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教函〔2019〕422号 

广元市学习型城市建设指导委员会 

关于公布 2018—2019 年“学习型组织”名单的 

通          知 

市学习型城市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各县区学习型城市建设

指导委员会成员单位： 

创建“学习型组织”是建设学习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全民终身学习的重要途径。根据市教育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广教〔2018〕34

号）精神，按照广元市学习型城市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开展 2018—2019 年全市学习型组织评选的通知》要求，各单位

认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经单位申报，县区学

习型城市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推荐，广元市学习型城市建设指

导委员会审核，决定授予中共苍溪县委办公室等 34 个单位为

2018—2019 年“学习型机关”，广元市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中

心等 39 个单位为“学习型单位”，苍溪县陵江镇北门社区居委

会等 28 个社区为“学习型社区”，苍溪县聚爱救援协会等 2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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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为“学习型社团”，任玲等 73 个家庭为“学习型家庭”（名

单见附件）。现予以公布。 

希望命名的“学习型组织”再接再厉，开拓创新，始终树立

终身学习理念，大力宣传终身教育思想，进一步发挥模范引领作

用。希望全市各单位和个人积极参与到全民终身学习中来，营造

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学以致用的良好社会风气，为推进学习型

城市和学习型社会建设，为实现我市从整体连片贫困向同步全面

小康跨越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附件：2018——2019 年广元市“学习型组织”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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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2019 年广元市“学习型组织”名单 
 

一、学习型机关（34 个） 

中共苍溪县委办公室 

中共苍溪县委组织部 

中共苍溪县委宣传部 

苍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苍溪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苍溪县财政局 

剑阁县发展和改革局 

剑阁县教育局 

苍溪县自然资源局 

剑阁县扶贫开发局 

剑阁县白龙镇政府 

剑阁县北庙乡政府 

剑阁县圈龙乡政府 

剑阁县普安镇政府 

旺苍县委宣传部 

旺苍县教育局 

旺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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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苍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旺苍县林业局 

旺苍县东河镇政府 

中共青川县委组织部 

中共青川县委宣传部 

中共青川县委政法委 

青川县三锅镇人民政府 

利州区教育局 

利州区民政局 

朝天区经济和信息化局 

朝天区应急管理局 

朝天城乡规划分局 

朝天区审计局 

中共昭化区委宣传部 

昭化区财政局  

昭化区人社局 

昭化区文旅体局 

二、学习型单位（39 个） 

广元市 12345 政务服务热线中心 

广元市教育局 

广元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元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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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广元市博物馆 

广元市职业高级中学校 

苍溪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苍溪农商银行 

苍溪县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苍溪县人民医院 

苍溪县社会福利院 

苍溪县文化馆 

苍溪县东溪镇中心小学校 

四川苍溪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剑阁县毛坝小学校 

剑阁县卫生健康局 

剑门关实验学校 

剑阁县盐店小学校 

剑阁县垂泉小学校 

剑阁县供销联社 

旺苍县海韵英语培训学校 

旺苍县佰章小学 

四川枣林茶叶有限公司 

旺苍县兴旺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青川第一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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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川县中医医院 

青川县永生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四川中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利州区回龙小学 

川师大万达中学 

利州区杨家浩小学 

朝天区大豪博爱幼儿园 

朝天区朝天镇第二小学 

朝天区朝天镇第一小学 

中纺粮油（广元市）有限公司 

昌禾食品有限公司 

昭化区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天垠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三、学习型社区（28 个） 

苍溪县陵江镇北门社区 

苍溪县歧坪镇邓州社区 

苍溪县陵江镇东城社区 

苍溪县陵江镇杜里社区 

苍溪县陵江镇红军路社区 

苍溪县唤马镇金华社区 

苍溪县陵江镇少屏社区 

剑阁县鲁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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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县普安镇小玲珑社区 

剑阁县下寺镇三江社区 

剑阁县鹤龄镇凤凰社区 

剑阁县开封镇文庙社区 

剑阁县元山镇平桥村 

旺苍县东河镇治城社区 

旺苍县东河镇印月潭社区 

旺苍县白水镇大兴社区 

青川县乔庄镇新华社区 

青川县木鱼镇石牛社区 

青川县乔庄镇胜利社区 

青川县马鹿镇桃源社区 

利州区回龙河街道龙江路社区 

朝天区朝天镇明月路社区 

朝天区羊木镇社区 

朝天区中子铺社区 

朝天区大坝口社区 

昭化区元坝镇青梅路社区 

昭化区卫子镇社区 

昭化区虎跳镇社区 

四、学习型社团（28 个） 

苍溪县聚爱救援协会(苍溪红十字救援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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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川北孔子林孝道文化研究会 

苍溪县离退休教师协会 

苍溪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苍溪县双拥艺术团 

苍溪县云峰雪梨协会 

苍溪县自行车运动协会 

剑阁县美术家协会 

剑阁县体育总会 

剑阁县书法家协会 

剑阁县武连水果流通协会 

剑阁县个体私营经济协会 

旺苍县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教育分会 

旺苍县个体劳动者协会 

旺苍县春蕾爱心协会 

青川县青溪旅游协会 

青川县摄影协会 

青川县竹荪协会 

青川县黑木耳技术协会 

利州区“爱之声”教师合唱团 

朝天区摄影家协会 

朝天区音乐家协会 

朝天区美术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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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区书法家协会 

昭化区元坝镇第一小学小语阳光教育社团 

昭化区卫子初级中学书法社团 

昭化区太公镇小学课外体育社团 

昭化区柏林沟镇小学“岚湖园丁悦读”社团 

五、学习型家庭（73 个） 

（一）市直属（5 个） 

任玲家庭     寇蕾娜家庭   张淙钧家庭   陈永韬家庭

李映志家庭 

（二）苍溪县（15 个） 

张惠恩家庭   严丹家庭     张仁图家庭   陈洪勉家庭 

王登年家庭   李正海家庭   苏国菊家庭   徐培珍家庭 

岳登发家庭   吴孝明家庭   杨庆弟家庭   王开益家庭 

杨天治家庭   王国武家庭   刘九云家庭   

（三）剑阁县（9 个） 

魏林家庭     何明远家庭   贾弘梅家庭   李占银家庭 

李秀梅家庭   田春梅家庭   刘洲平家庭   梁烨家庭 

贾建林家庭  

（四）旺苍县（14 个） 

蒋作林家庭   柳春方家庭   罗保安家庭   高娇娇家庭 

杨晓燕家庭   张鹃家庭     刘永君家庭   尹晓波家庭 

黄先友家庭   韩虎家庭     曾杰麟家庭   王红家庭 



 - 10 - 

张斌家庭     梁杰家庭   

（五）青川县（10 个） 

冯禹斯家庭   何乃刚家庭   冷春凤家庭   李桂英家庭 

罗远清家庭   蒲元德家庭   徐世辉家庭   朱琳家庭 

苟文亮家庭   魏贤平家庭 

（六）利州区（3 个） 

梁元昊家庭   梁艳梅家庭   田芸家庭 

（七）朝天区（10个） 

苏永奎家庭   刘小军家庭   王玉霞家庭   何佩容家庭 

葛长龙家庭   杨香琳家庭   冉小玉家庭   陈小容家庭 

喻薛蓉家庭   张奇福家庭 

（八）昭化区（7 个） 

吴琰家庭     欧琳家庭     舒天元家庭   镕蒲 泽家庭 

杨广杰家庭   罗勇家庭     董玉林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