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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拟入选名单
（共 336 家）
甘肃省广播电视局合作广播转播台
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融媒体中

一、全国先进县级文化馆、图书
馆 、乡 镇（街 道）综 合 文 化 站 、村（社
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64 家）

关于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
文化建设先进集体拟入选单位公示的公告

北京市密云区文化馆
北京市延庆区图书馆
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付村综合文化中
心
天津市蓟州区渔阳镇西井峪村综合性
文化服务中心
河北省饶阳县图书馆
河北省内丘县文化馆
山西省洪洞县文化馆
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区老军营街道新建
南路第二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图书馆
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文化馆
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文化馆
辽宁省黑山县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
吉林省乾安县图书馆
吉林省磐石市烟筒山镇综合文化站
黑龙江省五常市文化馆
黑龙江省拜泉县永勤乡综合文化站
上海市嘉定区文化馆
上海市青浦区盈浦街道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图书馆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沙河镇文化站
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综合文化站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尖山下村
文化礼堂
安徽省肥西县桃花镇综合文化站
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曹老集镇综合文
化服务中心
福建省闽侯县文化馆
福建省建宁县图书馆
江西省兴国县文化馆
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综合文化站
山东省兰陵县文化馆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图书馆
河南省鹿邑县郑家集乡文化站
河南省永城市文化馆
湖北省竹山县文化馆
湖北省天门市群众艺术馆
湖南省桂阳县文化馆
湖南省长沙县福临镇文化综合服务
站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图书馆
广东省蕉岭县图书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流市图书馆
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马坪镇公共文
化服务中心
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文化馆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综
合文化站
重庆市北碚区文化馆
重庆市梁平区图书馆
四川省旺苍县图书馆
四川省丹棱县文武村德祥文化大院
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亚鱼乡郭家湾
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贵州省黔西市图书馆
云南省陆良县图书馆
云南省宜良县耿家营乡镇综合文化站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
西藏自治区墨脱县文化活动中心
陕西省绥德县文化馆
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图书馆
甘肃省玉门市文化馆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图书馆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丹麻镇综合文
化站
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文亭
巷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文化馆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克拉玛
依区图书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湾市文化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一
二六团综合文化站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芳
草湖农场文体广电服务中心

二、全国先进基层文艺院团（64 家）
北京万兴演艺有限公司
北京市凤翔艺术团
天津评剧院三团
天津市西岸剧场有限公司
河北省望都县龙翔凤舞演艺有限公司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评剧团
河北省大名县豫剧北派艺术研究院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文化艺术活动中
心（原榆次晋剧团）
山西省陵川县盲人曲艺宣传队
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乌兰牧
骑
内蒙古自治区阿巴嘎旗乌兰牧骑
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乌兰牧骑

为充分体现扎根基层、服务人民宗旨，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现将第九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拟入选单位予以公
示。
公示期自 2021 年 12 月 22 日至 12 月 28 日，时间 7 天。
在此期间，凡对公示单位有异议的，可通过电话、信函方式向第九届全国“双服务”评选工作办公室反映。
电话：010-83084547、63095149（8:00 至 17:00）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长安街 5 号
邮政编码：100806

三、全国先进基层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队伍（48 家）
北京市朝阳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
天津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网络
执法支队
河北省定州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局
河北省涿州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
山西省平遥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队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局
内蒙古自治区扎兰屯市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局
辽宁省沈阳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
队沈北大队
辽宁省大连市金普新区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队
吉林省柳河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
黑龙江省嫩江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
执法大队
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执法大队
江苏省盱眙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大队
浙江省海盐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队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文化市场综合
行政执法队
安徽省合肥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支
队包河大队
安徽省定远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
福建省晋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大队
江西省安福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综合行政
执法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山东省夏津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
河南省内乡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
湖北省枝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
湖北省洪湖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
队
湖南省衡南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
湖南省石门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局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局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广东省鹤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
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综合行政执
法局旅游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
重庆市梁平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
重庆市万州区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
四川省梓潼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
四川省简阳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文化市场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
云南省安宁市文化旅游市场综合执
法大队
云南省瑞丽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
西藏自治区丁青县文化综合行政执
法队
西藏自治区措美县文化市场综合行
政执法队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文化市场执法
大队
甘肃省天水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队
青海省尖扎县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
法大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大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温宿县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县文化市场

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广播电视局农
村广播电视管理站
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融媒体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融媒体中
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十图木舒克市
融媒体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融媒
体中心

六 、全 国 先 进 农 家 书 屋 和 基 层
图书发行单位（48 家）
中共中央宣传部“双服务”评选工作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22 日

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文化体育
旅游服务中心（蒙古贞乌兰牧骑）
辽宁省凌源市龙凤皮影艺术团
吉林省吉林市伊通满族艺术团有限
公司
黑龙江省依安县龙江剧艺术中心
黑龙江省密山市社区文化艺术团
上海评弹艺术传习所（上海评弹团）
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上海）
江苏省儿童艺术剧院
江苏省射阳县淮剧团
浙江省新昌县调腔保护传承发展中
心
浙江台州乱弹剧团
安徽省当涂县黄梅戏演艺有限公司
安徽省潜山市黄梅戏剧团
福建省寿宁县北路戏保护传承中心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信河赣剧演艺
有限公司
江西省丰城市剧团
山东省博兴县吕剧扽腔艺术传承保
护中心（博兴县戏剧团）
山东省龙口市吕剧团
河南省西平县柏国综合演艺有限公
司
河南省三门峡市青年蒲剧团有限公
司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楚剧团
湖北省土家族（长阳）歌舞剧团
湖南省溆浦县辰河目连戏传承保护
中心
湖南省炎陵县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
广东省吴川市粤剧团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民
族艺术团
广西壮族自治区巴马瑶族自治县民
族艺术团
海南省定安县琼剧团
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歌
舞团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灯
歌舞剧团
四川省宜宾话剧团
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民族艺术团
四川院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贵州省晴隆县阿妹戚托艺术团
贵州省从江县民族艺术团
云南省玉龙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云南省耿马县民族文化工作队
西藏自治区措勤县艺术团
西藏自治区康马县艺术团
陕西省镇巴县文工团
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剧团
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民族歌舞
团
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乌兰牧骑
青海省祁连县民族艺术团
青海省玛多县黄河源民间艺术团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花儿艺术演
艺有限公司
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中 卫 市 歌 舞 团（有
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伽师县歌舞剧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市艺术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尉犁县罗布淖尔
艺术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师北屯市秦
剧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
市七十三团夕阳红业余舞蹈队

心

综合执法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
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四、全国先进基层电影服务集
体（64 家）
北京市房山区文化活动中心公益电
影放映服务队
北京市顺义区电影发行放映服务中
心
天津天影电影有限公司电影放映分
公司
天津市宁河区兴影电影放映站
河北省邢台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公
司广宗县工作站
河北省文安县和民电影博物馆
山西省运城新影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
山西省平定县嘉艺电影放映有限公
司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宣传部综合
保障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公益电影放映队
辽宁省朝阳县羊山镇电影服务放映
队
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文旅局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队
吉林省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吉林省四平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世纪超凡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
上海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公
司
江苏新希望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
江苏省溧阳市公共文化体育中心
浙江省永嘉县声光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浙江省慈溪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安徽省濉溪县唯众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安徽省阜南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福建省安溪县电影服务中心
福建省厦门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
江西省鄱阳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江西省武宁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山东省利津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山东省临沂银汉电影有限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
河南省洛阳新农村数字电影有限责
任公司
湖北省黄冈市新农村数字电影院线
有限公司
湖北省潜江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
湖南省怀化金五溪新农村数字院线
有限责任公司驻芷江服务站
湖南省安化县电影服务中心
广东省广州广阔天地农村数字电影
院线有限公司
广东省仁化县丹影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远宏
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电影放映服
务中心
海南省陵水光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海南省定安弘业农村数字电影放映
有限公司
重庆韵龙文化创意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江之南电影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达州市大巴山影业有限责任
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惠民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铜仁新锦江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
贵州新兴世纪农村数字电影院线有
限公司
云南省勐腊“2131”农村电影管理站
云南省大理州星影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责任公司
西藏自治区浪卡子县电影管理站
西藏自治区定日县电影管理站
陕西省渭南市新创农村数字电影院
线有限公司
陕西省蓝田县白鹿电影发行放映有
限公司
甘肃省秦安县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
作站
甘肃省西和县农村电影公益放映工
作站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李家山镇夫妻
电影放映队
青海省海晏县农牧区公益电影放映
队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县融媒体中心
影视中心
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电影服务中
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委宣传部
农村电影放映服务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市委宣传部
电影放映管理中心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九
〇团电影放映队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
一二八团电影放映队

五、全国先进县级融媒体中心
和基层广播电视机构（48 家）
北京歌华有线数字媒体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融媒体中心
天津市津南区融媒体中心
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区融媒体中
心
山西省长治市上党区融媒体中心
山西省忻州市 4844 电视转播台
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传输发射中
心 781 台
辽宁省北票市融媒体中心
吉林省梅河口市融媒体中心
黑龙江省宁安市融媒体中心
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局 803 台
上海市崇明区融媒体中心
江苏省句容市广电网络有限公司
江苏省太仓市融媒体中心
浙江省衢州市江山华数广电网络有
限公司
安徽省岳西县融媒体中心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融媒体中心
福建省广播电视传输发射中心一〇
五台
江西省 703 电视台
江西省分宜县融媒体中心
山东省泗水县融媒体中心
山东省寿光市融媒体中心
河南省舞钢市融媒体中心
湖北省赤壁市融媒体中心
湖北省宜昌中波转播台
湖南省汨罗市融媒体中心
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融媒体中心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融媒体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灵山县融媒体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技术中心
百色分中心那坡中波台
海南省琼海市融媒体中心
重庆市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四川省高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四川省仁寿县融媒体中心
贵州省广播电视局七六一台
云南省文山市融媒体中心
云南省易门县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
西藏自治区工布江达县融媒体
中心
西藏自治区拉孜县融媒体中心
陕西省洛川县融媒体中心
甘肃省玉门市融媒体中心

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河
滩书店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付家村农家书屋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镇北庄村农家书
屋
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晋中有限公司
山西省岢岚县宋家沟镇宋家沟村农家
书屋
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图克镇黄陶勒盖
嘎查草原书屋
辽宁省朝阳县羊山镇中心书屋
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西新镇裴家村农
家书屋
黑龙江省塔河县依西肯乡依西肯村农
家书屋
黑龙江省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卫国
村农家书屋
上海市浦东新区新场镇新南村农家书
屋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怀仁社区
农家书屋
江苏凤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如东
分公司
浙江省德清县钟管镇干山村农家书屋
浙江省桐乡市新华书店濮院小连锁店
（桐乡市濮院天才文体用品商店）
安徽省太和县城关镇刘元社区农家书
屋
安徽省马鞍山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和县
龙潭南路店
福建省松溪县渭田镇溪尾村农家书屋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永
春分公司
江西省宜丰县黄岗山垦殖场炎岭村农
家书屋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鄱阳县分
公司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宋家庄村
农家书屋
河南省洛宁县底张乡中高村农家书屋
湖北省谷城县庙滩镇黄畈村农家书屋
（劝学图书馆）
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秧田村农家书屋
湖南省石门县易家渡镇易家渡社区农
家书屋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新会新华书店有限
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新宁镇百合社
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农家书屋
海南省万宁市长丰镇边肚村农家书屋
（凤凰太阳河书屋）
重庆市大渡口区跳蹬镇拱桥村农家书
屋
四川省邻水县柑子镇桅子村农家书屋
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草坝镇塘坝村农
家书屋
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谢桥街道办事处
冲广坪社区农家书屋
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娄山关社
区农家书屋
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金鸡乡育德农家
书屋
云南省楚雄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大姚分
公司石羊云上乡愁书院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折巴乡桑旦林村农
家书屋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城关区扎细街道尼
卓林社区农家书屋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周原镇有礼村农
家书屋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富平县新华书店有
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新华书店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马跑泉镇什字坪
村农家书屋
青海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果洛
州有限公司玛沁分公司
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西堡镇新平村农
家书屋
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城关镇和平村
农家书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巴彦岱镇巴
彦岱村农家书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新华书店
皮山县连锁分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二
团十七连农家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