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度河南省健康单位拟命名名单

郑州市（37 个）

郑州市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 郑州市总工会

郑州市妇女联合会 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

郑州市回民高级中学 郑州市郑东新区龙子湖幼园

郑州市碧沙岗公园 郑州市第八十四中学

郑州市惠济刘寨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郑东新区永平路小学

郑州市惠济刘寨街道办事处裕华

社区
郑州市郑东新区普惠路小学

郑州市惠济刘寨街道办事处同乐

社区
郑州市第一〇一中学

郑州市惠济刘寨街道办事处兴南

社区
郑州市郑东新区金光路办事处

巩义市紫荆路街道政通路社区 郑州市郑东新区美秀小学

巩义市紫荆路街道永新路社区 郑州市郑东新区圃田乡中心小学

荥阳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 郑州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荥阳市税务局 新密市市直第二幼儿园

郑州市第七高级中学 新密市中医院

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铁路公安局郑州公安处

郑州市上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市上街区济源路街道办事处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佛办



东方社区 事处

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 新郑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共新郑市委党校 新郑市财政局

新郑市孟庄镇人民政府

开封市（27 个）

开封市晋安小学 开封市禹王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开封市宋城小学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法院

国家税务总局开封市税务局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检察院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西郊乡

卫生院

开封市祥符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国营开封市金明区杏花营农场 中共开封市祥符区委政法委员会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爱国卫

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开封市祥符区第四高级中学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杞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

公室

开封市龙亭区午朝门街道午朝门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杞县高中

开封市龙亭区大兴街道办事处 国家税务总局通许县税务局

开封市龙亭区柳园口乡卫生院 兰考县公安局

开封市顺河回族区人民法院 兰考县人民检察院

开封市红旗幼儿园 兰考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开封市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兰考县气象局

开封市烈士陵园管理处

洛阳市（31 个）

汝阳县人民法院 汝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中共洛宁县委办公室 洛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洛宁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洛宁县第一实验中学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安

煤矿

河南省交通运输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洛阳分公司长水收费站

中共新安县委党校
义煤集团新安县云顶煤业有限公

司

新安县司法局 新安县审计局

嵩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嵩县教育体育局

国家税务总局嵩县税务局 嵩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宜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嵩县人民医院

宜阳县张坞镇卫生院 宜阳县锦屏镇卫生院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宜阳县供电

公司
新安县紫苑小学

洛阳市第五十九中学 洛阳市涧西区东升第二小学

洛阳市东方第二中学 洛阳市东升第二中学

洛阳市涧西区珠江路小学 洛阳市涧西区东方第四小学

洛阳市涧西区景华实验小学 国家税务总局栾川县税务局



洛阳市涧西区东方第三小学

平顶山市（44 个）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税务局

平顶山市总工会 平顶山市第一高级中学

中共平顶山市委平顶山市人民政

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平顶山市城市管理局

平顶山市实验高中 平顶山市妇女联合会

平顶山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 国家税务局叶县分局

中共平顶山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

员会
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

平顶山市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管

理办公室
平顶山市育才幼儿园

郏县人民检察院 舞钢市财政局

舞钢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平顶山图书馆

中共平顶山市委政策研究室
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宛龙分公司

宝丰县肖旗乡人民政府
中共舞钢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

公室

鲁山县财政局 郏县审计局

鲁山县人民医院 宝丰县李庄乡人民政府

宝丰县张八桥镇人民政府 郏县纪委监委



宝丰县石桥镇人民政府 郏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鲁山县纪委监委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卫东区税

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平顶山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税务局

新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含新华

区地方史志编纂室）

平顶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叶县龙泉乡人民政府

叶县司法局
平顶山市新华区机关事务服务中

心

平顶山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分局
新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平顶山市农业科学院 平顶山市新城区应滨街道办事处

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含：

12315 申诉举报中心、信息中心、

局机关服务中心、工商经检支队、

工商专业分局、质监稽查支队、食

药稽查大队、价监局、市盐业执法

支队、市纤维检验所、电梯应急处

置中心、药检所、食安所、知识产

权维权保护中心、广告协会、商标

协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分局、市市场监督管局

平顶山市应急管理局（含：市安

全生产执法监察支队、市防震减

灾中心、市森林防火灭火应急救

援中心、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信

息中心、市防汛抗旱指挥事务中

心、市地震台、市应急救援大队）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分局、市消费者

协会办事机构、市个体私营经济协

会办事机构）

安阳市（11 个）

安阳市市政维护发展中心
安阳市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

(原名:安阳市价格监测中心）

安阳市曙光中学（第六十五中学） 安阳市殷都区西郊乡人民政府

安阳市龙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
林州市自来水公司

滑县人民检察院 滑县人民法院

安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内黄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河南汤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鹤壁市（24 个）

鹤壁市委老干部局 鹤壁市城市管理局

鹤壁市人民医院 鹤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鹤壁市卫生健康监督局 鹤壁市中心血站

鹤壁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 淇县高村镇人民政府

淇县机关事务管理局 浚县财政局

浚县人民检察院 浚县气象局



鹤壁市山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鹤壁市山城区汤河桥街道办事处

鹤壁市山城区鹿楼街道办事处
鹤壁市淇滨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

司

鹤壁市淇滨区长江路办事处 鹤壁市淇滨区大河涧人民政府

鹤壁市国家税务总局鹤山区国家

税务局
淇县西岗镇第一初级中学

淇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鹤壁市淇滨区南海小学

鹤壁市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鹤壁市鹤山区高级中学

新乡市（16 个）

新乡市卫滨区解放路办事处怡园

社区居委会
新乡市牧野区财政局

新乡市卫滨区铁西街道办事处 辉县市公安局

河南省人民胜利渠保障中心 获嘉县卫生和健康委员会

新乡市红旗区种德小学 获嘉县气象局

新乡市新区小学 延津县人民法院

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卫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乡市田家炳高级中学 卫辉市机关事务中心

河南省新乡市荣军医院
河南延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焦作市（34 个）



焦作市园林绿化中心 焦作市外国语中学

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焦作市解放区团结街小学

焦作市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

焦作市山阳区艺新街道办事处 焦作市山阳区城市管理局

焦作市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焦作市山阳区教育局

国家税务总局焦作市中站区税务

局
焦作市中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焦作市马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焦作市马村区人民医院

焦作市公安局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分局

焦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示范区分

局（原焦作市工商局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分局）

沁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沁阳市教育体育局

焦作黄河河务局沁阳沁河河务局 沁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沁阳市第一中学
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沁阳市供电

公司

孟州市黄河河务局 孟州市审计局

博爱县财政局 博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武陟县河务一局 焦作市第四人民医院

武陟县谢旗营镇人民政府 武陟县供电公司

修武县气象局 修武县财政局

温县第二实验中学 温县妇幼保健院



濮阳市（16 个）

濮阳市水利局 南乐县特殊教育学校

濮阳市教育局 范县政协

濮阳市第二实验幼儿园 范县卫生健康委

清丰县消防救援大队 中原石油分公司文留采油厂

清丰县第一实验小学 中原石油分公司濮城采油厂

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清丰高级中学 中原石油分公司供电服务中心

南乐县人民法院 中原石油分公司应急救援中心

南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中原石油勘探局有限公司机关服

务中心

许昌市（16 个）

禹州市财政局 禹州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禹州市物资总公司 国网禹州市供电公司

禹州市鸠山镇中心卫生院
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殊监管

所

禹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梁北监管

所
禹州市人民医院

长葛市机关事务中心 长葛市审计局

长葛市财政局 长葛市教育体育局

鄢陵县人民检察院 鄢陵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许昌市魏都区人民检察院 国家税务总局许昌市税务局



漯河市（23 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漯河海关 漯河市总工会

漯河市实验幼儿园 漯河市审计局

漯河市艺术幼儿园 漯河市城市管理局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医院 漯河市郾城区交通运输局

国家税务总局漯河市税务局第一

税务分局
漯河市第二实验小学

国家税务总局临颍县税务局 漯河市园林绿化养护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舞阳县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漯河市召陵区税务

局

漯河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漯河市市直幼儿园

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检察院 漯河市召陵区行政服务中心

漯河市西城区阴阳赵镇中心小学 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漯河市图书馆 漯河市西城区阴阳赵镇人民政府

漯河市西城区阴阳赵镇初级中学

三门峡市（54 个）

三门峡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中共三门峡市委办公室

三门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湖滨区交通花园物业管理处

三门峡市湖滨区政务服务和大数

据管理局
三门峡市气象局

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卫生院 湖滨区涧河街道康乐瑞景小区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
三门峡市湖滨区水利局

三门峡市湖滨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门峡市人民公园管理处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政府湖滨街

道办事处

三门峡市湖滨区磁钟乡中心幼儿

园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政府车站街

道办事处

湖滨区交口乡杨家沟小学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政府前进街

道办事处

湖滨区交口乡中心小学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政府崖底街

道办事处

三门峡市第一小学 三门峡市湖滨区交口乡人民政府

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湖滨区车站街道办事处海洋新天

地小区

三门峡市湖滨区高庙乡人民政府 河南省三门峡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三门峡市湖滨区人民政府涧河街

道办事处
中共灵宝市委宣传部

三门峡市湖滨区城市管理局 灵宝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灵宝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三门峡市实验幼儿园 渑池县果园乡人民政府

三门峡市交通运输局 渑池县坡头乡人民政府

三门峡市湖滨区房地产管理局 渑池县仰韶镇人民政府



三门峡市湖滨区商务局 渑池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三门峡上阳苑景区管理处 渑池县中医院

三门峡市水资源管理处 渑池县城关镇卫生院

三门峡市公安局 渑池县坡头乡卫生院

三门峡市林业局 渑池县果园乡卫生院

三门峡市审计局 三门峡市陕州区教体局

三门峡市人民检察院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门

峡分行

三门峡市司法局 三门峡市涧河公园管理处

南阳市（33 个）

中共南阳市委办公室 南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共卧龙区委办公室 南阳市向阳幼儿园

南阳市第十四小学校 南阳市第二中学校

南阳日报社 南阳市卧龙区审计局

南阳市第五中等职业学校 南召县规划中心

南召县马市坪乡人民政府 南召县白土岗镇人民政府

内乡县民政局 内乡县统计局

内乡县财政局 内乡县交通运输局

内乡县审计局 中共新野县委办公室

新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新野县财政局

新野县民政局 新野县气象局



新野县交通运输执法大队 新野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新野县农商银行 新野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野县自然资源局 新野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野县人民医院 新野县汉城街道办事处

新野县上庄乡人民政府 新野县税务局

新野县审计局

商丘市（41 个）

中共商丘市委党校
商丘市城市管理局（市园林绿化

中心）

商丘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商丘市总工会

商丘市教育体育局（商丘市基础教

育教学研究室）
商丘市第一中学

商丘市中医院 商丘市培文小学

商丘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退役军

人服务中心）
商丘市行政服务中心

夏邑县审计局 夏邑县财政局

夏邑县气象局 夏邑县人民检察院

民权县王庄寨镇人民政府 柘城县交通运输局

柘城县第二高级中学 柘城县气象局

柘城县实验小学 柘城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宁陵县审计局 柘城县总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商丘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税务局
宁陵县财政局

商丘市睢阳区文化街道办事处 商丘市睢阳区宋城街道办事处

商丘市睢阳区东方街道办事处 虞城县公安局

虞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虞城县烟草专卖局

虞城县教育体育局 国家税务总局梁园区税务局

商丘市梁园区交通运输局 商丘市梁园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永城市气象局 永城市第二小学

睢县财政局 睢县中医院

睢县回族高级中学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睢

县分公司

睢县卫生计生监督所

信阳市（20 个）

罗山县卫健委 息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罗山县税务局 淮滨县邓湾乡人民政府

罗山县检察院 信阳市平桥区卫生监督执法所

罗山县烟草局 固始县妇幼保健院

罗山县人民医院 河南信合医院

罗山县教体局 固始县人民检察院

罗山县健康教育中心 固始县气象局

罗山县中医院 光山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罗山县妇保院 国家税务总局光山县税务局

罗山县疾控中心 新县沙窝镇财政所

周口市（23 个）

周口人合医院 郸城县汲冢镇卫生院

商水县税务局 郸城县宜路镇卫生院

沈丘县人民医院 郸城县秋渠乡卫生院

沈丘县税务局 郸城县纪委监委

周口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 郸城县南丰镇中心小学

周口市妇女联合会 郸城县气象局

周口市教育体育局 郸城县新城街道办事处

周口市开发区税务局 郸城县南丰镇人民政府

周口市体育中心 鹿邑县税务局

周口市自然资源规划局 周口市淮阳区老干部局

周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周口市淮阳区曹河乡政府

周口市爱国卫生工作服务中心

驻马店市（34 个）

驻马店市防汛抗旱物资储备中心 驻马店市统计局

驻马店市企业调查队 驻马店市统计局普查中心

驻马店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
河南省驻马店地方经济社会调查

队



驻马店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 驻马店市统计局计算中心

遂平县商务局 国家统计局驻马店调查队

中国共产党上蔡县委员会党校
驻马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驿城

分局

遂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遂平县人民政府灈阳街道办事处

驻马店市宿鸭湖水库管理局 驻马店市驿城区蚁蜂镇人民政府

驻马店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 驻马店市板桥水库管理局

驻马店市驿城区财政局 驻马店市红十字会

中国共产党平舆县委员会政法委

员会
确山县审计局

中共西平县委政法委员会 确山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新蔡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确山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西平县五沟营镇人民政府 驻马店市第三十八小学

确山县粮食技术服务中心 平舆县十字路乡财政所

正阳县闾河乡人民政府 平舆县第二人民医院

平舆县乡村振兴局 上蔡县芦岗街道办事处

济源示范区（4 个）

中共济源市党校 河南省济源中级人民法院

济源市玉泉街道办事处机关 济源市沁园街道办事处机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