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厦门市委员会
厦委〔2021〕39号

中共厦门市委 厦门市人民政府

关于对2018—2020年度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给予通报表扬的决定

2018年以来,我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深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扎实开展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文明家庭创建和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荣获全国文明城市 “六连冠”,市民文明素

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城乡环境面貌、社会公共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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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公共服务水平、群众生活质量持续改善,在落实疫情防

控、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全方位高质量发展超越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涌现出一批工作扎实、成绩突出、影响广泛的先

进典型。

为充分展示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果,进一步激发和调动

各级各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推动创建活动深入开展,我市组织开展了

2018-2020年度精神文明各类创建活动考评推荐工作。经

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对考核达标的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

顶许村等33个市级文明村镇,厦门市科学技术局等600个

市级文明单位,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内厝社区等181个

市级文明社区,厦门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等3个市级文明风

景旅游区,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等199个市级文明校园,

吴建坤家庭等100市级文明家庭予以通报;对中共厦门市委

办公厅等60个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突出贡献单位,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检察院—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顶许村等

30对城乡共建先进单位,张伟中等200名文明市民标兵,

贺嘉旎等160名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杨端丽等60名

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个人三等功予以表扬。

希望受到通报表扬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切实发挥先进典型表率作用,示范引领各级各部

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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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

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

局,不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持续深化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打造全国文明城市标杆,为更高水平建设高

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厦门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厦门市2018-2020年度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考核达标名单

2.厦门市2018-2020年度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表扬名单

中 共 厦 门 市 委

厦门市人民政府

202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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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厦门市2018—2020年度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考核达标名单

一、文明村镇

(一)文明村 (31个)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顶许村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东宅村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后井村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鼎美村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芸美村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古庄村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瑶头村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塘边村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新霞村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西洋村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上厝村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溪西村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三秀山村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宋宅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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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明溪村

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半岭村

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褒美村

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路下村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后埔村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蔗内村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西坑村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水洋村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南山村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凤路村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金柄村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面前埔村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乌山村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美山村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琼坑村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锄山村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霞美村

(二)文明镇 (2个)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

二、文明单位 (含非公组织单位、社区、风景旅游区)

(一)文明单位 (55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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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

厦门市商务局

厦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

厦门市审计局

厦门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档案馆

厦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厦门市残疾人联合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厦门市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厦门市委员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厦门市委员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厦门市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厦门市委员会

九三学社厦门市委员会

中国致公党厦门市委员会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厦门市委员会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厦门市委员会

厦门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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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台湾同胞联谊会

财政部厦门监管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厦门监管局

中国民用航空厦门安全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邮政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厦门渔港监督局 (厦门市渔港渔船管理处)

厦门市公安局特勤局

厦门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

厦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

厦门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厦门市文化馆

厦门市气象台

厦门港引航站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国家会计学院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执法支队

厦门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厦门市行政事业资产中心

厦门市发展研究中心

厦门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厦门市社会保险中心

厦门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7—



中国 (厦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厦门市交通运行监测指挥中心

厦门市公路桥隧维护与应急中心

国道324线厦门马巷超限运输检测站

厦门市城市建设档案馆

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站

厦门市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中心

厦门市招生考试中心

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心

厦门市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 (厦门市医药研究所)

厦门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镇海路休养所

厦门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文园休养所

厦门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莲坂休养所

厦门市救助站

厦门市水资源与河务中心

厦门市洪水预警报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烟草专卖局

厦门市湖里区烟草专卖局

厦门市集美区烟草专卖局

厦门市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支队

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

厦门市法律援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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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

厦门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厦门市公安局监管支队

厦门市第一看守所

厦门市第二看守所

厦门市第二拘留所

厦门市第一拘留所

海西晨报社

厦门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东渡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同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高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海沧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厦门经济管理学院

厦门市建设工程招投标中心 (厦门市社会保障性住房建

设中心)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驻厦门办事处

厦门港招银港航服务中心

厦门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厦门市招商中心

厦门邮轮港海关

厦门市环境宣传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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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渡海关

厦门市财政信息中心

厦门市闽台渔港发展保障中心

厦门市非税收入中心

厦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

厦门市残疾人康复中心

厦门市人事考试测评中心

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厦门市会议展览促进中心

厦门市粮油质量监测站

厦门市军粮供应站

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

厦门市工人文化宫

厦门市外事翻译护照签证中心

厦门市公证处

厦门市基层经济统计中心

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发展中心

厦门国际海员俱乐部

厦门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站

厦门市企业离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中心

厦门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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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留学人员服务中心

厦门市统计普查中心

福建省亚热带植物研究所

厦门市劳动就业中心

厦门市政府投资项目评审中心

厦门市计量检定测试院

厦门市广告监测中心

厦门港口管理局漳州协调中心

厦门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厦门市财政审核中心

厦门市商事法律服务中心

厦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厦门市铁路建设指挥部

厦门市红十字会

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厦门救助基地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厦门监测台

厦门市建筑废土站

厦门市科学技术信息研究院

厦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厦门市质量技术评审服务中心

退役军人事务部全国军队离退休干部厦门接待站

厦门市军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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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竞技体育发展中心

厦门市价格认证中心

厦门市卫生人才服务中心

自然资源部厦门培训中心

厦门市会计服务中心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厦门办事处

福建省厦门市鹭江公证处

厦门市公安局高崎国际机场分局

厦门市公安局海防支队

厦门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支队

南昌铁路公安局厦门铁路公安处

厦门市公安文职人员服务中心

厦门市交通建设质量安全中心

国道324线厦门东孚超限运输检测站

厦门市南乐团

厦门市金莲陞高甲剧团

厦门市环境卫生中心 (厦门市垃圾分类中心)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

厦门市海沧医院

厦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厦门市地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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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地震勘测研究中心

厦门市博物馆

华侨博物院

厦门市海洋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服务中心

福建省厦门水文水资源勘测分中心 (厦门市水文局)

厦门市财政支付中心 (厦门市医疗保障中心)

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厦门市殡仪服务中心

厦门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厦门市安全生产执法支队

厦门港航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厦门港航道保障中心

厦门南方海洋研究中心秘书处 (厦门市海洋国际合作中心)

厦门市殡葬事务中心

厦门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

厦门市港航服务中心

厦门市食品药品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

厦门市医疗急救中心

厦门市标准化研究院 (厦门市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服务中心)

厦门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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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人民会堂服务中心

厦门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厦门市社会福利中心

厦门市节能中心

厦门市体育运动学校

厦门港石码港航服务中心

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厦门海关技术中心

高崎海关

厦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测试中心

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研究所

厦门市气象局机关服务中心

厦门市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

厦门市林业工作站

厦门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不动产权属档案中心

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

厦门市人民防空综合保障中心

厦门市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站

厦门市台湾艺术研究院

厦门市气象服务中心

厦门港水路运输指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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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职工服务中心

厦门港东山港航服务中心

厦门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厦门海关口岸门诊部)

厦门市房屋事务中心

厦门市儿童医院

厦门市康复医院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鼓浪屿医院

厦门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

厦门市仙岳医院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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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营业部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自贸试验区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营业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七星路支行

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市分行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金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政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软件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分公司 (厦门

市新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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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网络 (厦门)传媒有限公司 (厦门网)

厦门华夏国际电力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路桥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

元翔 (厦门)海岸有限公司

厦门夏商农产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火炬高新区招商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市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住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轻工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航空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特房筼筜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高新技术创业中心有限公司

厦门港务船务有限公司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华电 (厦门)能源有限公司

厦门三圈电池有限公司

厦门市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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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银华机械有限公司

厦门市东区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特房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和平码头有限公司

福建鑫叶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星鲨制药 (厦门)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厦门嵩屿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厦门通士达有限公司

厦门联安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美岁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特工开发有限公司

中央储备粮厦门直属库有限公司

中远海运 (厦门)有限公司

厦门安居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万银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厦门海翼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

厦门古龙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厦门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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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运福建有限公司

厦门建发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海悦山庄酒店有限公司

厦门创新软件园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院

厦门建发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厦门石油分公司

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厦门科技产业化集团有限公司

咪咕动漫有限公司

厦门悦华酒店

厦门新怡酒店有限公司

厦门市南普陀寺实业社

厦门毕升印刷厂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政协厦门市思明区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思明区委宣传部

中共厦门市思明区委统战部

中共厦门市思明区委区直机工关委

厦门市思明区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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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商务局

厦门市思明区民政局

厦门市思明区审计局

厦门市思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市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

厦门市思明区市政园林局

厦门市思明区统计局

厦门市思明区应急管理局

厦门市思明区行政审批管理局

厦门市思明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厦门市思明区信访局

厦门市思明区总工会

共青团厦门市思明区委员会

厦门市思明区妇女联合会

厦门市思明区环境卫生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市政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土地房屋征收事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建设服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

厦门市思明区教育事务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教育评估研究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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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青少年宫

厦门市思明区图书馆

厦门市思明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厦门市思明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站

厦门市思明区妇幼保健院

厦门市思明区老年 (老干部)活动中心

厦门市思明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厦门市思明区个体劳动者协会

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海防大队

厦门市公安局曾厝垵派出所

厦门市鼓浪屿文化旅游发展中心

厦门市鼓浪屿房屋管理所

厦门何厝民兵哨所

厦门鑫中华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市莲前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厦门莲前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鹭江支行

厦门中利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国网信通亿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共厦门市湖里区委区直机关工委

厦门市湖里区发展和改革局

厦门市湖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厦门市湖里区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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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湖里区司法局

厦门市湖里区建设局

厦门市湖里区商务局

厦门市湖里区文化和旅游局

厦门市湖里区卫生健康局

厦门市湖里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厦门市湖里区应急管理局

厦门市湖里区审计局

厦门市湖里区统计局

厦门市湖里区市政园林局

厦门市湖里区城市管理局

厦门市湖里区行政审批管理局

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信访局

厦门市湖里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厦门市湖里区总工会

共青团厦门市湖里区委员会

厦门市湖里区妇女联合会

厦门市湖里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湖里区环境卫生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公园中心

厦门市湖里区市政园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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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湖里区燃气中心

厦门市公安局湖里派出所

厦门市公安局殿前派出所

厦门市公安局江头派出所

厦门市公安局禾山派出所

厦门市公安局金山派出所

厦门市公安局高崎派出所

厦门市公安局五通派出所

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湖里市场监督管理所

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头市场监督管理所

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禾山市场监督管理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南山支公司

厦门海峡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天地和诚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委政法委

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委区直机关工委

厦门市集美区总工会

共青团厦门市集美区委员会

厦门市集美区残疾人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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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

厦门市集美区教育局

厦门市集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厦门市集美区民政局

厦门市集美区司法局

厦门市集美区财政局

厦门市集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市集美区建设与交通局

厦门市集美区农业农村局

厦门市集美区商务局

厦门市集美区文化和旅游局

厦门市集美区卫生健康局

厦门市集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厦门市集美区应急管理局

厦门市集美区审计局

厦门市集美区统计局

厦门市集美区市政园林局

厦门市集美区城市管理局

厦门市集美区行政审批管理局

厦门市集美文教区管委会

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厦门高速公路支队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集美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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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第一自然资源所

厦门市集美第二自然资源所

厦门市公路局集美分局

厦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集美大队

厦门市集美图书馆

厦门市集美区教师进修学校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中心卫生院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卫生院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杏林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杏林支行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美支行

厦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灌口支行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集美分公司

厦门公交集团集美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检察院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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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人大常委会机关

厦门市海沧区政协机关

中共厦门市海沧区委统战部

中共厦门市海沧区委政法委

中共厦门市海沧区委区直机关工委

厦门市海沧区发展和改革局

厦门市海沧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厦门市海沧区民政局

厦门市海沧区司法局

厦门市海沧区财政局

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

厦门市海沧区农业农村局

厦门市海沧区文化和旅游局

厦门市海沧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厦门市海沧区应急管理局

厦门市海沧区审计局

厦门市海沧区统计局

厦门市海沧区城市管理局

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政府信访局

厦门市海沧区总工会

共青团厦门市海沧区委员会

厦门市海沧区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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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海沧区残疾人联合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沧海关

厦门市公路局海沧分局

厦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海沧大队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石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卫生院

厦门海沧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海沧城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海沧市政建设管理中心

中国移动海沧分公司

中共厦门市同安区委政法委

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

厦门市同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厦门市同安区民政局

厦门市同安区司法局

厦门市同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厦门市同安区建设与交通局

厦门市同安区农业农村局

厦门市同安区卫生健康局

厦门市同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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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应急管理局

厦门市同安区审计局

厦门市同安区市政园林局

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局

厦门市同安区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共青团厦门市同安区委员会

厦门市同安区妇女联合会

厦门市同安区科学技术协会

厦门市同安区残疾人联合会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同安分局

厦门市同安生态环境局

厦门市公路局同安分局

厦门市同安第二自然资源管理所

厦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同安大队

厦门市同安区竹坝开发建设事务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厦门市同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所

厦门市同安区妇幼保健院

厦门市同安区皮肤病防治院

厦门市第三医院

厦门市同安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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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汀溪卫生院

厦门同安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同安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厦门同安置业有限公司

厦门同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同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同安城建管护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同安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同安支行

厦门公交集团同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中共产党厦门市翔安区委办

中共厦门市翔安区纪委

中共厦门市翔安区委政法委

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检察院

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

厦门市翔安区教育局

厦门市翔安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厦门市翔安区民政局

厦门市翔安区司法局

厦门市翔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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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翔安区农业农村局

厦门市翔安区商务局

厦门市翔安区文化和旅游局

厦门市翔安区卫生健康局

厦门市翔安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厦门市翔安区应急管理局

厦门市翔安区审计局

厦门市翔安区统计局

厦门市翔安区市政园林局

厦门市翔安区城市管理局

厦门市翔安区行政审批局

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政府信访局

共青团厦门市翔安区委员会

厦门市公安局翔安分局

厦门市翔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公路局翔安分局

厦门市翔安区气象局

福建省翔安监狱

厦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翔安大队

厦门市翔发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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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

厦门市第五医院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卫生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翔安分公司

厦门公交集团翔安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翔安支行

(二)非公组织文明单位 (46个)

中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高诚信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鲁班源房屋营造有限公司

中环建 (厦门)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巨岸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福建省九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中联永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美亚柏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洪庄建设有限公司

厦门市捷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华菲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爱乐乐团

厦门瀚卓路桥景观艺术有限公司

厦门市中闽百汇商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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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鹭达眼镜有限公司

厦门思明华医馆中医康复门诊部

厦门市鼓浪屿食品厂有限公司

大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恒兴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滨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益材粉煤灰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市温馨天天游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奥佳华智能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禾祥西支行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

厦门市四美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厦门分所

厦门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厦门知本家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谷 (厦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铭泰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合顺公路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城健建设有限公司

福建建楷建设有限公司

厦门洋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广科建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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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卓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东纶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大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第一建筑工程公司

厦门磐金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同安区同心慈善会

厦门市同安区金秋艺术团

厦门百利控股有限公司

厦门绿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青年创业促进会

(三)文明社区 (181个)

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内厝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厦禾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双莲池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大同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营平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鹭江道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镇海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中山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仁安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霞溪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下沃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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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沙坡尾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南华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巡司顶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蜂巢山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溪岸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后江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天湖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湖滨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虎溪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西边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希望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美仁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阳台山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振兴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一里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四里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槟榔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湖光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育秀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仙阁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屿后西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西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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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仙岳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岳阳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金桥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双涵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梧村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东坪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溪东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浦南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金榜山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文屏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万寿北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莲兴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莲花五村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松柏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莲秀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长青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龙山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莲西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南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龙山桥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莲薇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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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万景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莲怡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莲顺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莲云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金鸡亭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莲丰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莲翔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侨福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莲成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塔埔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西林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岭兜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洪文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东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演武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曾厝垵社区

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黄厝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金鼎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东渡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濠头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和通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村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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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海天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南山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康晖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康泰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塘边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怡景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徐厝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兴华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高殿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兴园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长乐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神山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蔡塘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江村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江头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园山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吕厝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祥店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坂尚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岭下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禾盛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五缘湾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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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高林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林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五通社区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海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上头亭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黄庄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双乐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三兴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英村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纺织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内林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曾营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高浦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宁海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岑西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岑东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盛光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浔江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乐海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锦鹤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日东社区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三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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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康城社区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海虹社区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北附小社区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海翔社区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海林社区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海达社区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海景社区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海兴社区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过坂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西安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西池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溪边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山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北门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同新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三秀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后炉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朝元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溪苑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新丰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凤山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芸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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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祥文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陆丰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溪声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西溪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西湖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祥晖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凤祥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石浔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香溪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禾山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乌涂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美人山社区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浦头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双沪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田墘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小嶝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山头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东埕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澳头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东园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洪琳湖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祥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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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鼓岩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曾坂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浦西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大宅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东界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霞浯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友民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五美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滨安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舫星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三乡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后亭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五星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西炉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朱坑社区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新圩社区

(四)风景旅游区 (3个)

厦门英雄三岛战地观光园

厦门胡里山炮台保护中心

厦门天竺山旅游风景区

三、文明校园 (199所)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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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实验中学

厦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集美工业学校

厦门市启明学校

厦门外国语学校附属小学

厦门市滨东小学

厦门市云顶学校

厦门市第九中学

厦门市公园小学

厦门市园南小学

厦门市莲龙小学

厦门市松柏第二小学

厦门市思北小学

厦门市莲花小学

厦门市大同中学

厦门市滨北小学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思明分校

厦门市湖滨中学

厦门市群惠小学

厦门市华侨中学

厦门市瑞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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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前埔北区小学

厦门市演武小学

厦门市松柏小学

厦门市逸夫中学

厦门市思明区特殊教育学校

厦门市思明小学

厦门市梧村小学

厦门市人民小学

厦门市鹭江新城小学

厦门市思明第二实验小学

厦门市前埔南区小学

厦门市演武第二小学

厦门市故宫小学

厦门市莲花中学

厦门市思明区观音山音乐学校

厦门市嘉滨小学

厦门市实验幼儿园

厦门思明实验幼儿园

厦门市思明区艺术幼儿园

厦门市第九幼儿园

厦门市瑞景幼儿园

厦门市第十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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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莲花幼儿园

厦门市筼筜幼儿园

厦门市第四幼儿园

厦门市莲龙幼儿园

厦门市日光幼儿园

厦门市西林幼儿园

厦门仙阁幼儿园

厦门市东浦幼儿园

厦门市华侨幼儿园

厦门市仙岳幼儿园

厦门市湖里中学

厦门外国语学校湖里分校

厦门市蔡塘学校

厦门市金林湾实验学校

厦门市禾山中学

厦门市康乐小学

厦门市华昌小学

厦门市东渡小学

厦门市东渡第二小学

厦门市康乐第二小学

厦门市高殿中心小学

厦门市寨上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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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翔鹭小学

厦门市安兜小学

厦门市湖里区教师进修学校第二附属小学

厦门市江头中心小学

厦门市乌石浦小学

厦门市湖里第二实验小学

厦门市吕岭小学

厦门市金山小学

厦门市心欣幼儿园

厦门康乐新村幼儿园

厦门市吕岭幼儿园

厦门市湖里幼儿园

厦门市康毅幼儿园

厦门市秀德幼儿园

厦门市湖边花园幼儿园

厦门市五缘实验幼儿园

厦门市杏南中学

厦门市集美区新源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西亭学校

厦门市集美区乐安中学

厦门市集美区双塔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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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集美区杏东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宁宝小学

厦门市集美第二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乐海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心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学

厦门市集美区康城小学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学校

厦门市集美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中心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上塘中学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小学

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学校

厦门市集美区内林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田头小学

厦门市集美区实验幼儿园

厦门市集美幼儿园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中心幼儿园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中心幼儿园

厦门市海沧区天心岛小学

厦门市海沧区鳌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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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学校

厦门市海沧区第二实验小学

厦门市海沧区新江中心小学

厦门市海沧区霞阳小学

华中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小学

华中师范大学厦门海沧附属中学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中学

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附属学校

厦门市海沧区职业中专学校

厦门市海沧中学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幼儿园

厦门市海沧区沧虹幼儿园

厦门市海沧区天竺幼儿园

厦门市同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新城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第二中心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中心小学

厦门市同安职业技术学校

厦门市同安区阳翟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第二中心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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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同安区西洪塘小学

厦门市东山中学

厦门市同安区官浔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中心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中心小学

厦门市洪塘中学

厦门市同安实验中学

厦门市汀溪中学

厦门市育才中学

厦门市同安区岳口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中心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凤南中心小学

厦门市五显中学

厦门市同安区西塘小学

厦门市柑岭中学

厦门市同安区特殊教育学校

厦门市凤南中学

厦门市美林中学

厦门市竹坝学校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中心小学

厦门市莲美中学

厦门市国祺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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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新民中学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中心小学

厦门市同安区洗墨池幼儿园

厦门市同安区同城四季幼儿园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中心幼儿园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第二中心幼儿园

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幼儿园

厦门市同安区朝阳幼儿园

厦门市同安区兴国幼儿园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中心小学

厦门市新店中学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中心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中心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海滨小学

厦门市翔安区第一实验小学

厦门市新圩学校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

厦门市翔安职业技术学校

厦门市巷南中学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中心小学

厦门市大嶝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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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内厝中学

厦门市翔安区第二实验小学

厦门市彭厝学校

厦门市巷东中学

厦门市诗坂中学

厦门市莲河中学

厦门市刘五店中学

厦门市巷西中学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第一中心幼儿园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第一中心幼儿园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第二中心幼儿园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第二中心幼儿园

厦门市火炬学校

厦门英才学校

厦门市康桥外国语小学

厦门市海沧育斌学校

厦门市思明区东浦学校

厦门华兴实验学校

厦门小金星国际幼儿园

厦门雅丽中英文幼儿园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幼儿园

厦门市文灶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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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明家庭 (100户)

吴建坤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梧村社区

苏豫蔚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金祥社区

许 刚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金榜山社区

洪 年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万寿北社区

乐 裕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双涵社区

蔡剑波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文屏社区

陈惠玲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溪东社区

吴高岚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东坪社区

苏松杰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西郭社区

郭权洲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金桥社区

周 毅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育秀社区

谢小英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官任社区

李文来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仙阁社区

张惠荣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槟榔社区

王 伦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长青社区

蒋志豪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盈翠社区

黄跃波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龙山社区

邓 坚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坑内社区

谢娜慈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后江社区

张秀梅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阳台山社区

谢志芳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深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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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迪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小学社区

林慧琼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小学社区

孙维榕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双莲池社区

姚阿雪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小学社区

康 兵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侨福社区

王思安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莲云社区

刘绍文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北社区

朱成功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瑞景社区

张枝龙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下沃社区

蔡兰英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蜂巢山社区

陈清辉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内厝社区

肖 雄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霞溪社区

汪得赢家庭 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白城社区

沈文娟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和通社区

戈志敏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东渡社区

谭秀华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和通社区

蔡丽清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康乐社区

张继广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濠头社区

林丽珠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海天社区

杨加静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禾缘社区

杜振峰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禾盛社区

苏华玲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禾山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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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宗翰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后埔社区

郑新荣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祥店社区

徐满萍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吕厝社区

汤 淮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山社区

张志菊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安社区

唐怀昆家庭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长乐社区

沈小平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宁海社区

杨 艳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宁宝社区

熊 强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盛光社区 ?

林恬彬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滨水社区

肖 冰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锦鹤社区

钟爱美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锦鹤社区

云秀兰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康城社区

陈毓妹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上头亭社区

万理军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深青村

肖月阳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崎沟村

郑赞生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后溪村

林少玲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后溪村

陈海容家庭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英村社区

杨永青家庭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霞阳社区

黄进发家庭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新垵村

范宝琴家庭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海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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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福家庭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贞庵村

张 木家庭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北附小社区

周红心家庭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后井村

王建宽家庭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渐美村

苏久涓家庭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过坂社区

王鹭鹰家庭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后柯村

史荣渭家庭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天竺社区

陈明星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西池社区

王英瑞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三秀社区

柯玉瑜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北门社区

谢 业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芸溪社区

洪婉玲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芸溪社区

林颠来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凤祥社区

苏金川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新厝村

黄菊花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香溪社区

叶清填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褒美村

连明成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西坑村

孙生荣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后宅社区

朱孟良家庭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滨海社区

王希星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浦西社区

刘清伟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祥吴社区

彭水山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彭厝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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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妙鑫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洪厝社区

彭林玲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舫星社区

陈明耀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郑坂社区

方圆圆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滨安社区

蔡佳镇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北门社区

陈龙海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鸿山村

朱美红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霞美村

黄汇明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黄厝村

叶火同家庭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上宅村

吴晓伟家庭 中国人民解放军31659部队

田崇华家庭 武警厦门支队

夏小玲家庭 厦门警备区

田小康家庭 中国人民解放军91843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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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厦门市2018-2020年度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表扬名单

一、第六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突出贡献单位 (60个)

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

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厦门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

中共厦门市委统战部

中共厦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

厦门市生态环境局

厦门市财政局

厦门市民政局

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厦门日报社

厦门广播电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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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

厦门海关

厦门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厦门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

厦门市公安局

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厦门供电公司

厦门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厦门市建设局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轮渡有限公司

厦门市教育局

厦门外国语学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32251部队

武警厦门支队

厦门市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中共厦门市思明区委宣传部

厦门市思明区市政园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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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办事处

厦门思明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文化和旅游局

厦门市湖里区市政园林局

厦门市湖里区城市管理局

厦门市湖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办事处

中共厦门市集美区委宣传部

厦门市集美区城市管理局

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交警大队

厦门市集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海沧区城市管理局

厦门海沧市政建设管理中心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办事处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办事处

厦门同安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厦门市翔安区城市管理局

厦门市公安局翔安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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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翔安市政集团有限公司

二、城乡共建先进单位 (30对)

集美区人民检察院—集美区灌口镇顶许村

集美区政协机关—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三社村

集美区委组织部—集美区灌口镇深青村

集美区委政法委—集美区后溪镇东宅村

集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集美区灌口镇田头村

海沧区鳌冠学校—海沧区嵩屿街道鳌冠社区

鼓浪屿干部疗养院—海沧区海沧街道后井村

海沧区财政局—海沧区新阳街道新垵村

海沧区委宣传部—海沧区东孚街道天竺社区

同安区委办—同安区汀溪镇古坑村

同安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同安区汀溪镇褒美村

同安区政府办—同安区莲花镇蔗内村

同安区政协机关—同安区新民镇溪林村

同安区纪委监委—同安区莲花镇后埔村

同安区委组织部—同安区莲花镇白交祠村

同安区委宣传部—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

同安区委统战部—同安区大同街道东宅村

公安局同安分局—同安区大同街道古庄村

同安区法院—同安区汀溪镇顶村村

同安区发改局—同安区五显镇后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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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区人社局—同安区大同街道田洋村

同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同安区汀溪镇隘头村

同安区建设与交通局—同安区洪塘镇大乡村

厦门市第三医院—同安区五显镇三秀山村

翔安区委办—翔安区大嶝街道阳塘社区

翔安区纪委—翔安区新店街道钟宅社区

翔安区人民检察院—翔安区内厝镇莲塘村

翔安区委政法委—翔安区新店街道陈塘社区

翔安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翔安区马巷街道郑坂社区

翔安区税务局—翔安区马巷街道沈井社区

三、文明市民标兵 (200个)

张伟中 厦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食堂总经理

肖 琦 厦门市海沧医院肾内科主治医生

陈 枫 厦门市社会福利中心护理员

钟炳华 厦门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莲坂休养所军休干部

潘宏克 厦门海峡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车队班

组长

李秀叶 厦门海峡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车队班

组长

雷雨虹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江华社区居民

黄国伟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松柏社区居民

杨毅澜 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思明大队梧村中队辅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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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队长

潘锦艺 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湖里大队殿前中队辅警

李振友 厦门市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跃钦 厦门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动力车间操作工

谢江展 厦门住房租赁发展有限公司保障房运营部经理

助理

林惠斌 厦门中联永亨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瑞萍 元翔 (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安检护

卫部副经理

沈雅玲 厦门集装箱码头集团有限公司海天分公司船方

计费员

林 华 厦宾酒店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销售副总监

杨 红 厦门建发国旅集团导游员

周振墉 厦门市教育局退休干部

耿 超 厦门市音乐学校声乐播音专业教师

翁羽琳 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龙头社区党委副书

记、居委会副主任

甘秋杰 厦门市思明区鼓浪屿街道内厝社区党委副书记

林 强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双莲池社区党委书记

李艺芬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禾祥西社区居委会主任

吴晓斌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厦禾社区党委副书记

方丽端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小学社区综治副主任

—16—



黄岳宏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仁安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符小芳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霞溪社区党委书记

王吕宏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中山社区居委会主任

林秀琦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文安社区居委会主任

李 琼 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南华社区计生副主任

李旭鸣 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鸿山社区居民、退休

民警

纪艺宗 厦门市思明区厦港街道下沃社区党委副书记

黄晓榕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阳台山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

石惠勤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坑内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沈赞良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美湖社区党委书记

翁丽珍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溪岸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鲍东旭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后江社区工作者

林素萍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槟榔社区党委书记

颜 翔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官任社区居委会主任

戴雅娟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仙岳社区党委副书记

黄铭鼎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仙阁社区居民

王建英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万寿北社区党委书记

江 虹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文灶社区居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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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娜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东坪社区党委书记

梁锦云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梧村社区党委副书记

林日宏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金榜山社区居委会主任

黄 菽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莲兴社区党委书记

颜志英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盈翠社区居民

黄静娟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莲花北社区党委副书记

陈燕燕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华福社区居委会主任

林佳佳 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松柏社区党委副书记

陈晓霞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南社区党委书记

詹雪梅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西社区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

何宝花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瑞景社区居委会主任

李盛媛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北社区卫计副主任

张 卓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万景社区居民、党员

程建明 厦门市思明区莲前街道前埔东社区老党员志愿

服务队队长

柯毓虹 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演武社区党总支委员

严 薰 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上李社区居委会主任

林莉玲 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曾厝垵社区党委副书记

朱志荣 厦门市思明区园林绿化中心应急科负责人

吴智新 厦门市思明区环境卫生中心道路清洗队队长

王水明 厦门思明市政事业发展有限公司莲前环卫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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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保洁员

黄姣奕 厦门思明市政事业发展有限公司梧村环卫所

所长

李兴平 4399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

潘玉婷 厦门润瑞商业有限公司客服部课长

林闽定 不二城 (厦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建福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屿后西社区居民

程 方 海峡网络 (厦门)传媒有限公司营运编辑

郭云仙 厦门市金尚中学家长志愿者

黄巧娜 厦门市湖里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计免协管员

李文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职员

黄婉红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南山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陈桂兰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塘边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苏丽珍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徐厝社区党委书记

涂萍义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村里社区党总支书记

徐清厚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海天社区居民

黄炳丽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东荣社区党委副书记、

居委会主任

王园好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康泰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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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伟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湖里社区党总支书记

杨江波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怡景社区党委副书记、

居委会主任

徐宝贝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和通社区党委副书记、

居委会主任

钟景忠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北站社区党总支书记

林雅蔚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嘉福花园小区党支部书

记、业委会主任

王 漪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兴隆社区党委委员、居

委会委员

黄秀叹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马垅社区党总支委员、

居委会副主任

陈锦羡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兴园社区党总支副书记

陈庆佳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高殿社区党委副书记、

居委会主任

陈雪梅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后埔社区党委副书记

林丽君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金尚社区居委会委员

肖婉玲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江村社区党委委员

李三红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江华社区居民、厦门日

报社校对员

赖文芳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吕岭社区党委委员、居

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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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泽虹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蔡塘社区居委会委员

姚天妹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吕厝社区居委会主任

薛志雄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枋湖社区党委书记 
陈 英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坂尚社区计生服务员 
陈燕玶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岭下社区党委委员 
陈峻希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围里社区党总支委员 
刘雅妮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禾山社区党委委员、居

委会委员

马承云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禾缘社区鑫海湾小区党

支部书记、Ai禾缘志愿服务队鑫海湾小区分

队长

孙 锦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五缘湾北社区党总支

书记

陈惠萍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安社区党委副书记、

居委会主任

陈志斌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后坑社区居委会主任

助理

林艳雯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高林社区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

姚 君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海社区党委委员、居

委会委员

张冬梅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金山社区社区专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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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强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五通社区居委会委员

刘 萱 厦门城容环卫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林达真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上塘村社区工作者

吴友全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李林村党委书记助理

李欣妍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顶许村党委书记助理

陈小婷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安仁社区居委会委员

卢秋香 厦门洋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贵枝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后溪村党委委员

陈燕玲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龙山社区支委

黄秋海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仑上村村民委员会第三小

组村民小组长

杨慧珍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东宅村村民委员会村委

邵 斌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莲亭社区党支部副书记

郑建红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文明创建辅助岗工作

人员

曾亚和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曾营社区居委会党委

书记

许琼霞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宁宝社区居民

王燕雪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银亭社区党委副书记、

居委会副主任

于永锋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银亭社区居委会一般专

职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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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容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盛光社区居委会委员

陈耀红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岑东社区居委会委员

王瑞强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滨水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张燕雄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乐海社区支委、居委

黄志坚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海凤社区一般专职工

作者

周海荣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锦鹤社区党支部委员

林永吉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日东社区一般专职工

作者

林淑阳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康城社区居委会委员

蔡华东 厦门市集美区环卫中心集美片区负责人

陈志平 厦门市市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集美站经理

邹顺利 厦门市海沧区鑫辰星办公设备经营部负责人

范宝琴 海沧两岸义工联盟红裙子志愿服务队理事长

黄丹丹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海翔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徐 洲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海发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赵莉琴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未来海岸社区党委书

记、居委会主任

洪丽华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海达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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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艺彬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海盛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许朱充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渐美村书记

许月琼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渐美村党委委员

李 赟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海兴社区党委委员、居

委会副主任

黄志民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海兴社区水岸名筑小区

党支部书记

李惠玲 厦门市海沧区海沧街道海兴社区书记助理

郭明珠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祥露社区居民

周锦全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兴祥社区党委副书记、

居委会副主任

杨梅英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霞阳社区居民

叶小玉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兴旺社区党委委员

陈伟农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天竺社区党支部委员、

居委会委员

陈玉昌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天竺社区平安巡防员

徐国进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后柯村党总支书记

邱天福 厦门市海沧区东孚街道后柯村村民

林美玲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凤山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张 岚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街道溪边社区党支部书记、
—96—



居委会主任

庄晓婷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祥文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王 怿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祥平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

苏聪海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洪塘村党总支书记

吴向阳 厦门市同安区洪塘镇石浔社区居委会计生副书

记、妇女主任

叶福任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上厝村村委会副主任

叶伟远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西洋村村委会主任

叶清填 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褒美村党支部书记

马金军 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顶村村党支部委员

高泉伟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军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

高朝宗 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

陈华昌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乌涂社区居委会委员

柯永在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梧侣社区居委会主任

吕 钦 厦门市同安区吕厝送王船传习中心会长

林宝林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潘涂社区居委会主任

柯友灶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西柯社区居委会主任助理

李玉花 厦门市同安区东山民俗文化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罗炳章 福建省慈爱之光扶老助学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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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峰 厦门市同安区祥平街道静善义工协会秘书长

王秀英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美人山枫叶红艺术团团长

刘永火 厦门市同安区同心慈善会副秘书长

庄昆仑 厦门义务交警同安分队队长

刘建佳 厦门市同安区大同中心小学退休教师

苏乾坤 厦门市同安翻胎厂退休职工

蔡海滨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北门社区常务副主任

黄志雄 厦门市翔安区大嶝街道党政办职员

颜卫东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干部

洪景裕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新店社区党委书记

陈宁婷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新兴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洪巧配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办事处道安办工作人员

陈美娇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后亭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陈清楚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五美社区党委书记、居

委会主任

林团治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舫星社区党支部书记

李金顶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后滨社区党委书记

黄国文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黄厝村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

蔡秋妮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综合服务中心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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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清江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新圩社区第一书记

陈青松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综合服务中心职员

王 颖 厦门市翔安区委区直机关工委非公党建指导员

许智洪 厦门市翔安区土地储备与建设服务中心职员

王 晋 厦门市翔安区市政园林绿化中心高级工程师

张迟迟 厦门市翔发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旭东 厦门市翔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

林锦疆 厦门市翔安区舫山小学教师

四、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160个)

贺嘉旎 厦门市人大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谢 静 厦门市政协机关党委工作人员

林小征 中共厦门市纪委机关党委二级调研员

吴 琳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谢英浆 中共厦门市委台港澳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郑 欣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综合处三级

主任科员

姚建忠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综合处处长

刘绍伟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未成处副处长

张素芳 厦门市财政局直属党委专职副书记

钟 鸣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机关党委一级科员

吴昭焕 厦门市农业农村局机关党委三级调研员

王 建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机关党委四级调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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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良 厦门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

毛成东 厦门市信访局办公室副主任

余薛锋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人事处一级主任

科员

李 铭 厦门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协调服务处处长、

一级调研员

王 涛 厦门港口管理局机关党委二级主任科员

林 立 厦门市医疗保障局综合处一级主任科员

赵水芝 厦门市气象局业务科技处二级调研员

王美玲 中共厦门市委党校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卢维伟 厦门日报社总编办信息科科长

刘 颖 厦门广播电视集团总编室品牌媒资团队一级

主管

李阳阳 共青团厦门市委办公室三级主任科员

庄 玲 厦门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三级调研员

许水田 厦门市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处副处长

李爱民 厦门市科学技术协会宣传联络部部长

洪翔云 厦门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

赖其水 厦门市红十字会二级调研员

许雅雯 厦门市高层次人才发展中心副主任

朱彩发 厦门市政务服务保障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黄全能 厦门市环境卫生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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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南 厦门市环卫中心垃圾分类管理科科长

陈志坚 厦门市老年活动中心一级科员

吴宝珠 厦门火炬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党建工作科副

科长

陈佳元 厦门市大嶝对台小额商品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

办公室四级主任科员

衣秀芹 厦门海关机关党委宣传科二级主任科员

蔡令晗 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稽查局党建工作办公

室一级科员

陈文婧 厦门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政治处二级警长

王 岚 厦门市外事翻译护照签证中心领事机构服务科

科长

宣小平 厦门市中医院后勤保障部主任

庄晏红 厦门文学院创联部副主任

虞佳欣 厦门市志愿者联合会工作人员

林生能 厦门鹭城巴士集团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

汤 萌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地面服务保障部值机处值班

主任

杨志勇 厦门市邮政管理局市场监管处处长

叶淑惠 厦门市公路桥隧维护与应急中心综合科科员

陈昌佑 厦门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公交客运管理科二级

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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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西西 厦门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科员

孟雪莲 厦门市交通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科员

黄 杰 厦门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支队集美大队交通执

法员

许凯思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党群

工作部干事

沈江玲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党委党建

工作部干事

林坚祥 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市分行公共关系与企业文化

部副总经理

陈凯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杏林支行综合

经理

黄敏辉 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营业部副总经理 (运营内

控)

张佳斌 中国农业银行厦门市分行办公室宣传科科员

王高升 厦门储备粮集团党办主任、党委宣传部部长、

总部第一党支部书记

郑歆然 厦门银保监局三级主任科员

林 敏 厦门市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

陈永伟 厦门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三级主任科员

邱霁筠 国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专项调查处副处长

卢艺露 厦门市社会保险中心组织人事科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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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晓珊 厦门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分局水上派出所辅警

郭星煌 厦门市消防救援支队信息通信处副处长

林 菁 厦门市司法局三级主任科员

茅 坚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机关党委二级调研员

廖芝馨 厦门市人民检察院宣传和教育培训处三级主任

科员

李 越 厦门铁路公安处政治处宣传教育室四级警长

方本生 厦门海事法院二级调研员

陈庆利 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级高级警长

林青松 厦门市国家安全局三级高级调查员

刘呈勇 厦门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治安行动大队副大队长

李 健 厦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三大队三中队中队

长、一级警长

覃光明 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一中队二级

警长

王 珏 厦门市公安局网安支队辅警

郑文福 厦门市公安局宣传处警察公共关系科辅警

蔡惠娟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人事处工作人员

张玲玲 厦门市烟草专卖局 (公司)政工管理员

卢泽泓 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群团管理员

洪振家 厦门市烟草专卖局第一分局综合管理办公室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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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雨琛 厦门市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

黄江彬 厦门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站人事教育科四级主

任科员

谢镇生 厦门市城市管理综合事务中心办公室副主任

刘 娜 福建省厦门地质工程勘察院人事科职员

杨晓慧 厦门市建筑废土站科员

王景文 厦门市建设局工程建设管理处四级主任科员

吴育平 厦门市建设局物业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

王啸东 厦门市建设局文明办干事

杨丽观 厦门建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办副主任

曾华明 厦门路桥工程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程二部党支

部书记、建设管理部总经理

白 莹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二级

主管

林 挺 厦门轻工集团有限公司党办职员

杨坤宝 厦门经济特区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办

公室 (党委宣传部)主任

李 力 厦门市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 (党委宣传

部)高级主管

王一骏 厦门火炬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

部、人力资源部职员

陈艺民 福建省厦门第六中学党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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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祎林 厦门五缘实验学校德育科副科长

张洋烽 厦门实验中学德育科科长

李国富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总务处主任

黄松明 福建省同安第一中学办公室主任

王守琼 福建省厦门第二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李昌彧 厦门市教育事务受理中心副主任

黄 森 厦门五缘第二实验学校学生发展中心主任

陈 鹏 31659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处副处长

陈明花 32251部队政治工作处主任

何培超 73051部队政治工作部保卫科律师兼群联干事

唐 渊 31608部队卫生所长兼医师

池 恒 73151部队60分队政治教导员

刘 路 厦门警备区保障处处长

聂 辉 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李春明 福建省军区厦门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所长

缪鹏彬 31614部队51分队政治指导员

杨天铭 91843部队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陶学龙 92985部队纪检监察科科长

朱武凯 91605部队某部政治委员

唐文华 91605部队某部干事

徐 磊 32045部队参谋

洪建平 63758部队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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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婧 武警厦门支队政治工作部人力资源科干事

李章维 武警厦门支队执勤一大队执勤五中队执勤班

班长

许荔婷 武警海警总队福建支队厦门大队政治工作处副

主任

董海明 联勤保障部队第一储备资产管理局厦门管理站

副团职助理员

曹 为 94908部队政治教导员

吴剑锋 厦门市思明区文化和旅游局二级主任科员

刘贵桥 厦门市思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科科长

陈金城 厦门市思明区建设服务中心主任

杜 蕾 厦门市思明区中华街道办事处党政办主任

苏伟明 厦门市思明区鹭江街道办事处文明干事

林瑞清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街道办事处二级主任科员

许哲茹 厦门市思明区滨海街道办事处文明干事

庄 莉 厦门市大同小学书记、校长

邓福聪 中共厦门市湖里区委文明办四级主任科员

白宇琳 厦门市湖里区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

邱 昊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四级调研员、湖里区城

管委办副主任

陈水德 厦门市湖里区湖里街道综执办环卫所负责人

陈鉴武 厦门市湖里区殿前街道综合服务中心科员

—97—



潘春树 厦门市湖里区江头街道二级调研员 (挂职)

蔡灿贤 厦门市湖里区禾山街道党政办非公党建指导员

周志雄 厦门市湖里区金山街道综合服务中心科员

戴劲竺 中国共产党厦门市集美区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

余明生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梁忠阳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党工委委员、宣传委

员、四级调研员

王青梅 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办事

处四级调研员

刘 雯 厦门市集美区杏滨街道办事处四级主任科员

吴 洵 厦门市集美区曾营小学副校长

林 静 厦门市海沧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一级科员

吴学扬 厦门市海沧区建设与交通局科员

周沙鹅 厦门市海沧区城市管理局四级调研员

江盛军 厦门市海沧区卫生健康局党委副书记

粘敏默 厦门海沧城建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妙双 厦门市同安区文明创建事务中心职员

沈月燕 厦门市同安区文化和旅游局职员

张燕真 厦门市同安区教育局综合科副科长

黄泽生 厦门市同安区卫生健康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宋谋荣 厦门同安同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物业拓展

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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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跃辉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文化服务中心职员

胡 维 中共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党委委员 (厦门市

翔安区司法局挂职)

孙业虎 厦门市翔安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二级主任科员

彭秋妮 中共厦门市翔安区委巡察办工作人员 
康清艺 中共厦门市翔安区委办效能投诉中心副主任

五、第六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个人三等功 (60个)

杨端丽 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宣教处四级调研员

林俊坚 中共厦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组织部部长

袁学军 厦门市委老干部局服务保障处三级调研员

罗 强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创建处处长 
陈秀娟 中共厦门市委文明办综合处一级主任科员

骆 磊 厦门市科技局科技人才处处长

刘一鸣 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集美第二自然资源所

四级主任科员

陈 勇 厦门市水利局一级调研员

陈 程 厦门自贸片区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象屿园区

非公党委书记

汪汉滨 厦门市商务局老干处处长

徐丽敏 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直属党委三级主任科员

陈境琨 厦门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机关党委四级调研员

罗德庆 厦门市应急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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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生林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合同处处长

梁玉珍 厦门市统计局副局长

柳志阳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离退休干部工作处 (宣传教

育处)处长

许天福 厦门市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共建处处长)

吴 帆 厦门市海洋发展局机关党委 (人事处)四级主

任科员

林青燕 厦门市总工会四级主任科员

陈 俊 厦门市救助站副站长

陈杉山 厦门市交通运输局组织人事处处长、市交通运

输系统文明办主任

翁明鸿 厦门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

李 洁 厦门市发改委系统文明办、机关党委二级主任

科员

张筠筠 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四级警长

林惠玲 厦门市公安局办公室研究室三级调研员

庄若如 厦门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队一队队长、一级

警长

蔡宇杰 厦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思明大队开元中队中队

长、一级警长

张群腾 厦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济协作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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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战琪 厦门市建设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文明办

主任

熊 剑 厦门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协调处三

级主任科员

颜其强 厦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稽查

监督办公室主任

刘伟玲 厦门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

李林波 厦门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四级调研员

蒋晓健 中共厦门市思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

主任

于兴宏 厦门市思明区开元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

吕 莹 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办

事处副主任

刘丁林 中共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厦门

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张博栋 厦门市公安局滨北派出所所长

蔡毅东 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思明交警大队机动

中队指导员、一级警长

孙家稳 鼓浪屿房屋管理所副所长,挂职鼓浪屿管委会

办公室副主任

曾军勇 中共厦门市湖里区委办二级调研员

傅芳槐 中共厦门市湖里区委文明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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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玮 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教育工委副书记、副局长

周泽勇 厦门市湖里区市政园林局局长

刘新生 厦门市湖里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主持行政工

作)

李永生 厦门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湖里大队大队长

陈颖毅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党委宣传委员

林庆奎 厦门市集美区后溪镇党委宣传委员、三级调

研员

洪交通 厦门市集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执行

副主任

陈江盛 厦门市公安局集美分局刑侦大队诈骗犯罪侦查

中队中队长

郭平发 厦门市海沧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海沧市场监督管

理所副所长

陈高升 厦门市公安局海沧分局交警大队大队长、三级

高级警长

伊 黎 厦门市海沧区嵩屿街道办党工委委员

郑常利 厦门市海沧区教育局德育科四级主任科员

杨成伟 厦门市同安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洪求长 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交警大队祥平中队中

队长

王 健 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党委宣传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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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树 中共厦门市翔安区委办文秘科 (党内法规科)

科长

王 达 中共厦门市翔安区新店街道党工委书记

连海根 中共厦门市翔安区马巷街道党工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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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各开发区,市直各单位,各有

关单位,驻厦部队。

中共厦门市委办公厅 2021年4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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