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市第二批节约型机关名单

中共天津市委机要局

中共天津市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检察院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西青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

天津铁路运输法院

天津市商务局

天津国际贸易与航运服务中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天津市分会

天津市公安局河北分局

天津市公安局红桥分局

天津市公安局北辰分局



天津市公安局静海分局

天津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河西交警支队

天津市财政局征收局

天津市财政局检查局

天津市预算编审中心

天津市国库支付中心

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劳动保障监察总队

天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平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开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河东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河北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红桥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东丽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西青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津南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北辰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武清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宁河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蓟州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滨海新区分局

天津市不动产登记局中心城区分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天津市海监总队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

天津市城市公用事业局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

天津市体育局

天津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天津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天津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

天津市安全生产执法监察总队

天津市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

天津市医疗保障局

天津市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所

天津市档案馆

天津市监狱管理局

天津市西青监狱

天津市李港监狱

天津市津西监狱

天津市未成年管教所

天津市杨柳青监狱

天津市监狱局应急特勤队

天津市戒毒管理局

天津市女子强制戒毒所

天津市人民政府参事室



天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天津市港航管理局

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天津市委员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天津市委员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市委员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天津市委员会

中国致公党天津市委员会

天津市总工会

天津市妇女联合会

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天津市归国华侨联合会

天津市作家协会

天津市红十字会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委督查室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天津市和平区审计局

天津市和平区总工会

天津市和平区妇女联合会

天津市和平区科学技术协会

天津市和平区红十字会

天津市和平区楼宇经济管理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南市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南市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劝业场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五大道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小白楼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小白楼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南营门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南营门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和平区人民政府新兴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天津市河东区监察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东区委员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

天津市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河东区司法局

天津市河东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河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天津市河东区文化和旅游局

天津市河东区医疗保障局

天津市河东区财政局



天津市河东区总工会

天津市河东区工商业联合会

天津站地区综合管理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富民路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富民路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春华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春华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大直沽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上杭路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上杭路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常州道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常州道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东区二号桥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政府二号桥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西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天津市河西区监察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河西区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天津市河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河西区审计局

天津市河西区司法局

天津市河西区体育局

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

天津市河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津市河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天津市河西区教育局

天津市河西区财政局

天津市河西区总工会

天津市河西区工商业联合会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天津市南开区监察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南开区委老干部局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

天津市南开区科学技术局

天津市南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南开区审计局

天津市南开区司法局

天津市南开区金融工作局

天津市南开区商务局

天津市南开区体育局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

天津市南开区文化和旅游局

天津市南开区应急管理局



天津市南开区医疗保障局

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政府协同创新办公室

天津市南开区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支队

天津市南开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天津市南开区工商业联合会

天津市南开区残疾人联合会

天津市南开区科学技术协会

天津市南开区红十字会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

天津市河北区科学技术局

天津市河北区民政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

天津市河北区妇女联合会

天津市河北区科学技术协会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望海楼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望海楼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王串场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王串场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宁园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宁园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新开河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新开河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鸿顺里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鸿顺里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建昌道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建昌道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江都路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江都路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月牙河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月牙河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河北区铁东路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铁东路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研究室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天津市红桥区监察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宣传部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组织部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统战部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督查室

中共天津市红桥区委老干部局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红桥区委员会



天津市红桥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天津市红桥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

天津市红桥区司法局

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红桥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红桥区民政局

天津市红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天津市红桥区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所

天津市红桥区住房和建设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天津市红桥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天津市红桥区安全生产执法监察大队

天津市红桥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天津市红桥区总工会

天津市红桥区妇女联合会

天津市红桥区残疾人联合会

天津市西青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天津市西青区区域和产业协同办公室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天津市北辰区科学技术局

天津市北辰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天津市北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天津市北辰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北辰区民政局

天津市北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津市北辰区应急管理局

天津市北辰区财政局

天津市北辰区水务局

天津市北辰区残疾人联合会

中共天津市北辰区果园新村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果园新村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集贤里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北辰区佳荣里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政府佳荣里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镇委员会

天津市北辰区北仓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镇委员会

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委员会

天津市北辰区双口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委员会

天津市北辰区小淀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研究室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宣传部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组织部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统战部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督查室

天津市津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巡察工作办公室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委信访办公室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天津市津南区司法局

天津市津南区统计局

天津市津南区商务局

天津市津南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津南区民政局

天津市津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天津市津南区医疗保障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

天津市津南区妇女联合会

天津市津南区工商业联合会

天津市津南区科学技术协会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海棠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政府海棠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委员会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委员会

天津市津南区双桥河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委员会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委员会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委员会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东丽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天津市东丽区监察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东丽区委老干部局

中共天津市东丽区委党校

天津市东丽区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信访办公室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天津市东丽区科学技术局

天津市东丽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东丽区生态环境局

天津市东丽区司法局



天津市东丽区统计局

天津市东丽区社会经济调查综合服务中心

天津市东丽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天津市东丽区金融工作局

天津市东丽区交通运输管理局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东丽区民政局

天津市东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津市东丽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天津市东丽区水务局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城市化建设办公室

天津东丽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东丽区残疾人联合会

天津市东丽区红十字会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技术产业区服务中心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湖现代服务中心

中共天津市东丽区华新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华新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东丽区万新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政府万新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宝坻区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天津市宝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宝坻区委信访办公室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

天津市宝坻区科学技术局

天津市宝坻区农业农村委

天津市宝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宝坻区审计局

天津市宝坻区生态环境局

天津市宝坻区金融工作局

天津市宝坻区商务局

天津市宝坻区体育局

天津市宝坻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宝坻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宝坻区交通局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宝坻区民政局

天津市宝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津市宝坻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天津市宝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天津市宝坻区文化和旅游局

天津市宝坻区应急管理局

天津市宝坻区教育局

天津市宝坻区水务局

天津市宝坻区医疗保障局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宝坻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宝坻区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理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宝坻区委党校

天津市宝坻区总工会

天津市宝坻区工商业联合会

天津市宝坻区残疾人联合会

天津市宝坻区科学技术协会

天津市宝坻区红十字会

中共天津市宝坻区周良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周良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宝坻区宝平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宝平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宝坻区海滨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海滨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宝坻区钰华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钰华街道办事处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

天津市静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静海区生态环境局

天津市静海区司法局

天津市静海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天津市静海区体育局

天津市静海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交通运输管理局



天津市静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津市静海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文化和旅游局

天津市静海区教育局

天津市静海区水务局

天津市静海区医疗保障局

天津市静海区总工会

天津市静海区残疾人联合会

天津市静海区林海循环经济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天津子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朝阳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人民政府朝阳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静海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团泊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大丰堆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大丰堆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杨成庄乡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杨成庄乡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王口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王口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台头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台头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子牙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子牙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沿庄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沿庄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西翟庄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西翟庄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蔡公庄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蔡公庄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良王庄乡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良王庄乡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委员会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宁河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宁河区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宁河区委老干部局

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

天津市宁河区科学技术局

天津市宁河区审计局

天津市宁河区司法局

天津市宁河区统计局

天津市宁河区民政局



天津市宁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天津市宁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天津市宁河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七里海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委员会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宁河区岳龙镇委员会

天津市宁河区岳龙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委员会

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人民政府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

天津市武清区城市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交通局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医疗保障局

天津市武清区红十字会

天津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杨村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东蒲洼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东蒲洼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黄庄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政府黄庄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陈咀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梅厂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伍旗镇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下伍旗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曹子里镇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曹子里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大碱厂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镇委员会

天津市武清区大王古庄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委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委研究室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委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监察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委宣传部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委组织部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委统战部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委督查室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人民防空办公室

天津市蓟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蓟州区审计局

天津市蓟州区司法局

天津市蓟州区金融工作局

天津市蓟州区体育局

天津市蓟州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财政局

天津市蓟州区交通局

天津市蓟州区民政局

天津市蓟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市蓟州区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妇女联合会

天津市蓟州区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白涧镇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白涧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穿芳峪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官庄镇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官庄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罗庄子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马伸桥镇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马伸桥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桑梓镇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桑梓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孙各庄满族乡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下窝头镇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下窝头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杨津庄镇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杨津庄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委员会

天津市蓟州区州河湾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街镇工作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监察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宣传部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组织部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统战部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巡察工作办公室

中共天津滨海新区委员会区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督查室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老干部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天津市滨海新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科学技术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审计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司法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统计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金融工作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住房和建设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交通运输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和旅游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应急管理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水务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医疗保障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财政局

天津市滨海新区总工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市滨海新区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妇女联合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工商业联合会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河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新河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胡家园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胡家园街道办事处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人民政府

中共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工作委员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大港街道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