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 示 通 知

按照省妇联下发的《关于开展省级巾帼文明岗申报工作的通知》

要求，在各市妇联和有关行业推荐的基础上，经认真评审，初步确定

命名章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大厅等 325个岗位为省级巾帼文

明岗（名单附后）。现予以公示，广泛听取社会反映和群众意见，接受

评议和监督。公示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12 日—6月 16 日。请将您的意

见和要反映的问题及时反馈给省妇联发展部。

公示电话：0531-51771732

联 系 人：张燕

电子邮箱：ff4314@163.com

附件：拟命名省级巾帼文明岗名单

省妇联发展部

2016年 6月 12日

mailto:ff4314@163.com


附件

拟命名省级巾帼文明岗名单

章丘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大厅

平阴县政务服务中心国土资源局窗口

平阴县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

济阳县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

商河广播电视台播出部

济南市历下区大明湖街道办事处曲水亭社区居委会

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河街道办事处

济南市槐荫区财政资金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济南西站广场管理处

济南市天桥区政务服务中心

济南市天桥区制锦市幼儿园教师团队

济南市历城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济南市长清区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济南市长清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服务大厅

济南市档案局保管利用处

济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会务物业管理处后勤服务组

济南市按摩医院

济南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

济南市皮肤病医院麻风住院部

济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业务受理科

济南市图书馆借阅部

济南电台《政务监督热线》栏目



济南电视台《奶油森林》栏目

济南热力有限公司客服管理部热线服务中心

华能济南黄台发电有限公司东泰热力客服中心

青岛国信胶州湾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收费班组

青岛市中心血站成分科

青岛华夏职业教育中心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事档案中心

青岛市地震科技活动中心

青岛胶州市地方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青岛李沧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山东清泰（城阳）律师事务所女律师维权志愿者工作室

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儿科

青岛真情巴士集团有限公司巾帼 18路线

青岛太平路小学

青岛第十五中学语文教研组

青岛市传染病医院传染门诊

青岛市北区人民检察院

青岛即墨市自来水公司水质检测中心

农行青岛分行崂山支行营业部

青岛平度市阳光幼儿园

淄博市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

淄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分局

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指挥中心

淄川区就业办公室

博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周村区第二人民医院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都支行

淄博大桓九宝恩皮革集团有限公司艺术 A班组

高青县芦湖社区居委会

沂源县图书馆

薛城区国家税务局邹坞分局办税服务厅

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台儿庄客户服务分中心营业班

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综合服务大厅

枣庄市地方税务局薛城分局办税服务厅

枣庄市台儿庄区政务服务中心

中广有线枣庄分公司高新营业部有线电视营业厅

枣庄市市中区法律援助中心

滕州市国税局界河分局办税服务厅

东营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东营市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

东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城支行

东营阳光 365社区服务中心

山东广饶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河口区民生热线综合服务中心

利津县县长公开电话办公室

芝罘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烟台新凤凰医院

莱山区黄海路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烟台市牟平区图书馆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海阳市供电公司营业班



莱阳市实验幼儿园

栖霞市机关幼儿园

国网山东栖霞市供电公司配网抢修指挥班（原 95598班）

烟台市蓬莱公路管理局

蓬莱市人民医院

长岛县社会保险服务中心

龙口市政务服务中心

招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金翅岭金矿实验中心化验班

烟台市地方税务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纳税服务大厅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市福山区供电公司营业班

青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

安丘市兴安街道城北小学

安丘市人民医院妇科

诸城市社会保险服务大厅

昌乐县国家税务局收入核算科

昌邑市妇幼保健院

潍坊市潍城区人民法院

潍坊市奎文区直机关幼儿园

寿光市交通运政服务大厅

临朐县人民医院妇科

潍坊市地方税务局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纳税服务中心

寒亭区妇幼保健院产科

潍坊市坊子区龙泉社区卫生服务站

诸城市实验幼儿园

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潍坊分公司用户服务部呼叫中心



昌乐县人民医院

潍坊高新双语学校

潍坊市潍城区南关街道人民商城社区

济宁市地方海事局政务中心

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实业公司财务资产部

济宁市公安局民意主导警务工作办公室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二病区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新生儿监护病房

济宁高新区市民中心

济宁口腔医院儿童牙病科

兖州博物馆讲解组

曲阜市文物商店孔府东三厅商店

泗水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邹城市人民医院产科

微山县汽车站售票班

山东鱼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金乡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嘉祥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护士站

汶上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梁山县妇幼保健院产科

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如意纺技术部

济宁市地税局市中分局人事科

济宁汽车北站售检班

泰安市泰山区公共行政服务中心

泰安市岱岳区计划生育服务站女性科



肥城市人力资源市场

东平县地税局稽查局

泰山景区天外村游人中心

泰安市儿童福利院

泰安市中医医院肺病一科

泰安东岳山庄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岱岳支行营业室

威海市立医院重症医学科

威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办公室

威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威海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威海市环翠区环卫局公厕管理岗

威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威海市中心医院手术室

乳山市图书馆

荣成市妇幼保健院妇科

威海市公安局文登分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日照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标准化科

日照市园林绿化养护中心女子园艺队

日照港口医院查体中心

日照市公安局东港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女子勘查中队

日照市莒县婚姻登记处

日照市岚山区妇幼保健院

日照市五莲县行政服务大厅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责任审计办公室



日照市东港区马陵水库管理局办公室

日照市莒县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检测业务大厅

日照市岚山区国家税务局岚山头分局

日照市五莲县实验学校

莱芜市实验小学少队部

莱芜市钢城区城乡建设局女子中队

莱芜市爱家家政有限公司母婴护理中心

山东昌瑞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

莱芜市人民检察院派驻雪野旅游区检察室

莱芜市莱城区人民医院外二科护理组

临沂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临沂河东齐商村镇银行

临沂市规划展览馆

临沂市 12345市民服务热线管理办公室

中国人民银行临沂市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

临沂市罗庄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

山东临沂河东农村合作银行营业部

郯城县地税局纳税服务大厅

兰陵县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沂水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沂南县妇幼保健院妇产科

平邑县检察院公诉科女检察官办案组

费县法律援助中心

临沭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办税服务厅



临沂市兰山公证处

山东靓华制衣有限公司

临港区团林镇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山东省蒙阴县人民医院产科

山东沂蒙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导游班组

兰陵县供电公司营销部营业班

兰山区图书馆成人借阅部

郯城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沂水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沂南县人民医院神经内二科

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实验小学教研室

德州市地税局税源管理科

平原县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中国人民银行德州市支行人事科

平原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陵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德城区妇幼保健院

宁津县国家税务局收入核算科

临邑县政务服务大厅

德州经济开发区国税局税源管理二科

庆云县一中 2015级高一英语组

武城县县直机关实验幼儿园

夏津县政务服务中心

山东省坤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泉城海洋极地世界导游科

禹城市政务服务中心



乐陵市国税局办税服务厅

临邑交警大队车管所牌证科

聊城市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聊城交运集团客服热线 96596

孔繁森纪念馆

临清供电公司营销部营业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茌平县支行

聊城电视台《民生面对面》栏目

聊城市城市园林管理处公园管理所园容监察支队

高唐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滨州市看守所女子管教大队

滨州市地方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

惠民县政务服务中心

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办税厅）

滨州市文化馆

齐商银行滨州博兴支行营业室

邹平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无棣县实验幼儿园

滨州市市区国家税务局人事教育科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保险事业处

滨州市大学饭店餐饮部

山东省沾化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

滨州经济开发区里则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阳信县妇幼保健站

滨州日报编辑部



菏泽市经济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成武县地方税务局成武中心税务所

山东省电力公司菏泽供电公司财务资产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市级集团客户服务中

心

菏泽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巡查所

菏泽市财政局金融科

菏泽市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办税服务厅

胜利石油管理局现河采油厂集输大队王岗联合站集输分离班

胜利石油管理局孤岛社区管理中心综合大队食品加工班

胜利石油管理局鲁明公司济北采油管理区联合站计量班组

济南市铁路局青岛站青岛北客运车间售票班组

济南铁路局淄博车务段淄博站客运车间票房班组

济南铁路局烟台车务段货运中心烟台货运营业部核算班组

齐鲁石化公司胜利炼油厂催化裂化车间稳定脱硫岗位

齐鲁石化公司塑料厂高压聚乙烯车间造粒风送岗位

齐鲁石化公司氯碱厂机械动力科物资组

齐鲁石化公司供排水厂塑料水务车间消防泵站

齐鲁石化公司研究院烯烃化验室色谱岗

齐鲁石化公司腈纶厂储运车间成品保管班

齐鲁石化公司胜利炼油厂计量中心能源计量管理组

齐鲁石化公司新闻中心节目部

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治安大队出入境管理科

山东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六支队

青岛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五大队



阳谷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枣庄市公安局山亭分局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青州市公安局治安大队户政处

济宁市看守所女子执勤大队

临沂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机要科

滨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菏泽市看守所女子大队

滨海公安局装备财务科财务岗

淄博市看守所四大队

东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

海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新泰市公安局交警大队车辆管理所

乳山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

莱芜市公安局出入境大厅

德州市公安局德城分局警务保障室

枣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分局接待大厅

东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一中队女子护卫队

青岛市检察院侦监处

滨州市检察院案件管理中心

东营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

莱阳市检察院公诉科

沂源县检察院案管中心

菏泽经济开发区检察院刑事检察科

夏津县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科

威海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办公室



商河县人民法院立案庭

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庭

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

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五莲县人民法院洪凝人民法庭

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二庭

省邹城监狱劳动管理一科

省司法厅戒毒教育处

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科

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财务审计处

青岛市排水管理处

东营市市政工程设施养护处 1#污水泵站

济南市城建档案馆档案管理、查阅利用岗

淄博市城建档案和地下管线管理处信息技术科

聊城市城市管理局执法支队直属大队女子中队

德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德城区管理部

青岛市高速公路管理处平度分处平度南收费站

泰安市泰肥一级公路管理处女子收费中队

交运集团（青岛）温馨校车有限公司莱西分公司照管员团队

泰安市地税局岱岳分局办税服务厅

威海市地税局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办税服务厅

烟台保税港区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新泰市国家税务局新汶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纳税服务科

阳信县国家税务局城区税务分局

淄博市国家税务局征收管理科

泰安市岱岳区工商局驻区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窗口

青岛市工商局高新区分局驻行政审批大厅登记注册窗口

滨州国家粮食储备库仓储二组

山东省烟花爆竹协会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枣庄光明支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沂市分行财务会计部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日照市分行财务会计部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章丘眼明泉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蓬莱支行营业室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行环城西路分理处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朝阳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聊城东城支行营业室

济南联通网络维护中心传输组

山东联通档案馆

山东联通客服呼叫中心 10010客服中心

山东联通信息化事业部数据管理中心

烟台市公安边防支队清泉寨边防派出所

山东省总工会女职工部

临沂市沂水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ICU）一区

龙矿集团机电维修制造中心技术研发部

肥城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东营市公交公司充值点



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幼儿园

《祝你幸福》下旬刊编辑部

山东婴贝儿健康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历山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