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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文件
淮文明委〔2020〕13号

关于命名表彰淮南市第十九届文明单位的

决定

各县、区文明委，各有关单位文明委：

近年来，全市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建设五大发展美好淮南，以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任务，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涌现出一

批工作扎实、成绩突出的先进典型。

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参与精神文

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市文明委决定，授予国

网淮南供电公司等 512 个单位“淮南市第十九届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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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在

坚持不懈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过程中，探索新做法、创

造新载体、形成新经验。各级、各部门要以受表彰的单位为

榜样，比学赶超，奋勇争先，不断开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新

局面，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贡献！

附件：淮南市第十九届文明单位名单

淮南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2020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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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淮南市第十九届文明单位名单

淮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机关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淮南市委员会机关

中共淮南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共同申报两家：

中共淮南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淮南市反腐倡廉警

示教育中心）

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淮南市人民检察院

中共淮南市委办公室

中共淮南市委组织部

中共淮南市委宣传部

中共淮南市委统战部（共同申报七家：中国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淮南市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淮南市委员会、中国民

主建国会淮南市委员会、中国民主促进会淮南市委员会、中

国农工民主党淮南市委员会、中国致公党淮南市委员会、九

三学社淮南市委员会）

中共淮南市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淮南市委政策研究室

中共淮南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淮南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淮南市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淮南市委老干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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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淮南市委督查考核办公室

淮南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中共淮南市委党校

中共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淮南日报社

淮南市档案馆

中共淮南市委讲师团

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共同申报两家：淮南市红十字

会、淮南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淮南市教育体育局（共同申报三家：淮南市教育体育局

老干部服务所、淮南市职业教育教研室、淮南市教育建设项

目管理中心）

淮南市科学技术局

淮南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共同申报九家：淮南市建材冶

金协会、淮南市化工医药协会、淮南市机械电子协会、淮南

市轻工纺织协会、淮南市经贸学校、淮南市散装水泥办、淮

南市节能监察中心、淮南市墙改办、淮南市中小企业担保中

心）

淮南市公安局

淮南市民政局（共同申报两家：淮南市最低生活保障管

理中心、淮南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淮南市司法局

淮南市财政局（共同申报两家：淮南市财政国库支付中

心、淮南市财政局信息中心）

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申报十二家：淮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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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中心、淮南市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淮南市公共就业人才管理服务中心、淮南市劳动保障监察支

队、淮南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淮南市失业保险中心、淮

南市工伤生育保险管理中心、淮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干部培训中心、淮南市人事考试中心、淮南市职业技能鉴定

指导中心、淮南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中心、淮南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

淮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同申报三家：淮南市土地

整理中心、淮南市测绘管理服务中心、淮南市土地价格与征

地事务中心）

淮南市生态环境局（共同申报：淮南市环保信息中心）

淮南市城乡建设局

淮南市交通运输局（共同申报两家：淮南市交通工程质

量监督站、淮南市县乡公路管理局）

淮南市农业农村局（共同申报三家：安徽省农广校淮南

分校、淮南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处、淮南市畜禽屠宰管理大

队）

淮南市水利局（共同申报三家：淮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淮南市水政监察支队、淮南市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站）

淮南市商务局

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申报：淮南市旅游质量监督

管理所）

淮南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申报七家：淮南市老龄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淮南市计划生育委员会药具管理站、淮南

市计划生育协会、淮南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办公室、淮南市

卫生计生信息中心、淮南市健康教育所、淮南市医学会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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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

淮南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同申报两家：淮南市退役军

人服务管理中心、淮南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淮南市应急管理局（共同申报三家：淮南市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指挥中心、淮南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淮南市地

方煤矿科技中心）

淮南市审计局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申报两家：淮南市知识产

权处、淮南市标准化研究院）

淮南市统计局（共同申报四家：淮南市统计局农村抽样

调查队、淮南市统计局普查中心、淮南市统计局计算中心、

淮南市统计局干部培训中心）

淮南市医疗保障局（共同申报：淮南市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管理中心）

淮南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淮南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淮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共同申报四家：淮南市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中心、淮南市房屋征收与补偿管理服

务中心、淮南市住房制度改革和保障性住房管理服务中心、

淮南市存量房产交易资金监管中心）

淮南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共同申报：淮南市人防指挥信

息保障中心）

淮南市人民政府信访局（共同申报：淮南市信访局信息

中心）

淮南市扶贫开发工作办公室

淮南市数据资源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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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共同申报：淮南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淮南市地震局

淮南市招商服务中心（共同申报：淮南市驻深圳招商联

络处）

淮南广播电视台

淮南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淮南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淮南市残疾人联合会

淮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淮南市八公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

淮南市总工会（共同申报：安徽工人报驻淮南记者站）

共青团淮南市委员会（共同申报：淮南市团校）

淮南市妇女联合会

淮南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申报：淮南市科技事业发展

中心)

淮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申报：《淮南文艺》编

辑部）

淮南市工商业联合会

国家统计局淮南调查队

淮南市国家安全局

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税务局

淮南市气象局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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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淮南供电公司

淮南市邮政管理局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淮南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淮南海关

中国人民银行淮南市中心支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分行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物资采供中心

淮河能源控股集团煤炭销售中心

淮南矿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田家庵区人大常委会机关

田家庵区政协委员会机关

中共田家庵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共同申报：

中共田家庵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田家庵区人民法院

中共田家庵区委办公室

中共田家庵区委组织部（共同申报：田家庵区委老干部

局）

中共田家庵区委宣传部（田家庵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办公室）

中共田家庵区委统战部

中共田家庵区委政法委员会

田家庵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共同申报：田家庵区信息中

心）

田家庵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田家庵区科学技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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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

田家庵区民政局

田家庵区司法局（共同申报：田家庵区法律援助中心）

田家庵区财政局（共同申报两家：田家庵区会计核算中

心、田家庵区政府采购中心）

田家庵区商务投资促进局

田家庵区文化和旅游局

田家庵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田家庵区应急管理局

田家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田家庵区统计局

田家庵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田家庵区总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田家庵区税务局

田家庵区消防救援大队

田家庵区洞山街道办事处

田家庵区朝阳街道办事处

田家庵区淮滨街道办事处

田家庵区新淮街道办事处

田家庵区田东街道办事处

田家庵区卫生防疫和食品药品安全服务中心

田家庵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田家庵区房产管理服务中心

田家庵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一幼儿园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二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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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田家庵区第三幼儿园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四幼儿园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五幼儿园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六幼儿园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八幼儿园

淮南市田家庵区第九幼儿园

淮南市田家庵区淮化幼儿园

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

淮南东方医院集团总医院

淮南市消防救援支队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淮南监管分局

淮南市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淮南市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淮南市电化教育馆

淮南市学生资助中心

淮南市教师进修学校

淮南市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淮南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

淮南市体育文化中心

淮南市游泳射击水上运动训练中心

淮南市重竞技运动训练中心

淮南市球类运动训练中心

淮南市田径体操武术运动训练中心

淮南市土地储备中心

淮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淮南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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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规划信息中心

淮南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支队

淮南市环境保护监测站

淮南市环境监察支队

淮南市市政园林建设处（共同申报：淮南市十涧湖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

淮南市公用事业监管中心

淮南市抗震设防管理处

淮南市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站

淮南市城乡建设档案馆

淮南市公路管理局

淮南市公路运输管理处（共同申报七家：淮南市交通运

输局田家庵分局、淮南市交通运输局大通分局、淮南市交通

运输局谢家集分局、淮南市交通运输局八公山分局、淮南市

曹庵公路稽查站、淮南市出租车管理所、淮南市运输管理稽

查处）

淮南市地方海事局（淮南市港航管理局）

淮南市路桥开发有限公司

淮南市农业机械管理局

淮南市农机监理所

淮南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

淮南市淮河河道管理处

淮南市堤防管理处

淮南市博物馆

淮南画院（共同申报三家：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艺术研

究委员会、淮南市环境艺术研究所、淮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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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创作研究室）

淮南市图书馆

淮南市少儿图书馆

淮南市文化馆

淮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淮南市卫生健康监督管理所

淮南市职业病防治所

淮南市 120 急救指挥中心

淮南市中心血站

淮南市马山传染病医院

淮南市中医院

淮南市房地产测绘中心

淮南市住房融资担保中心

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督察机动大队

淮南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支队机动大队

淮南市市政园林管理处

淮南市环境卫生管理处

淮南市工人文化宫（共同申报：淮南市工人俱乐部）

淮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淮南市公安局淮舜分局

安徽省宝嘉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淮南建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申报两家：

淮南创合广告有限公司、安徽建发招投标代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分行

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淮南田家庵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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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东华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广电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

淮南首创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水利局物资供运处

淮南市房地产市场交易管理中心

安徽万邦航运有限公司

安徽华联商厦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百大商厦有限公司

安徽鲍氏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淮南鲍氏安防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

淮南朝阳医院

淮南市排灌总站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汇通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舜耕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洞山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龙湖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城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洞山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龙湖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舜耕路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田家庵支行

田家庵区国庆街道罗马广场社区居委会

田家庵区国庆街道供电社区居委会

田家庵区泉山街道西苑社区居委会

田家庵区龙泉街道南岭社区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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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庵区洞山街道黎明社区居委会

田家庵区洞山街道中兴社区居委会

田家庵区洞山街道新村社区居委会

田家庵区新淮街道九龙社区居委会

田家庵区田东街道东风社区居委会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淮南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分局

淮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淮南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淮南市农机技术推广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淮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

安徽金盛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屯头电力排涝站

中共凤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

凤台县人民法院

凤台县人民检察院

中共凤台县委办公室

中共凤台县委组织部

中共凤台县委宣传部（凤台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

中共凤台县委政法委员会

中共凤台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凤台县委老干部局

凤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凤台县水利局



- 15 -

凤台县审计局

凤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凤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凤台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同申报四家:凤台县城

市管理督察机动大队、凤台县城市管理督察机动一大队、凤

台县城市管理督察机动二大队、凤台县城市管理督察机动三

大队)

凤台县总工会

国家税务总局凤台县税务局

凤台县气象局

凤台县市政管理处

凤台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凤台县茨淮新河八一林牧场

凤台县永幸河灌区管理处

淮南市禹王排涝站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凤台县供电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凤台支行

凤台新长征医院

淮南东方医院集团凤凰医院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集医院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职工培训中心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新集二矿

淮沪煤电公司丁集煤矿

淮浙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凤台发电分公司

安徽楚源工贸有限公司

凤台县水利建筑安装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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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县城关镇福海园社区居委会

大通区人大常委会机关

大通区政协常委会机关

中共大通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共同申报：中

共大通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大通区人民法院

大通区人民检察院

中共大通区委办公室（共同申报:大通区档案局）

中共大通区委组织部（共同申报：大通区委机构编制委

员会）

中共大通区委宣传部（共同申报两家:大通区精神文明

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大通区信息管理中心）

中共大通区委统战部（共同申报:大通区工商联）

中共大通区委政法委员会

大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大通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大通区教育体育局

淮南市公安局大通区分局

大通区司法局

大通区财政局

大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大通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大通区文化和旅游局

大通区商务投资促进局

大通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大通区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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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大通区统计局

大通区数据资源管理局

大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共青团大通区委员会

大通区妇女联合会

大通区园区服务中心

大通区高铁综合管理办公室

大通区环卫处

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大通区税务局

淮南市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

大通区大通街道办事处

淮南市大通万人坑教育馆

淮南市建筑管理处

淮南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淮南市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淮南市畜牧兽医局

东方医院集团肿瘤医院

安徽康宝药业有限公司

淮南市殡仪馆

窑河闸管理处

淮南市烟草专卖局

淮南矿业集团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金海城市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大通区消防救援大队

谢家集区人大常委会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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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集区政协委员会机关

中共谢家集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共同申报：

中共谢家集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谢家集区人民法院

谢家集区人民检察院

中共谢家集区委办公室（谢家集区档案馆）

中共谢家集区委组织部（共同申报三家：中共谢家集区

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谢家集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谢家集区人才服务中心）

中共谢家集区委宣传部

中共谢家集区委政法委员会

谢家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共同申报:谢家集区机关服

务中心）

谢家集区财政局（共同申报两家：谢家集区政府采购中

心、谢家集区会计核算中心）

谢家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共同申报两家：谢家集区

房地产管理局、谢家集区园林管理处）

谢家集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共同申报四家：谢家集区畜

牧兽医局、谢家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谢家集区孙庙保庄圩

堤防管理所、谢家集区朱集电灌站）

谢家集区审计局

谢家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谢家集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谢家集区税务局

谢家集区平山街道办事处

淮南市公安局蔡家岗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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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家集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安徽省煤田地质局第一勘探队

淮南市谢家集区幼儿园

淮南世纪阳光商厦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蔡家岗支行

谢家集区平山街道商业社区居委会

谢家集区立新街道长淮社区居委会

谢家集区望峰岗镇靠山社区居委会

谢家集区唐山镇卧园社区居委会

谢家集区李郢孜镇河东社区居委会

中共毛集实验区工委办公室

毛集实验区纪检监察工委

毛集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

中共毛集实验区工委组织部

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文明办

毛集实验区绩效办

淮南市公安局毛集分局

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教育局

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民政局

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财政局

毛集实验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毛集实验区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局

毛集实验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毛集实验区审计局

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毛集分局

毛集实验区市容局



- 20 -

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毛集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税务局

毛集实验区焦岗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

毛集实验区消防救援大队

安徽省驿达高速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焦岗湖

服务区

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淮南市夏集庆东塑业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南毛集支行

安徽凤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毛集支行

安徽韵天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寿县人大常委会机关

寿县政协委员会机关

中共寿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

寿县人民法院

寿县人民检察院

中共寿县县委办公室

中共寿县县委组织部

中共寿县县委宣传部

中共寿县县委统战部

中共寿县县委政法委

中共寿县县委编办

中共寿县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中共寿县县委党校

寿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寿县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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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寿县民政局

寿县司法局

寿县财政局

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林业局）

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寿县交通运输局

寿县农业农村局

寿县文化和旅游局

寿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寿县审计局

寿县统计局

寿县人民政府信访局

寿县扶贫办

寿县数据资源管理局

寿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寿县机关事务管理服务中心

寿县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寿县招商投资促进中心

寿县残疾人联合会

寿县砂石管理中心

寿县融媒体中心

寿县农业机械事务管理中心

寿县房产管理服务中心

寿县水产管理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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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县总工会

共青团寿县委员会

寿县妇女联合会

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

寿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寿县消防救援大队

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国家统计局寿县调查队

国家税务总局寿县税务局

寿县气象局

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公司寿县供电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寿县分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寿县支行

八公山区人大常委会机关

八公山区政协委员会机关

中共八公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共同申报：

中共八公山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八公山区人民法院

八公山区人民检察院

中共八公山区委办公室（共同申报：八公山区档案馆）

中共八公山区委组织部（共同申报两家：中共八公山区

委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八公山区委党校）

中共八公山区委宣传部

中共八公山区委政法委

中共八公山区委统战部（共同申报：八公山区工商联）

中共八公山区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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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八公山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八公山区教育体育局

淮南市公安局八公山分局

八公山区民政局（共同申报：八公山区低保中心）

八公山区司法局

八公山区财政局

八公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申报：八公山区

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中心）

八公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八公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共同申报两家：八公山区风景

区管理处、八公山区文化馆）

八公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申报两家：八公山区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八公山区卫生防疫和食品药品安

全服务中心）

八公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八公山区审计局

八公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八公山区统计局（共同申报：八公山区普查中心）

八公山区人民政府信访局

八公山区数据资源管理局

八公山区工会

共青团八公山区委员会

八公山区妇联

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八公山区税务局

八公山区消防救援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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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山区新庄孜街道办事处

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办事处

淮南市八公山区幼儿园

淮南亿万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潘集区人大常委会机关

潘集区政协委员会机关

中共潘集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共同申报：

中共潘集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共潘集区委办公室

共青团潘集区委员会

潘集区人民法院

潘集区人民检察院

潘集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共同申报：潘集区机关后勤服

务中心）

中共潘集区委组织部（共同申报两家：中共潘集区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中共潘集区委老干部局）

中共潘集区委宣传部

潘集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潘集区教育局（共同申报：潘集区教育教研室）

淮南市公安局潘集分局

潘集区司法局

潘集区财政局

潘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申报两家：潘集区

社会保险管理所、潘集区就业服务管理局）

潘集区商务投资促进局

潘集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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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集区卫生防疫和食品药品安全服务中心

潘集区审计局

潘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潘集区医疗保障局（共同申报两家：潘集区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管理中心、潘集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潘集区税务局

安徽淮南煤化工园区管委会

潘集区消防救援大队

潘集区工会（共同申报：潘集区困难职工帮扶中心）

潘集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潘集区融媒体中心

淮南市泥河枢纽管理处

潘集区环境卫生管理处

中国建设银行淮南潘集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淮南潘集支行

中国移动淮南分公司潘集营销中心

国家电网淮南市潘集区供电公司

淮南市潘集区机关幼儿园

淮沪煤电有限公司田集发电厂

淮南新华医疗集团北方医院

淮南高新区（山南新区）管委会

淮南市公安局山南新区分局

淮南高新区（山南新区）城管执法分局

淮南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管理中心

淮南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

淮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 26 -

淮南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淮南市救助管理站

淮南市社会（儿童）福利院

淮南市公安局新集矿区分局

淮南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国家煤化工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安徽）（淮南市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淮南市计量测试检定所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安徽有限公司淮南分公司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淮南市分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