉格嘎查、扎赉特
旗胡尔勒镇、扎赉特旗好力保镇五道河子
村、扎赉特旗新林镇振兴村、扎赉特旗胡
尔勒镇查干珠日和嘎查、扎赉特旗阿拉达
尔吐苏木沙日格台嘎查、扎赉特旗努文木
仁乡乌日和其村、扎赉特旗音德尔镇乌珠
尔村、扎赉特旗好力保镇宝泉村、突泉县
突泉镇、突泉县突泉镇新生村、突泉县九龙
乡、突泉县六户镇、突泉县杜尔基镇红光
村、突泉县学田乡学田村、突泉县宝石镇宝
范村

通辽市（95个）：科尔沁区育新镇、科
尔沁区莫力庙苏木、科尔沁区莫力庙苏木
辽丰村、科尔沁区余粮堡镇太平村、科尔沁
区庆和镇永和屯村、科尔沁区红星街道大
草房村、科尔沁区钱家店镇项家村、科尔沁
区木里图镇薛家街村、科尔沁区敖力布皋
镇西乜木歹村、科尔沁区丰田镇民主村、科
尔沁区大林镇鲜光村、科尔沁区清河镇积
善屯村、霍林郭勒市达来胡硕苏木查格达
村、开鲁县开鲁镇三星村、开鲁县开鲁镇增
胜村、开鲁县东风镇东方红村、开鲁县小街
基镇先锋村、开鲁县小街基镇兴隆庄村、开
鲁县吉日嘎郎吐镇新风村、开鲁县建华镇
福盛号村、开鲁县麦新镇林发村、开鲁县大
榆树镇榆树村、开鲁县义和塔拉镇六家子
村、开鲁县东来镇光辉村、开鲁县黑龙坝镇
安乐村、科尔沁左翼中旗敖包苏木扎如德
仓嘎查、科尔沁左翼中旗花胡硕苏木哈根
庙嘎查、科尔沁左翼中旗宝龙山镇立新屯
嘎查、科尔沁左翼中旗希伯花镇劳模堡村、
科尔沁左翼中旗丰库牧场新风分场、科尔
沁左翼中旗国有珠日河牧场乌日根塔拉
分场、科尔沁左翼中旗国有珠日河牧场奈
门塔拉分场、科尔沁左翼中旗丰库牧场荷
叶花分场、科尔沁左翼中旗架玛吐镇前架
玛吐嘎查、科尔沁左翼中旗白兴吐苏木二
龙山嘎查、科尔沁左翼中旗保康镇巨宝山
村、科尔沁左翼中旗努日木镇中努日木嘎
查、科尔沁左翼中旗图布信苏木哈珠嘎查、
科尔沁左翼中旗胜利乡额木勒吐嘎查、科
尔沁左翼中旗代力吉镇甘珠尔嘎查、科尔
沁左翼中旗巴彦塔拉镇乌斯吐嘎查、科尔
沁左翼中旗腰林毛都镇北塔林艾勒嘎查、
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镇莲花泡子嘎
查、科尔沁左翼后旗茂道吐苏木巴首嘎查、
科尔沁左翼后旗双胜镇朝阳村、科尔沁左
翼后旗甘旗卡镇哈日乌苏嘎查、科尔沁左
翼后旗常胜镇常胜村、科尔沁左翼后旗吉
尔嘎朗镇达巴岱嘎查、科尔沁左翼后旗查
日苏镇沃德嘎查、科尔沁左翼后旗巴彦毛
都苏木北阿布哈嘎查、科尔沁左翼后旗巴
嘎塔拉苏木乌日都巴嘎布拉格嘎查、科尔
沁左翼后旗阿古拉镇赛音呼都嘎嘎查、科
尔沁左翼后旗朝鲁吐镇恰克吐嘎查、科尔
沁左翼后旗散都苏木呼勃嘎查、科尔沁左
翼后旗海鲁吐镇阿力顺温都嘎查、库伦旗
库伦镇团结村、库伦旗库伦镇固日班白嘎
查、库伦旗库伦镇养畜牧西嘎查、库伦旗额
勒顺镇、库伦旗额勒顺镇泊白嘎查、库伦旗
额勒顺镇敖伦嘎查、库伦旗茫汗苏木哈图
嘎查、库伦旗水泉乡上库力图村、库伦旗扣
河子镇解家杖子村、库伦旗先进苏木奈林
稿嘎查、库伦旗白音花镇奈木哈尔嘎查、奈
曼旗大沁他拉镇昂乃村、奈曼旗大沁他拉
镇胜利村、奈曼旗白音他拉苏木希勃图村、
奈曼旗治安镇腰营子嘎查、奈曼旗义隆永
镇东大沟村、奈曼旗八仙筒镇曼楚克庙村、
奈曼旗青龙山镇、奈曼旗青龙山镇得力营
子村、奈曼旗土城子乡平顶山村、奈曼旗明
仁苏木北大德号村、奈曼旗苇莲苏乡、奈曼
旗苇莲苏乡东二十家子村、奈曼旗沙日浩
来镇巴嘎淖尔村、奈曼旗沙日浩来镇西沙
日浩来嘎查、奈曼旗白音他拉苏木伊和乌
素嘎查、奈曼旗黄花塔拉苏木巴彦敖包嘎
查、扎鲁特旗鲁北镇新胜屯村、扎鲁特旗鲁
北镇榆树屯村、扎鲁特旗鲁北镇伊和碑村、
扎鲁特旗乌额格其牧场农六分场、扎鲁特
旗巨日合镇、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电报
局村、扎鲁特旗道老杜苏木荷叶花嘎查、扎

鲁特旗乌力吉木仁苏木、通辽经济技术开
发区辽河镇东升村、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
辽河镇西查干村、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辽
河镇纪家屯村、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
镇平安堡村、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辽河镇
福安屯村

赤峰市（95个）：红山区红庙子镇聂胡
地村、元宝山区风水沟镇下坎子村、元宝山
区五家镇北台子村、元宝山区五家镇望甘
池村、元宝山区元宝山镇王家店村、松山区
夏家店乡、松山区大庙镇小庙子村、松山区
哈拉道口镇王家地村、松山区大夫营子乡
崔营子村、松山区安庆镇羊草沟村、松山区
安庆镇卢家营子村、松山区夏家店乡东新
井村、松山区初头朗镇孤山子村、松山区上
官地镇喇嘛地村、松山区王府镇四分地村、
松山区太平地镇八肯中村、松山区太平地
镇四分地村、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阿鲁科
尔沁旗乌兰哈达乡、阿鲁科尔沁旗先锋乡
新林村、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新平村、阿鲁
科尔沁旗赛罕塔拉苏木查干花嘎查、阿鲁
科尔沁旗坤都镇高林嘎查、阿鲁科尔沁旗
双胜镇巴彦包特村、阿鲁科尔沁旗绍根镇
绍根嘎查、阿鲁科尔沁旗新民乡黄家段村、
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哈达乡凤凰山村、阿鲁
科尔沁旗巴拉奇如德苏木达兰花嘎查、巴
林左旗林东镇柴达木村、巴林左旗林东镇
先锋村、巴林左旗乌兰达坝苏木好布高嘎
查、巴林左旗查干哈达苏木前召嘎查、巴林
左旗碧流台镇海苏沟村、巴林左旗碧流台
镇东方红村、巴林左旗花加拉嘎乡小营子
村、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塔西村、巴林右旗
巴彦琥硕镇四家村、巴林右旗查干沐沦苏
木沙巴尔台嘎查、巴林右旗幸福之路苏木
幸福之路村、巴林右旗巴彦塔拉苏木昭胡
都格嘎查、巴林右旗查干诺尔镇二八地村、
巴林右旗达尔罕街道办事处麻斯他拉嘎
查、林西县林西镇河沿村、林西县十二吐乡
西山根村、林西县十二吐乡十二吐村、林西
县新城子镇七合堂村、林西县新城子镇老
虎石沟村、林西县林西镇东风村、林西县官
地镇下官地村、林西县五十家子镇五十家
子村、克什克腾旗红山子乡、克什克腾旗红
山子乡永合村、克什克腾旗新开地乡双山
子村、克什克腾旗达日罕乌拉苏木贵恩格
日嘎查、克什克腾旗同兴镇四义号村、翁牛
特旗桥头镇杜家地村、翁牛特旗梧桐花镇
张家店村、翁牛特旗海拉苏镇乌兰吉达盖
嘎查、翁牛特旗乌丹镇山咀子村、翁牛特旗
五分地镇大窝铺村、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
乌兰敖都嘎查、翁牛特旗解放营子乡梅林
营子村、翁牛特旗新苏莫苏木古特嘎查、翁
牛特旗广德公镇官井子村、翁牛特旗全宁
街道办事处北大庙村、喀喇沁旗南台子乡
南台子村、喀喇沁旗十家满族乡上店村、喀
喇沁旗锦山镇西荒村、喀喇沁旗牛家营子
镇牛家营子村、喀喇沁旗美林镇旺业甸村、
喀喇沁旗美林镇东局子村、喀喇沁旗小牛
群镇小牛群村、宁城县小城子镇柳树营子
村、宁城县小城子镇三家村、宁城县必斯营
子镇石佛村、宁城县黑里河镇长青村、宁城
县大明镇二肯营子西村、宁城县五化镇驼
宝起沟村、宁城县右北平镇头道营子村、宁
城县汐子镇二龙村、宁城县一肯中乡沙巴
日台村、宁城县三座店镇苏家窝铺村、敖汉
旗四家子镇下房申村、敖汉旗四道湾子镇
下树林子村、敖汉旗下洼镇八旗村、敖汉旗
长胜镇齐家窝铺村、敖汉旗长胜镇六顷地
村、敖汉旗贝子府镇后坟村、敖汉旗兴隆洼
镇宝力格村、敖汉旗牛古吐镇牛古吐村、敖
汉旗古鲁板蒿镇古鲁板蒿村、敖汉旗萨力
巴乡安家胡同村、敖汉旗萨力巴乡白土营
子村、敖汉旗玛尼罕乡五十家子村、敖汉旗
木头营子乡新窝铺村

锡林郭勒盟（36个）：锡林浩特市巴彦
宝拉格苏木巴彦哈日阿图嘎查、锡林浩特
市朝克乌拉苏木洪格尔嘎查、阿巴嘎旗别
力古台镇、阿巴嘎旗洪格尔高勒镇、阿巴嘎
旗查干淖尔镇乌兰图嘎嘎查、阿巴嘎旗洪
格尔高勒镇巴彦洪格尔嘎查、阿巴嘎旗查
干淖尔镇巴彦淖尔嘎查、阿巴嘎旗查干淖
尔镇查干淖尔嘎查、苏尼特左旗巴彦乌拉
苏木赛罕塔拉嘎查、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
镇巴彦德力格尔嘎查、苏尼特左旗查干敖
包镇阿日宝拉格嘎查、苏尼特右旗桑宝拉
格苏木、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额尔敦
都呼木嘎查、苏尼特右旗赛汉乌力吉苏木
敖伦淖尔嘎查、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镇巴
彦杭盖嘎查、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镇
满都胡宝拉格嘎查、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
斯太镇恩和吉日嘎郎嘎查、西乌珠穆沁旗
巴拉嘎尔高勒镇、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
苏木萨如拉努特格嘎查、西乌珠穆沁旗浩
勒图高勒镇脑干哈达嘎查、镶黄旗文贡乌
拉苏木、镶黄旗文贡乌拉苏木阿日舒特嘎
查、正镶白旗明安图镇阿贵图嘎查、正镶白
旗伊和淖日苏木巴彦敖包嘎查、太仆寺旗
宝昌镇边墙村、太仆寺旗骆驼山镇中河村、
太仆寺旗红旗镇红旗村、太仆寺旗贡宝拉
格苏木包恩本嘎查、正蓝旗上都镇巴音高
勒嘎查、正蓝旗宝绍岱苏木赛汗塔拉嘎查、
正蓝旗桑根达来镇巴嘎额仁嘎查、多伦县
滦源镇、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南菜园村、多伦
县滦源镇温塘河村、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
硕镇、乌拉盖管理区巴音胡硕镇德勒哈达
村

乌兰察布市（45个）：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白海子镇泉脑村、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马
莲渠乡大十号村、丰镇市巨宝庄镇新营子
村、丰镇市三义泉镇三义泉村、卓资县巴音
锡勒镇召庙村、卓资县大榆树乡大榆树村、
卓资县复兴乡旧德义村、卓资县红召乡厂
汉脑包村、卓资县卓资山镇蓝旗村、卓资县
梨花镇中壕赖村、卓资县十八台镇金城洼

村、卓资县十八台镇印山湾村、化德县德包
图乡庆乐村、化德县白音特拉乡白音特拉
村、化德县朝阳镇卫东村、化德县公腊胡洞
乡丰旺村、化德县长顺镇德善村、商都县三
大顷乡董家村、商都县玻璃忽镜乡玻璃忽
镜村、商都县小海子镇宋家村、兴和县店子
镇朱家营村、兴和县城关镇二台子村、兴和
县大同夭乡七家营村、兴和县张皋镇张皋
村、察哈尔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镇红富村、察
哈尔右翼前旗黄茂营乡岱青村、察哈尔右
翼前旗玫瑰营镇王贵沟村、察哈尔右翼前
旗巴音塔拉镇土城村、察哈尔右翼前旗三
岔口乡南六洲村、察哈尔右翼前旗乌拉哈
乡乌兰格日勒村、察哈尔右翼中旗乌素图
镇北苑村、察哈尔右翼中旗巴音乡西水泉
村、察哈尔右翼中旗科布尔镇阿令朝村、察
哈尔右翼中旗宏盘乡宏盘村、察哈尔右翼
中旗宏盘乡四兴庄村、察哈尔右翼中旗库
伦苏木第一嘎查、察哈尔右翼中旗铁沙盖
镇上沙盖村、察哈尔右翼后旗白音察干镇
三义村、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苏木西
后坊村、四子王旗乌兰花镇东湖村、四子王
旗东八号乡白彦敖包村、四子王旗红格尔
苏木红格尔嘎查、四子王旗忽鸡图乡庙后
村、四子王旗江岸苏木拜兴图嘎查、四子王
旗脑木更苏木乌兰席热嘎查

鄂尔多斯市（35个）：东胜区泊尔江海
子镇、东胜区泊尔江海子镇折家梁村、东胜
区罕台镇灶火壕村、东胜区铜川镇添尔漫
梁村、达拉特旗树林召镇、达拉特旗树林召
镇树林召村、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七份子村、
达拉特旗吉格斯太镇张义城窑村、达拉特
旗展旦召苏木道劳哈勒正村、准格尔旗暖
水乡、准格尔旗沙圪堵镇纳林村、准格尔旗
薛家湾镇长滩村、准格尔旗龙口镇大口村、
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准格尔召村、准格尔
旗纳日松镇二道柳村、伊金霍洛旗红庆河
镇、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查干柴达木村、伊
金霍洛旗红庆河镇台格希里村、伊金霍洛
旗红庆河镇额日克柴达木村、伊金霍洛旗
伊金霍洛镇沙巴日太嘎查、伊金霍洛旗苏
布尔嘎镇壕赖苏村、乌审旗乌兰陶勒盖镇、
乌审旗苏力德苏木陶尔庙嘎查、乌审旗嘎
鲁图镇沙沙滩村、乌审旗乌审召镇乌审召
嘎查、杭锦旗锡尼镇、杭锦旗锡尼镇陶赖高
勒村、杭锦旗巴拉贡镇山湾村、杭锦旗吉日
嘎朗图镇乃玛岱村、鄂托克旗蒙西镇渠畔
村、鄂托克旗苏米图苏木马什亥嘎查、鄂托
克旗乌兰镇乌兰图克嘎查、鄂托克前旗城
川镇、鄂托克前旗敖勒召其镇大沙头村、鄂
托克前旗昂素镇哈日根图嘎查

巴彦淖尔市（32个）：临河区城关镇友
谊村、临河区双河镇进步村、临河区双河镇
富河村、临河区乌兰图克镇新民村、临河区
白脑包镇永胜村、临河区狼山镇迎丰村、乌
拉特前旗乌拉山镇三湖村、乌拉特前旗新
安镇羊房子村、乌拉特前旗苏独仑镇苏独
仑村、乌拉特前旗先锋镇先锋村、乌拉特前
旗大佘太镇三份子村、乌拉特中旗呼勒斯
太苏木、乌拉特中旗巴音乌兰苏木、乌拉特
中旗新忽热苏木、五原县隆兴昌镇联星光
伏新村、五原县塔尔湖镇联丰村、五原县新
公中镇永旺村、五原县天吉泰镇天吉泰村、
五原县复兴镇庆生村、杭锦后旗三道桥镇、
杭锦后旗蒙海镇、杭锦后旗陕坝镇帐房村、
杭锦后旗陕坝镇红星村、杭锦后旗三道桥
镇和平村、乌拉特后旗巴音宝力格镇团结
村、乌拉特后旗潮格温都尔镇西日淖尔嘎
查、磴口县巴彦高勒镇旧地村、磴口县补隆
淖镇夹道村、磴口县补隆淖镇新河村、磴口
县隆盛合镇海子沿村、磴口县渡口镇东地
村、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阿茨嘎查

乌海市（3个）：海勃湾区千里山镇巴
音乌素村、乌达区乌兰淖尔镇、海南区巴音
陶亥镇

阿拉善盟（11个）：阿拉善左旗超格图
呼热苏木鄂门高勒嘎查、阿拉善左旗额尔
克哈什哈苏木巴彦霍勒嘎查、阿拉善左旗
敖伦布拉格镇巴音毛道嘎查、阿拉善左旗
银根苏木达兰图如嘎查、阿拉善左旗嘉尔
嘎勒赛汉镇、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阿日
毛道嘎查、阿拉善右旗阿拉腾朝格苏木查
干通格嘎查、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布拉格苏
木格日勒图嘎查、额济纳旗赛汉陶来苏木、
额济纳旗巴彦陶来苏木、额济纳旗巴彦陶
来苏木吉日嘎朗图嘎查

三、第九届自治区文明单位标兵及文
明单位名单

1、第九届自治区文明单位标兵名单
（共103个）

呼和浩特市（8个）：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二○三台、内蒙古鑫达公路发展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南收费所、呼和浩特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民检察
院、中国人民银行土默特左旗支行、托克托
县第一中学、清水河县财政局、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有限公司武川县分公司

包头市（10个）：包头市审计局、包头
边境管理支队、包头市产品质量计量检测
所、包头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交通
投资集团公路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包头市
昆都仑区人民检察院、包头市青山区民族
幼儿园、包头市九原区人民法院、国家税务
总局包头市石拐区税务局、中国人民银行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支行

呼伦贝尔市（10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拉尔海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呼伦贝尔
市分行、呼伦贝尔市精神卫生中心、国家税
务总局扎兰屯市税务局、额尔古纳市人民
法院、国家税务总局根河市税务局、呼伦贝
尔市公路管理局那吉屯公路养护管理处、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莫力达瓦
达斡尔族自治旗供电分公司、鄂温克族自
治旗人民检察院、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

限公司陈巴尔虎旗供电分公司
兴安盟（6个）：中共兴安盟委党校、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尔山市支行、
科尔沁右翼前旗交通运输局、国家税务总
局科尔沁右翼中旗税务局、扎赉特旗交通
运输局、国家税务总局突泉县税务局

通辽市（12个）：通辽市政务服务中
心、通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辽市实
验小学、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开
鲁县供电分公司、科尔沁区人民法院、国家
税务总局霍林郭勒市税务局、科尔沁左翼
中旗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科尔沁左
翼中旗税务局、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
有限公司库伦旗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库
伦旗税务局、奈曼旗第一中学、国家税务总
局扎鲁特旗税务局巨日合镇税务所

赤峰市（12个）：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气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赤峰市分公司、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元宝山区
供电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赤峰市松山区
税务局、赤峰中昊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赤峰
汽车站、赤峰市森林消防支队、国网内蒙古
东部电力有限公司阿鲁科尔沁旗供电分
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自治区巴林
左旗人民武装部、国家税务总局林西县税
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克什克腾旗税务局、国
家税务总局翁牛特旗税务局、国网内蒙古
东部电力有限公司宁城县供电分公司

锡林郭勒盟（6个）：内蒙古自治区锡
林郭勒盟气象局、锡林郭勒盟蒙医医院、国
家税务总局东乌珠穆沁旗税务局、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正镶白旗分
公司、正蓝旗蒙古族幼儿园、国家税务总局
乌拉盖管理区税务局

乌兰察布市（8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集宁海关、内蒙古能源发电新丰热电有限
公司、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检察院、国家
税务总局商都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兴
和县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凉城县税务局、
察哈尔右翼前旗医疗保障局、四子王旗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

鄂尔多斯市（6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鄂尔多斯海关、鄂尔多斯市气象局、国家税
务总局达拉特旗税务局、内蒙古电力（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薛家湾供电局准格尔供
电分局、乌审旗卫生健康委员会、鄂托克前
旗公安局

巴彦淖尔市（7个）：内蒙古广电网络
集团有限公司巴彦淖尔分公司、巴彦淖尔
市财政局、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巴彦淖尔电业局乌拉特前旗供电分局、
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气象局、内蒙古
自治区五原县气象局、国家税务总局乌拉
特后旗税务局、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巴彦淖尔电业局磴口供电分局

乌海市（3个）：乌海市蒙中医院、乌海
市海勃湾区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乌
海市海南区税务局

阿拉善盟（3个）：内蒙古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电业局、阿拉善右旗
人民检察院、国家税务总局额济纳旗税务
局

满洲里市（1个）：国家税务总局满洲
里市边境经济合作区税务局

二连浩特市（1个）：内蒙古自治区二
连浩特市气象局

区直机关（6个）：内蒙古自治区妇女
联合会、内蒙古自治区统计局、内蒙古自治
区高级人民法院、财政部内蒙古监管局、内
蒙古自治区地震局、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
司内蒙古分公司蒙西事业部

国资委系统（2个）：内蒙古能源发电
金山热电有限公司、国电内蒙古晶阳能源
有限公司

铁路系统（1个）：中国铁路呼和浩特
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工务段

林业系统（1个）：内蒙古大兴安岭重
点国有林管理局乌尔旗汉林业局

2、第九届自治区文明单位名单（共
159个）

呼和浩特市（16个）：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内蒙
古龙源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内蒙古神泉
生态旅游景区、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内
蒙古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蒙古高等
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
分公司金河收费所、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
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分公司哈
素海养护所、内蒙古民族商场有限责任公
司长乐宫购物中心、内蒙古畅捷高速公路
联网收费结算有限公司、内蒙古和林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呼和浩特抽水蓄能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道路运输
管理局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分局、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
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
气象局、清水河县人民法院、内蒙古自治区
武川县气象局

包头市（13个）：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
有限公司轨梁轧钢厂、内蒙古包钢钢联股
份有限公司钢管公司、内蒙古包钢钢联股
份有限公司炼钢厂、国药北方医院、内蒙古
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包头
分公司包头东收费所、内蒙古高等级公路
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包头分公司九原
收费所、包头市公路养护处第四养护工区、
包头市交通专用物资供应站、包头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支队九原区大队、包头市白云
鄂博矿区人民检察院、土默特右旗人民法
院、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包头
供电局土右供电分局沟门供电所、固阳县
人民检察院

呼伦贝尔市（15个）：呼伦贝尔市人民
检察院、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海拉尔铁路运输检察院、海拉尔区人民
医院、国家税务总局牙克石市税务局、内蒙
古牙克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扎
兰屯市气象局、国家税务总局扎兰屯市税
务局蘑菇气镇税务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额尔古纳海关、内蒙古拉布大林边防公路
机械化养护队、国家税务总局阿荣旗税务
局、中共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委员会
党校、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检察院、呼伦贝尔
市公路管理局阿木古郎公路养护管理处、
新巴尔虎左旗教育局

兴安盟（7个）：内蒙古能源发电兴安
热电有限公司、乌兰浩特市社会保险事业
管理局、中国共产党科尔沁右翼前旗委员
会党校、科尔沁右翼中旗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科尔沁右翼中旗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国家税务总局扎赉特旗税务局、突泉县
卫生健康委员会

通辽市（17个）：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蒙东分公司、通辽市第二人民医院、通
辽市图书馆、通辽职业学院、科尔沁区卫生
健康委员会、科尔沁区西门街道办事处、霍
林郭勒市人民检察院、霍林郭勒市第一小
学、开鲁县图书馆、开鲁县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科尔沁左翼中旗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科尔沁左翼后旗公路管理段、库伦旗第三
中学、奈曼旗实验小学、扎鲁特旗蒙古族实
验小学、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城街道办
事处、通辽新城第一中学

赤峰市（17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赤峰
海关、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红山
区供电分公司、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元宝山露天煤矿、中国移动通
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平庄分公司、中国
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元宝山区
分公司、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赤峰分公司赤峰通行费收费所、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松山区分公
司、阿鲁科尔沁旗直属机关第二幼儿园、阿
鲁科尔沁旗直属机关第三幼儿园、巴林左
旗看守所、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气象
局、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烟草专卖局（分
公司）、内蒙古公路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赤峰分公司乌丹通行费收费所、喀喇沁旗
自然资源局、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烟草
专卖局（分公司）、宁城县天义实验小学、内
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气象局

锡林郭勒盟（10个）：中国电信股份有
限公司锡林郭勒分公司、国家税务总局阿
巴嘎旗税务局、苏尼特左旗消防救援大队
宝力格路消防救援站、苏尼特右旗森林公
安局、西乌珠穆沁旗融媒体中心、锡林郭勒
盟新宝拉格养路工区、内蒙古自治区太仆
寺旗气象局、正蓝旗人民法院、多伦县人民
检察院、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
司乌拉盖分公司

乌兰察布市（11个）：中国铁塔股份有
限公司乌兰察布市分公司、内蒙古储备物
资管理局一三六处、内蒙古高等级公路建
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蒙
冀界管理所、乌兰察布市产品质量计量检
测所、乌兰察布市公安局集宁区分局交通
管理大队、丰镇市人民法院、化德县财政
局、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商都
县大队、兴和县民政局、察哈尔右翼前旗财
政局、察右中旗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

鄂尔多斯市（11个）：鄂尔多斯市文化
和旅游局、城川民族干部学院、鄂尔多斯市
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车辆管理所、东胜区
人民检察院、内蒙古兴达阳光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准格尔旗人民检察院、鄂尔多斯
市道路运输管理局伊金霍洛旗分局、乌审
旗财政局、杭锦旗人民法院、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鄂托克旗分公司、国
家税务总局鄂托克前旗税务局

巴彦淖尔市（10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乌拉特海关、内蒙古自治区临河区气象局、
内蒙古信益农牧业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国
华巴彦淖尔（乌拉特中旗）风电有限公司、
五原县政务服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杭锦
后旗气象局、内蒙古陕坝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
限公司乌拉特后旗分公司、乌拉特后旗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磴口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乌海市（6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乌海
海关、国家税务总局内蒙古乌海经济开发
区税务局、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乌海超高压供电局、内蒙古电力（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乌海电业局海勃湾供电分
局、乌海市邮政管理局、乌海市强制隔离戒
毒所

阿拉善盟（6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额
济纳海关、内蒙古自治区孪井滩气象站、阿
拉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阿拉善盟公路运输维护中心吉兰泰养
护工区、国家税务总局阿拉善左旗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阿拉善右旗税务局

满洲里市（2个）：满洲里市中俄互市
贸易区管理委员会、满洲里市南区医院

二连浩特市（3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监护三中队、二连
浩特市蒙古族小学、二连浩特市第二小学

区直机关（9个）：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统
计局内蒙古调查总队、内蒙古自治区食品
药品稽查总队、内蒙古自治区文化馆、内蒙
古自治区职业培训教研室、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第六研究院四十六所、内蒙古自治区
第三医院、内蒙古自治区国际蒙医医院、内
蒙古高等级公路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兴安分公司乌兰浩特收费所

国资委系统（2个）：内蒙古产权交易
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康远工程建设
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铁路系统（2个）：中国铁路呼和浩特
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供电段、中国铁路呼
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通信段

林业系统（2个）：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驻内蒙古自治区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
处、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根
河林业局约安里林场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命名表彰第五届内蒙古自治区文明城市、
第六届文明村镇、第九届文明单位标兵及文明单位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