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019年度银川市节水型载体名单

一、节水型公共机构（227个）

1.银川市

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合署 19家）

银川市综合执法监督局（合署 5家）

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合署 5家）

银川市总工会（合署 4家）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合署 4家）

银川市园林管理局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银川市市场监管局金凤区分局

银川市市场监管局西夏区分局

银川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银川市湿地保护中心

银川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银川市唐徕公园

银川市中山公园

银川市西夏公园

银川市园林规划设计院

银川市览山公园

银川市宁园管理所

银川市绿化养护管理站



银川市绿化一处

银川市绿化二处

银川市海宝公园

银川市森林公园

银川市第二中学

银川市第六中学

银川市第九中学

北方民族大学附属中学

银川市二十四中学

银川市第一幼儿园

银川市第七幼儿园

银川市特殊教育中心

银川市中医医院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

银川市第二人民医院

银川市第三人民医院

银川市口腔医院

银川市西夏区朔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银川市公安局宁东公安分局

银川市公安局特警支队

银川市公安局公共治安分局

银川市公安局森林分局

银川市公安局金凤分局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

银川市公安局兴庆分局

2.兴庆区

兴庆区财政局（合署 4家）

兴庆区教育局（合署 3家）

兴庆区农业农村和水务局（合署 17家）

兴庆区司法局（合署 3家）

兴庆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局（合署 4家）

兴庆区卫生健康局（合署 4家）

兴庆区综合执法局（合署 4家）

兴庆区玉皇阁北街街道办事处（合署 3家）

兴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合署 5家）

兴庆区新华街街道办事处（合署 3家）

兴庆区市容环境卫生服务中心

兴庆区解放西街街道办事处（合署 2家）

兴庆区银古路街道办事处（合署 2家）

兴庆区前进街街道办事处（合署 2家）

兴庆区掌政镇人民政府（合署 8家）

兴庆区中山南街街道办事处

银川市第二十中学

银川市第四中学

银川市第十中学

银川市第五中学

银川市第三中学



兴庆区第二小学

兴庆区回民第二小学新水桥校区

兴庆区回民第三小学

兴庆区回民三小掌政中心小学校区

兴庆区第三小学立志校区

兴庆区第四小学

兴庆区回民实验小学西门校区

兴庆区第六小学中山校区

兴庆区第六小学永康校区

兴庆区第七小学

兴庆区第十二小学

兴庆区景岳小学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鼓楼校区

银川市第二十一小学北苑校区

兴庆区第十六小学南校区

兴庆区第十七小学

兴庆区第十八小学景墨校区

兴庆区第十九小学

兴庆区第二十二小学

兴庆区第二十三小学丽景校区

兴庆区第二十三小学景富分校

兴庆区第二十六小学

兴庆区唐徕回民小学通南校区

兴庆区大塘中心小学



兴庆区掌政中学

银川市第二幼儿园

银川市第三幼儿园

银川市第四幼儿园

银川市第五幼儿园

3.金凤区

金凤区卫生健康局（合署 8家）

金凤区综合执法局（合署 5家）

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合署 2家）

银川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合署 2家）

金凤区回民第二小学

金凤区第三小学

金凤区第四小学

金凤区第七小学

金凤区第二十二小学

金凤区良田镇曼新回民希望小学

银川市第十三中学

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

金凤区回民幼儿园

4.西夏区

西夏区卫生健康局（合署 8家）

西夏区贺兰山西路街道办事处（合署 3家）

西夏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合署 7家）

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合署 4家）



银川市第十四中学

银川市第八幼儿园

西夏区镇北堡镇奕龙希望小学

西夏区镇北堡镇志辉希望小学

西夏区平吉堡卫生院

5.灵武市

灵武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合署 24家）

灵武市民政局（合署 4家）

灵武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合署 2家）

灵武市梧桐树乡人民政府（合署 5家）

灵武市公安局（合署 3家）

灵武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合署 6家）

灵武市农业农村局（合署 13家）

灵武市临河镇人民政府（合署 5家）

灵武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合署 4家）

灵武市应急管理局（合署 3家）

灵武市水务局（合署 10家）

灵武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合署 3家）

灵武市自然资源局（合署 13家）

灵武市总工会（合署 3家）

中共灵武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 3家）

政协灵武市委员会办公室（合署 3家）

灵武市城区街道办事处

灵武市综合执法局



灵武市卫生健康局

灵武市第一小学

灵武市第四小学

灵武市第五小学

灵武市第六小学

灵武市第七小学

灵武市新华桥学校

灵武市郝家桥回民小学

灵武市韩渠小学

灵武市农场小学

灵武市第五中学

灵武市白土岗小学

灵武市第一中学

灵武市第二小学

灵武市第三小学

灵武市西渠小学

灵武市第三中学

灵武市泾灵燕宝小学

灵武市泾兴小学

灵武市人民法院

6.永宁县

永宁县自然资源局（合署 10家）

永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合署 9家）

永宁县民政局（合署 4家）



永宁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合署 4家）

永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合署 4家）

银川市生态环境局永宁分局（合署 3家）

永宁县财政局（合署 3家）

永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合署 4家）

永宁县公安局（合署 3家）

永宁县交通运输局（合署 3家）

永宁县杨和镇（合署 3家）

永宁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合署 2家）

永宁县农业农村局（合署 2家）

永宁县司法局（合署 2家）

永宁县团结西路街道办事处（合署 2家）

永宁县卫生健康局（合署 2家）

永宁县综合执法大队（合署 2家）

永宁县审计局

永宁县第二中学

永宁县第三小学

永宁县第一幼儿园

永宁县第四幼儿园

永宁县逸夫小学

永宁县征沙渠幼儿园

永宁县增岗幼儿园

永宁县杨和镇纳家户幼儿园

永宁县胜利中心幼儿园



7.贺兰县

贺兰县政务服务中心（合署 47家）

贺兰县交通运输局（合署 4家）

贺兰县农业农村局（合署 10家）

贺兰县常信乡人民政府（合署 6家）

贺兰县洪广镇人民政府（合署 7家）

贺兰县金贵镇人民政府（合署 5家）

贺兰县立岗镇人民政府（合署 7家）

贺兰县习岗镇人民政府（合署 6家）

贺兰县卫生健康局（合署 2家）

中共贺兰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合署 3家）

贺兰县总工会（合署 2家）

中共贺兰县委党校（合署 2家）

贺兰县民政局

贺兰县文化旅游广电局

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合署 2家）

贺兰县人民检察院

贺兰县图书馆

贺兰县文化馆

贺兰县人民医院

贺兰县回民高级中学

贺兰县第二中学

贺兰县第三中学

贺兰县第四中学



贺兰县第一小学

贺兰县第二小学

贺兰县第四小学

贺兰县第五小学

贺兰县第七小学

贺兰县回民小学

贺兰县德胜实验小学

贺兰县五星小学

贺兰县暖泉农场小学

贺兰县铁西小学

贺兰县铁东小学

贺兰县金贵镇银光小学

贺兰县金贵镇潘昶小学

贺兰县立岗镇立岗小学

贺兰县立岗镇兰光小学

贺兰县立岗镇民乐回民小学

贺兰县常信乡常信小学

贺兰县洪广镇欣荣小学

贺兰县洪广镇金山小学

贺兰县幼儿园

贺兰县习岗镇卫生院

贺兰县习岗镇街道办事处

二、节水型企业（3个）

宁夏金海皮业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磐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夏鑫尔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三、节水型社区（14个）

兴庆区丽景街街道办事处兰溪社区

解放西街街道办事处北苑社区

凤凰北街街道办事处民运社区

文化街街道办事处游乐社区

玉皇阁北街街道办事处东方社区

胜利街街道办事处上前社区

新华街街道办事处长信社区

中山南街街道办事处安和社区

前进街街道办事处银华社区

灵武市城区街道鼓楼社区

灵武市城区街道西苑社区

灵武市城区街道办事处谢家井社区

灵武市城区街道办事处朔方路社区

灵武市城区街道办事处人民街社区

四、节水型小区（11个）

胜利街清苑丰景小区

解放西街高尔夫小区

玉皇阁北街安泰花园小区

凤凰北街枫河雅居小区

解放西街中房牡丹园小区

解放西街中房玉兰园小区



解放西街中房翠竹园小区

解放西街中房红梅园小区

解放西街中房金菊园小区

北京西路街道办事处育林巷社区红树林小区

西花园路街道办事处兴洲苑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