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文件

郑爱卫〔2022〕1号

郑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关于命名“郑州市无烟单位无烟党政机关”

的决定

各区县（市）爱卫会，市直机关爱卫会，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

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郑办网〔2014〕13号）精神，按照

《郑州市无烟单位创建命名和监督管理办法》（郑爱卫〔2018〕

10号），《郑州市卫生健康委 郑州市文明办 郑州市爱卫办 郑州

市市直机关爱卫会关于加强无烟党政机关建设的通知》（郑爱卫

办〔2020〕5号）要求，全市各级各单位大力开展禁烟知识宣传，

建设无烟环境，带头履行控烟义务，干部职工健康文明素养水平

— 1 —



不断提升，涌现一批控烟先进单位。2021年 12月 7日--12月 26

日，市卫生健康委（爱卫办）成立检查验收组，对 2021年度申

报及届满复审的无烟单位进行集中验收,并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

进行了公示。

经研究，决定命名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台郭社区管理委员会

等 55个单位为“郑州市无烟单位”、郑州市民政局等 437个单位

为“郑州市无烟党政机关”、郑州市颈肩腰腿痛医院等 67个医院

为“郑州市无烟医疗机构”、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等 136个学校

为“郑州市无烟学校”；重新命名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技能培训

中心等 117个单位为“郑州市无烟单位”、郑州市骨科医院等 60

个医院为“郑州市无烟医疗机构”、郑州市中原区伏牛路小学等

208个学校为“郑州市无烟学校”。

希望被命名的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注重保持和提升，

加强自身日常管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为

营造无烟环境、推动健康城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附件：2021年郑州市无烟单位无烟党政机关名单

2022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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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21年郑州市无烟单位无烟党政机关名单

一、2021年新申报名单

（一）无烟单位

二七区（10个）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台郭社区管理委员会

郑州市尖岗水库管理处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街道办事处桃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二七市场分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处望江居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街道红云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万荣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八卦庙社区管理委员会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全垌社区管理委员会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侯寨社区管理委员会

金水区（7个）

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八栋楼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街道办事处金林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办事处国泰花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晖达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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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西彩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福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街道办事处丰乐社区居民委员会

管城区（3个）

河南省福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

河南省未成年人强制隔离戒毒所

惠济区（2个）

迎宾路街道办事处龙源街社区

郑州市惠济区江山路街道苏屯村

经开区（4个）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河办事处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风神汽车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办事处西贾社区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办事处宇通社区

上街区（6个）

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柏庙村村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祥云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南峡窝村村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街道办事处民安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街道办事处淮安社区居民委员会

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任庄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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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8个）

河南省国有资产控股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办事处贾岗社区

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花胡庄村党群服务中心

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陈岗村

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九如东路社区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龙之梦党群服务中心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办事处南录庄村

郑东新区金光路办事处刘江村

新郑市（2个）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观音寺营业部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新郑市分公司

新密市（7个）

新密市畜牧中心

新密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新密市供电公司

新密市曲梁派出所

新密市新华路派出所

新密市残疾人联合会

河南水投溱水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登封市（1个）

登封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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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5个）

巩义市北山口供销合作社

巩义市棉麻公司

巩义市金鑫果品批发市场

巩义市土产杂品公司

巩义市孝义供销合作社

（二）无烟党政机关

市直无烟党政机关（76个）

郑州市民政局

郑州市气象局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

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郑州市总工会

郑州市红十字会

郑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郑州市政务服务办公室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中共郑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郑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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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林业局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

郑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郑州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委员会宣传部

郑州市残疾人联合会

郑州市供销合作社

国家税务总局郑州市税务局

郑州市金融工作局

郑州市城乡建设局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共郑州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郑州市教育局

郑州市城市管理局

郑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郑州市物流口岸局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委员会老干部局

中共郑州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郑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郑州市审计局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郑州市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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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郑州市粮食局信息中心

郑州市应急救援支队

郑州市统计局干部培训中心

郑州市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站

郑州市人防特种救援中心

郑州市人防工程管理维护中心

郑州市人防指挥信息保障中心

郑州市“2001工程”管理所

郑州市体育馆

郑州市数字城市运行管理中心

郑州市经济社会调查队

郑州市统计局普查中心

郑州市法学会

郑州市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指导中心

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郑州市重点项目建设中心

郑州市市直机关服务中心

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胶印室

郑州市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督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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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市直机要公文交换站

郑州市农林科学研究所

郑州市城市管理执法支队

郑州市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郑州市郑开大道市政管理处

郑州市教育局教育中心管理处

郑州市招生考试中心

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郑州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

郑州市幼教发展中心

郑州市教育局结算资助中心

郑州市中小学生实践教育基地

郑州市成人教育教研室

郑州市职业技术教育教研室

郑州市校外管理中心

郑州市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中心

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郑东新区服务中心

郑州市公安局地铁分局

区直无烟党政机关

中原区（15个）

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中原区三官庙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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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中原区须水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石佛强制隔离戒毒所

郑州市发展市场中心中原市场分中心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

郑州市中原区民政局

郑州市公路建设重点工程管理处

郑州市科学技术馆

郑州市城市园林科学研究所

郑州市常庄水库管理处

郑州市社会福利院

郑州市中原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二七区（40个）

郑州市二七区德化街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建中街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蜜蜂张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乡人民政府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城市管理局

中共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郑州市二七区工商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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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民政局

郑州马寨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郑州市二七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郑州市二七区福华街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人民政府

郑州市二七区建设和交通局

郑州市二七区淮河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区直机关事务局管理局

郑州市二七区妇女联合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

郑州市二七区总工会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武装部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宣传部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统战部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组织部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二七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办公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二七区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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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商务局

郑州市二七区人和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五里堡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一马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铭功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解放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火车站地区管理委员会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七分局

郑州市二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金水区（14个）

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金水市场分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街道办事处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金水区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金水区委员会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郑州市金水区残疾人联合会

郑州市金水区工商业联合会

郑州市金水区科学技术协会

郑州市金水区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郑州市金水区档案局

郑州市金水区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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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郑州市金水区统计局

郑州市金水区教育局

管城区（25个）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陇海马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荆山南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二里岗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城东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西大街街道办事处

国家税务总局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税务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区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民族宗教事务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南曹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财政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统计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司法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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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卫生监督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健康教育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爱国卫生工作服务中心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教育局

惠济区（6个）

国家税务局郑州市惠济区税务局

惠济区民政局

郑州市惠济区统计局

郑州市惠济区医疗保障局

郑州市惠济区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会员

郑州市惠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街区（11个）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上街区委员会组织部

中共郑州市上街区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支部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信访局

中国共产党郑州市上街区委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郑州市上街区归国华侨联合会

郑州市上街区医疗保障局

郑州市上街区卫生计生监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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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上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郑州市上街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郑州市上街区新安路市场监督管理所

郑州市上街区公安局

航空港区（4个）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局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明港办事处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八千办事处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八岗办事处

郑东新区（3个）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源路办事处

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郑州片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郑东新区管理委员会

中牟县(1个)

中牟县教育局

新郑市（97个）

新郑市委市政府接待办公室

新郑市梨河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梨河镇财政所

新郑市公安局梨河派出所

新郑市气象局

新郑市观音寺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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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观音寺镇财政所

新郑市公安局观音寺派出所

新郑市辛店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公安局辛店派出所

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辛店市场监督管理所

新郑市辛店镇财政所

新郑市城关乡人民政府

新郑市老观寨水库管理所

新郑市水利局望京楼水库管理所

新郑市公安局新村派出所

新郑市新村镇财政所

新郑市新村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郭店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郭店镇财政所

新郑市郭店市场监督管理所

新郑市公安局郭店派出所

新郑市龙湖镇林锦店社区居民委员会

新郑市后胡水库管理所

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龙湖市场监督管理所

新郑市龙湖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孟庄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薛店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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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薛店市场监督管理所

新郑市公安局薛店派出所

新郑市和庄镇财政所

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庄市场监督管理所

新郑市和庄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具茨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具茨山景区）管理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新郑市委员会老干部局

新郑市城市管理局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中国共产党新郑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新郑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新郑市商务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新郑市红十字会

新郑市林业局

新郑新区管理委员会

新郑市财政局

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管理委员会

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建市场监督管理所

新郑市交通运输局

新郑市水利局

新郑市新建路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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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司法局

新郑市公安局新建路派出所

新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新郑市税务局

新郑市档案馆

新郑市红枣科学研究院

新郑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新郑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新郑市统计局

新郑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新郑市委员会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新郑市委员会组织部

新郑市残疾人联合会

新郑市妇女联合会

中国共产党新郑市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新郑市委员会

新郑市民政局

中国共产党新郑市委员会党校

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国共产党新郑市委员会宣传部

中国共产党新郑市委员会办公室

新郑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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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郑市委员会统战部(民宗局)

新郑市信访局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新郑分局

新郑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新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新郑市人民检察院

新郑市南水北调移民局

新郑市公安局

新郑市审计局

新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新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新郑市科学技术协会

新郑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新郑市总工会

新郑市人民法院

新郑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新郑市城市经营管理中心

新郑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共新郑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新郑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

新郑市新烟街道办事处

新郑市新烟街道办事处财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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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孟庄市场监督管理所

新郑市公安局和庄派出所

新郑市应急管理局

新密市（18个）

新密市米村镇人民政府

新密市刘寨镇人民政府

新密市白寨镇人民政府

新密市应急管理局

新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新密市司法局

新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新密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新密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新密市水利局

新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新密市审计局

新密市统计局

新密市城关镇人民政府

新密市袁庄乡人民政府

国家税务总局新密市税务局

新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密市青屏街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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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33个）

荥阳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心

荥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郑州荥阳健康园区管理委员会

郑州西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

中共荥阳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荥阳市工商业联合会

荥阳市妇女联合会

荥阳市司法局

荥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中共荥阳市委员会宣传部

荥阳市民政局

荥阳市人民检察院

荥阳市商务局（粮储局）

荥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荥阳市林业局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荥阳分局

荥阳市统计局

荥阳市人民法院

荥阳市公安局

荥阳市教育局

荥阳市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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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财政局

荥阳市审计局

荥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荥阳市京城路街道办事处

荥阳市档案馆

荥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荥阳市交通运输局

中共荥阳市委统战部

荥阳市汜水镇人民政府

中共荥阳市委员会办公室

荥阳市归侨侨眷联合会

荥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登封市（59个）

中共登封市委办公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登封市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登封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

登封市大金店镇人民政府

登封市颍阳镇人民政府

登封市嵩阳街道办事处

登封市档案馆

登封市统计局

登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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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君召乡人民政府

登封市残疾人联合会

中共登封市委党校

登封市融媒体中心

登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嵩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

登封市告成镇人民政府

登封市林业局

登封市司法局

登封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登封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登封市宣化镇人民政府

登封市交通运输局

登封市徐庄镇人民政府

登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登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登封市东华镇人民政府

登封市中岳街道办事处

登封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登封市少林街道办事处

中共登封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登封市委组织部

— 23 —



登封市卢店镇人民政府

登封市医疗保障局

登封市归侨侨眷联合会

登封市农业扶贫开发服务中心

登封市商务局

登封市民政局

中共登封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登封市总工会

登封市公安局

登封市应急管理局

中共登封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登封市唐庄镇人民政府

登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登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登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登封市石道乡人民政府

登封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登封市信访局

登封市红十字会

登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共登封市委宣传部

登封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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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水利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登封市委员会

登封市白坪乡人民政府

登封市大冶镇人民政府

登封市妇女联合会

中共登封市委政法委员会

巩义市（35个）

巩义市公安局

巩义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巩义市供电公司

巩义市烈士纪念馆

巩义市双拥指挥部办公室

巩义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

巩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紫荆路街道办学院路社区

紫荆路街道安泰街社区

紫荆路街道永新路社区

紫荆路街道政通路社区

紫荆路街道紫荆路社区

紫荆路街道办事处

巩义市园林绿化中心

巩义市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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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涉村镇人民政府

巩义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杜甫路街道人民路社区

杜甫路街道桐本南路社区

杜甫路街道新华南路社区

杜甫路街道陇海路社区

杜甫路街道建设路社区

巩义市夹津口镇人民政府

巩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共巩义市委党校

巩义市融媒体中心

巩义市残疾人联合会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巩义分局

巩义市孝义街道火车站社区

巩义市孝义街道洛神路社区

巩义市孝义街道孝义路社区

巩义市永安路街道办事处

巩义市回郭镇人民政府

巩义市气象局

巩义市人民法院

（三）无烟卫生医疗机构

市属医疗卫生机构（2个）

郑州市颈肩腰腿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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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医学人才考试中心

区属医疗卫生机构

中原区（1个）

郑州四棉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金水区（22个）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凤凰台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沙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经八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文化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办事处杲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东风路园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东风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未来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文化路文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花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丰产路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大石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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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街道办事处安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北林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管城区（3个）

郑州市管城中医院

河南黄河科技学院附属医院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镇卫生院

惠济区（1个）

江山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上街区（2个）

郑州市济源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东新区（2个）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翼五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东新区商都路莲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牟县（3个）

中牟县广惠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中牟县韩寺镇中心卫生院

中牟县黄店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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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1个）

新密市中康医院

巩义市（29个）

巩义市中医院

巩义瑞康医院

巩义恒星医院

巩义恒星骨科医院

河南大峪沟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职工医院

巩义明德眼科医院

巩义市人民医院

巩义市夹津口卫生院

巩义市桃园卫生院

巩义市康店卫生院

巩义市涉村卫生院

巩义市西村卫生院

巩义市杜甫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巩义市妇幼保健院

巩义市新中卫生院

巩义市孝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巩义市大峪沟卫生院

巩义市竹林卫生院

巩义市鲁庄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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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市小关卫生院

巩义市芝田卫生院

巩义市米河卫生院

巩义市北山口卫生院

巩义市回郭镇卫生院

巩义市站街卫生院

巩义市南河渡卫生院

巩义市河洛镇卫生院

巩义阳光医院

巩义惠民精神病医院

（四）无烟学校

市属无烟学校（19个）

郑州市第四高级中学

郑州市第十一中学

郑州市第十八中学

郑州艺术幼儿师范学校

郑州市第十四高级中学

郑州市招生考试中心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

郑州市幼教发展中心

郑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郑州市教工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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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教育局结算资助中心

郑州慧民外语学校

郑州软件应用中等专业学校

郑州尚美中学

郑州树人中学

郑州市勤礼外语中学

郑州二砂寄宿学校

郑州市第二高级中学

郑州市商贸管理学校

区属无烟学校

二七区（23个）

郑州市第一○七初级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中心幼儿园贝乐园

郑州市二七区南岗路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第一幼儿园连云路园

郑州市二七区第一幼儿园碧云路园

郑州市二七区第一幼儿园赣江路园

郑州市二七区第一幼儿园望桥路园

郑州市二七区第一幼儿园杏梁路园

郑州市二七区红樱桃实验幼儿园

郑州市二七区工人南路小学

郑州市二七优智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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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树人外国语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辅读学校

郑州市第四十八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第三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刘胡垌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中心幼儿园刘胡垌园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中心幼儿园张寨园

郑州市二七区王庄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张砦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先锋路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龙岗实验小学

金水区（4个）

郑州市金水区工人第一新村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第三幼儿园

郑州群英中学

郑州市金水区天泽幼儿园

管城区（3个）

郑州市第六十三中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创新街花溪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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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11个）

郑州师范学院

郑州市惠济区绿源实验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新城路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胖庄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幼儿园

郑州市惠济区锦艺实验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绿荫路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兴隆铺路小学

郑州四中实验学校

郑州市惠济区香山路幼儿园

郑州惠济区外国语中学

航空港区（3个）

郑州航空港区吕坡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大马幼儿园

郑州市第一二一中学

郑东新区（16个）

郑州市郑东新区圃田第二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腾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翔第四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翔第五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美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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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郑东新区育翔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新城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云台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永盛小学

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清华附中郑州学校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第一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第二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锦绣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鸿雁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永丰学校

经开区（14个）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凤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幼儿园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飞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瑞锦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中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六一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中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外国语第二小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艺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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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育才中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中学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幼儿园

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龙学校

中牟县（11个）

中牟县泰安街小学

中牟县姚家镇初级中学

中牟县春路幼儿园

中牟县大孟镇中心幼儿园

中牟县黄店镇第一初级中学

中牟县紫薇路小学

中牟县朝阳街幼儿园

中牟县朝阳街小学

中牟县荟萃路幼儿园

中牟县东风路幼儿园

中牟县狼城岗中心小学

新密市（20个）

新密市第一高级中学

新密市第二高级中学

新密市矿区中学

新密市职教中心

新密市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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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市市直第二幼儿园

新密市米村镇初级中学

新密市米村镇小学

新密市米村镇中心幼儿园

新密市超化镇第一初级中学

新密市超化镇第二初级中学

新密市超化镇第三初级中学

新密市超化镇第一小学

新密市曲梁镇第一初级中学

新密市曲梁镇下牛中心小学

新密市曲梁镇窦沟小学

新密市曲梁镇五虎庙小学

新密市袁庄乡初级中学

新密市袁庄乡靳沟小学

新密市大隗镇第一初级中学

荥阳市（5个）

荥阳市城关乡第一小学

荥阳市京城高中

荥阳市美立方幼儿园

郑州普海外国语学校

荥阳市京城办博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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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市（7个）

登封市少林鹅坡武术学校

登封市嵩阳中心幼儿园

登封市直属爱民路幼儿园

登封市告成镇中心小学

登封市外国语高级中学

登封市直属第五初级中学

登封市第一高级中学

二、2021年届满复审名单

（一）无烟单位

中原区(16个)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技能培训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三官庙街道中原中路二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街道办事处馨怡家园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街道办事处电厂南路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街道办事处城开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路街道风和日丽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街道锦艺西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秦岭路街道锦艺东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碧沙岗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百花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办事处农业银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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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原区林山寨街道郑州日报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办事处昆仑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绿东村街道办事处陇西社区

郑州市中原区须水街道井下基地社区

中石化华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井下作业分公司

二七区（13个）

郑州市二七区爱国卫生运动服务中心

郑州市干部休养所

国家税务总局郑州市二七区税务局马寨税务分局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工业园区市政管理所

郑州市齐礼阎强制隔离戒毒所

郑州市二七区卫生计生监督所

郑州市二七区健康教育所

郑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二休养所

郑州市军队离退休干部第一休养所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火车站地区市场分中心

郑州农村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

郑州市二七区蜜蜂张街道办事处京广北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金水区（1个）

郑州市经纬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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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城区（3个）

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街道办事处中鼎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市场发展中心管城市场分中心

惠济区（17个）

迎宾路街道办事处迎宾社区

大河路街道办事处天河社区

刘寨道办事处河南建业物业有限公司壹号城邦

刘寨街道办事处粮运社区

刘寨街道办事处兴南社区

刘寨街道办事处裕华社区

刘寨街道办事处同乐社区

刘寨街道办事处兴隆社区

刘寨街道办事处新都汇社区

江山路街道办事处荣苑社区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街道长兴社区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宏达社区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街道彩虹社区

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街道银河社区

新城街道办事处金河社区

新城街道办事处开元社区

新城街道办事处民安北郡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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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街区（21个）

郑州市上街区峡窝镇金昌社区居民委员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上街分公司

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街道办事处三湾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颐苑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吉祥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汇才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盛世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鸿盛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康乐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鸿园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聂寨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接到办事处金苑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如意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江南小镇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桃源社区居民委员会

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昌盛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新安西路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朝阳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香园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二十里铺社区居民委员会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办事处汇丰街社区居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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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9个）

郑州市工程质量监督站

郑州市郑东新区博学路办事处明理路社区

河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

河南东越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河南省信息中心

河南艺术中心

河南水投水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河南分局

郑州市郑东新区如意湖办事处联盟新城社区居民委员会

高新区（10个）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杨办事处公园道社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沟赵办事处紫锦社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杨办事处锦华苑社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枫杨办事处万和社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办事处祝福社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办事处玉兰街社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办事处春藤社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梧桐办事处盛世社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办事处华威社区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办事处西溪花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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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5个）

中牟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中共中牟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牟农商银行刘集支行

中牟县青年路街道办事处

中牟县刘集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12个）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新郑市观音寺支局

新郑 0一五二河南省粮食储备库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新郑市供电公司观音寺供电所

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观音寺支行

中国联通河南新郑观音寺营业部

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村支行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航空港分公司新村收费站

河南福寿园实业有限公司

好想你健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新郑市汽车站

河南新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南有限公司郑州市新郑分公司

荥阳市（6个）

荥阳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服务中心

荥阳市乔楼市场监督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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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环境保护监测管理站

荥阳市供电公司豫龙镇供电所

荥阳市王村市场监督管理所

荥阳市贾峪市场监督管理所

登封市（4个）

登封市交通运输局执法所

登封市地方公路管理所

登封市公路管理局

郑州华豫站务有限责任公司长途汽车登封站

（二）无烟医疗卫生机构

市属医疗卫生机构（11个）

郑州市骨科医院

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

郑州市妇幼保健院

郑州人民医院

郑州市中心医院

郑州市中医院

郑州市卫生计生监督局

郑州市职业病防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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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属医疗卫生机构

中原区（3个）

郑州市棉纺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卫生院

郑州市中医院

二七区（3个）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医院

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卫生院

金水区（1个）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管城区（1个）

郑州市大肠肛门病医院

惠济区（2个）

河南风湿病医院

惠济区人民医院

郑东新区（2个）

郑州市郑东新区圃田乡卫生院

郑州颐和医院

中牟县（6个）

中牟县姚家镇卫生院

中牟县青年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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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中医院

中牟县人民医院

中牟县妇幼保健院

中牟县郑庵镇卫生院

新郑市（8个）

新郑市观音寺中心卫生院

新郑市辛店中心卫生院

新郑市城关乡卫生院

新郑市新村镇卫生院

新郑市郭店中心卫生院

新郑市薛店镇卫生院

新郑市和庄镇示范卫生院

新郑华信民生医院

新密市（2个）

新密市牛店卫生院

新密市中医院

荥阳市（21个）

荥阳市氾水卫生院

荥阳市乔楼卫生院

荥阳市金寨回族乡卫生院

荥阳市人民医院

荥阳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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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中医院

郑州华卓医院

荥阳市高村中心卫生院

荥阳市城关卫生院

荥阳市豫龙卫生院

荥阳市广武中心卫生院

郑州瑞祥医院

荥阳市京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荥阳市崔庙中心卫生院

荥阳市刘河卫生院

荥阳市环翠峪景区卫生院

荥阳市高山卫生院

荥阳市索河社区服务中心

荥阳市王村卫生院

荥阳市贾峪卫生院

荥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无烟学校

区属无烟学校

中原区（7个）

郑州市中原区伏牛路小学

郑州市中原区伏牛路第二小学

郑州市中原区建设路第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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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中原区经纬花园幼儿园

郑州市三棉有限责任公司幼儿园

郑州市第五十二中学

郑州市第十九初级中学

二七区（47个）

郑州市二七区棉纺路小学

郑州市第一 O七高级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一中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小学校

郑州市第八十二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侯寨中心小学

郑州市第八十九中学

郑州市第十八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艺术小学

郑州市第七十四中学

郑州市第二初级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外国语小学校

郑州市第五十七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路砦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樱桃沟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航海路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陇海中路小学

— 47 —



郑州市二七区兴华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嵩山路学校

黄河科技学院附属中学

郑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闫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实验幼儿园

郑州市二七区政通路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小学南校区

郑州市二七区幸福路小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永安街小学校

郑州市二七区佛岗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春晖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长江东路第二小学

郑州市第六十二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祥云路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建新幼儿园

郑州市二七区建新街小学校

郑州市第四初级中学

郑州市二七区水磨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中心幼儿园

郑州市二七区燕蓉希望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培育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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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二七区西胡垌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三李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袁河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郭小寨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第二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陇西国际城小学

郑州市二七区运河城实验小学

郑州市第十四初级中学

金水区（28个）

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小学

郑州市第二十三中学

郑州丽水外国语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一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二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路第一小学翰林校区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国基校区（原柳林镇第四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第六幼儿园

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三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北校区（原柳林镇第五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路第三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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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金水区丰产路小学

郑州龙门实验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农科路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实验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文源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金燕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新柳路小学

郑州市第七十一中学

郑州市金水区四月天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优胜路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

郑州市金水区金桥学校

郑州市金水区文化绿城小学

郑州市第七十五中学

管城区（4个）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工人第二新村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十八里河中心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二里岗小学

惠济区（32个）

郑州市惠济区南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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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长兴路实验小学（原惠济区老鸦陈中心小学）

郑州市第七十九中学

郑州市惠济区保合寨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街道办事处中心幼儿园

郑州市惠济区大河路办事处中心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小学

郑州市第六十中学

惠济区香山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铁炉寨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银山路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弓寨小学

惠济区杜庄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薛岗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师家河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双桥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石桥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八堡小学

郑州市京水回民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第六中学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花园口幼儿园

郑州市惠济区金洼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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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青寨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开元路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实验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孙庄小学

惠济区南王村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第五初级中学

惠济区古荥幼儿园

郑州市惠济区黄河桥小学

郑州市惠济区古荥小学

航空港区（10个）

郑州航空港区荷园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区实验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君赵小学

郑州航空港区明港幼儿园

郑州航空港育人国际学校

郑州市第一二二中学

郑州市第一二三中学

郑州航空港区遵大路小学

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

郑州航空港区航南幼儿园

郑东新区（20个）

郑州市郑东新区艺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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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翔小学

郑州市第八十八中学

郑州市第四十七高级中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豫兴路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惠路第二幼儿园

郑州市郑东新区豫兴马杨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豫兴赵寨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岗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第一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翼小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翼第二小学

郑州市第一 0一中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白沙中心幼儿园

郑州市第五十四中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翼初级中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翔初级中学

高新区（10个）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春藤路第一幼儿园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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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艾尚科学幼儿园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椿路小学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一幼儿园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五龙口小学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睿思科学幼儿园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启元瑞达幼稚园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育林小学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巴学图幼儿园

中牟县（13个）

中牟县荟萃路小学

中牟县官渡镇周庄小学

中牟县第一初级中学

中牟县第五初级中学

中牟县建设路小学

中牟县轩顺街小学

中牟县解放路幼儿园

中牟县解放路小学

中牟县人民路幼儿园

中牟县青年路幼儿园

中牟县晨阳路学校

中牟县百花路幼儿园

中牟县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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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12个）

新郑市观音寺镇初级中学

新郑市观音寺镇第一初级中学

新郑市第三中学

新郑市龙湖镇第一初级中学

河南机电职业学院

河南检察职业学院

河南工程学院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新郑市孟庄镇中心学

荥阳市（24个）

荥阳市第二幼儿园

荥阳市第二高级中学

荥阳市第四初级中学

荥阳市第七小学

荥阳市第四小学

荥阳市第五小学

荥阳市第一幼儿园

荥阳市第二小学

荥阳市双语实验小学

荥阳市教师进修学校

荥阳市第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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荥阳市第三小学

荥阳市第二初级中学

荥阳市高级中学

荥阳市第一小学

荥阳市王村镇第一初级中学

荥阳市索城幼儿园有限公司

荥阳市龙门实验学校

荥阳市第八小学

荥阳市体育学校

荥阳市第九小学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

荥阳市鹿鸣小学

荥阳市第六小学

登封市（1个）

登封市嵩阳高级中学

郑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1月 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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