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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文件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

川民宗委〔2022〕95号

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
关于命名第七批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示范单位及五年期满复核通过对象的决定

省直相关部门，人民团体，各市（州）党委宣传部、统战部，各

市（州）民宗委（局）：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扎实推进民族

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涌现出一批创建成效突出、群众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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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推广意义强的先进典型。

为激励先进、示范引领，经择优推荐、严格评选、社会公示，

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宗教委决定命名 180个地区和

单位为“第七批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同时，按

照动态管理要求，确定 185个地区和单位为复核通过对象并予命

名，命名有效期均为 5年（名单见附件）。其余 2017年 12月以前

命名的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均予撤销命名。

希望被命名的示范区示范单位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加强党对民族工作

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推动各民族

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民族

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全面提质增效、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创新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希望各地各部门向示范区示范单位学习，广泛动员各族群众

积极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伟大事业，争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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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七批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

2. 复核通过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

四川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

2022年 12月 30日



- 4 -

附件 1

第七批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

一、示范区：

（一）示范县（市、区）

自贡市富顺县

自贡市自流井区

广元市朝天区

乐山市市中区

宜宾市屏山县

宜宾市筠连县

雅安市荥经县

雅安市汉源县

凉山州昭觉县

凉山州宁南县

凉山州布拖县

（二）示范乡镇

成都市青白江区弥牟镇

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

攀枝花市盐边县桐子林镇



- 5 -

泸州市古蔺县马嘶苗族乡

德阳市绵竹市清平镇

绵阳市盐亭县大兴回族乡

遂宁市船山区龙凤镇

遂宁市蓬溪县槐花镇

内江市资中县重龙镇

宜宾市兴文县大河苗族乡

宜宾市筠连县团林苗族乡

达州市万源市井溪镇

雅安市荥经县民建彝族乡

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

资阳市乐至县石佛镇

资阳市雁江区雁江镇

资阳市安岳县姚市镇

阿坝州松潘县小姓乡

阿坝州金川县安宁镇

阿坝州壤塘县岗木达镇

阿坝州黑水县色尔古镇

阿坝州若尔盖县达扎寺镇

阿坝州理县薛城镇

阿坝州阿坝县麦昆乡

阿坝州汶川县水磨镇

阿坝州红原县安曲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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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理塘县格聂镇

甘孜州乡城县白依乡

甘孜州丹巴县革什扎镇

凉山州冕宁县彝海镇

凉山州宁南县西瑶镇

凉山州普格县荞窝镇

（三）示范街道

攀枝花市东区东华街道

攀枝花市西区玉泉街道

内江市隆昌市人民政府古湖街道

南充市顺庆区西城街道

达州市大竹县竹阳街道

凉山州西昌市东城街道

二、示范单位

（一）示范社区

成都市成华区龙潭街道院山社区

成都市郫都区郫筒街道菠萝社区

成都市双流区黄水镇云华社区

自贡市沿滩区沿滩镇兴元路社区

攀枝花市东区弄弄坪街道大地湾社区

绵阳市梓潼县文昌镇潼江社区

广元市利州区东屏社区

广安市广安区中桥街道解放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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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会理市古城街道广场路社区

凉山州德昌县德州街道彩虹社区

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彝欣社区

凉山州越西县越城镇城北感恩社区

（二）示范村寨

自贡市荣县来牟镇新寺村

攀枝花市仁和区前进镇高峰村

泸州市叙永县石厢子彝族乡堰塘村

泸州市合江县九支镇块岩村

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镇古井村

乐山市金口河区永和镇胜利村

宜宾市珙县观斗苗族乡白仁村

达州市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桃溪村

雅安市汉源县永利彝族乡古路村

资阳市雁江区丹山镇楠木村

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坪头村

凉山州昭觉县三岔河镇三河村

凉山州德昌县金沙傈僳族乡王家坪村

（三）示范学校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

四川工业科技学院

四川文理学院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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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化传媒职业学院（绵竹校区）

西昌学院

阿坝职业学院

宜宾市南溪职业技术学校

四川省泸县建筑职业中专学校

攀枝花市西区格里坪镇小学校

泸州市叙永县正东镇西湖学校

泸州市纳溪区大渡口镇中心小学

德阳黄许职业中专学校

德阳安装技师学院

四川省三台县第一中学

广元市旺苍县东河小学

内江市隆昌市龙市镇迎祥初级中学

乐山市实验小学

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乐山市沐川县火谷明德小学

南充电子工业学校

南充市南部县东辰学校

南充市营山县红光小学校

宜宾市叙府实验小学

雅安市石棉县联合小学

资阳市乐至县南塔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阿坝州红原县城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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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坝州九寨沟县第四小学

甘孜州道孚县城关第二完全小学

甘孜州甘孜县民族中学

甘孜州稻城县香格里拉镇双语幼儿园

甘孜州海螺沟寄宿制小学

凉山州宁南县三峡白鹤滩学校

（四）示范机关

自贡市教育和体育局

攀枝花市米易县人民检察院

泸州市江阳区教育和体育局

泸州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

德阳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国家税务总局德阳市税务局

德阳市旌阳区教育局

国家税务总局绵阳市游仙区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

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绵阳市平武县人民检察院

遂宁市安居区行政审批局

内江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

乐山市乡村振兴局

国家税务总局峨边彝族自治县税务局

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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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珙县教育和体育局

达州市宣汉县公安局巴山大峡谷派出所

雅安市宝兴县行政审批局

雅安市天全县公安局

资阳市安岳县总工会

阿坝州政协机关

阿坝州州委统战部

阿坝州州委组织部

国家税务总局阿坝州税务局

阿坝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达古冰川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阿坝州小金县人民法院

国家税务总局马尔康市税务局

甘孜州人大民族宗教与外事侨务委员会

甘孜州政协民族宗教联谊委员会

甘孜州纪委监委

甘孜州委政法委员会

甘孜州教育和体育局

甘孜州民族歌舞团

甘孜州中共泸定县委办公室

甘孜州九龙县人民法院

甘孜州色达县教育和体育局

甘孜州中共石渠县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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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雅江县税务局

甘孜州中共白玉县委宣传部

甘孜州巴塘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中共凉山州委办公室

中共凉山州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中共凉山州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凉山州林业和草原局

国家税务总局雷波县税务局

凉山州会东县消防救援大队

（五）示范宗教活动场所

广安市武胜县清真寺

雅安市荥经县云峰寺

甘孜州德格县宗萨寺

（六）示范企业

成都锦欣医疗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国能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自贡加林汽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攀枝花丽新园艺技术有限公司

德阳—阿坝生态经济产业园区

达州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雅安茶厂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汶川县支行

甘孜州康定新川藏运业集团有限公司



- 12 -

西昌市正中食品有限公司

（七）示范医院

雅安市人民医院

阿坝州藏医院（藏医药研究所）

凉山州西昌市人民医院

（八）示范景区

中国两弹城

达瓦更扎景区

（九）示范社会团体、组织

成都市金牛区金泉街道西岸观邸小区

自贡市贡井区众圆公益助学中心

自贡市民族团结文化活动中心

甘孜州炉霍县佛教协会

（十）新经济组织

德阳市绵竹市少数民族产业发展培训基地

雅安市星耀职业培训学校

（十一）示范岗位

共青团四川省委少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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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复核通过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

一、示范区：

1. 示范县（市、区）

雅安市石棉县

阿坝州九寨沟县

2. 示范乡镇

内江市东兴区顺河镇

内江市隆昌市界市镇

宜宾市兴文县仙峰苗族乡

眉山市仁寿县青岗乡

四川省阆中博树回族乡

凉山州西昌市高草回族乡

凉山州盐源县泸沽湖镇

3.示范街道

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街道

成都市郫都区安德街道

巴中市巴州区玉堂街道

二、示范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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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示范社区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

成都市都江堰市灌口街道南桥社区

成都市都江堰市奎光塔街道龙潭湾社区

自贡市自流井区东兴寺街檀木林社区

攀枝花市米易县攀莲镇新北社区

攀枝花市东区东华街道民建社区

泸州市纳溪区永宁街道人民路社区

泸州市江阳区北城街道濂溪路社区

德阳市什邡市洛水镇亭江社区

绵阳市游仙区富乐街道沈家坝东街社区

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新川社区

内江市市中区城西街道吕祖庙社区

乐山市市中区通江街道通江社区

乐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沙坪镇大坪社区

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烟峰镇烟峰社区

南充市顺庆区西城街道小西街社区

宜宾市兴文县古宋镇南门桥社区

眉山市仁寿县文林街道金马社区

达州市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常乐社区

达州市宣汉县樊哙镇峡江社区

达州市宣汉县三墩土家族乡育英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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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恩阳区明阳镇何家坝社区

巴中市巴州区西城街道白马井社区

雅安市石棉县棉城街道西区社区

阿坝州马尔康市马尔康镇美谷社区

阿坝州红原县邛溪镇玉龙社区

阿坝州汶川县水磨社区

甘孜州康定市炉城街道光明社区

甘孜州甘孜县甘孜镇新区社区

凉山州西昌市长安街道建新社区

2. 示范村寨

成都市邛崃市南宝山镇直台村

成都市邛崃市南宝山镇木梯村

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迤沙拉村

攀枝花市仁和区啊喇彝族乡啊喇村

攀枝花市东区银江镇阿署达村

攀枝花市米易县普威镇西番村

泸州市叙永县合乐苗族乡兴复村

泸州市古蔺县箭竹苗族乡团结村

泸州市叙永县水潦海涯彝寨

绵阳市盐亭县大兴回族乡松柏村

绵阳市平武县平通羌族乡牛飞村

绵阳市平武县虎牙藏族乡上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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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江市东兴区顺河镇骑龙村

内江市隆昌市龙市镇三会村

宜宾市兴文县麒麟乡海纳社区村

宜宾市兴文县僰王山镇永寿社区村

广安市前锋区观塘镇碧峰村

达州市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黄连村

达州市宣汉县渡口土家族乡甜竹村

巴中市南江县赤溪乡茶园村

眉山市仁寿县青岗乡盘龙村

雅安市汉源县小堡藏族彝族乡丁家村

雅安市石棉县蟹螺藏族乡江坝村

阿坝州金川县勒乌镇勒乌村

阿坝州若尔盖县巴西镇姜冬村

阿坝州若尔盖县唐克镇嘎尔玛村

阿坝州红原县色地镇日西村

阿坝州汶川县三江镇乐活村

阿坝州茂县南新镇牟托村

阿坝州茂县凤仪镇南庄村

甘孜州康定市雅拉乡三道桥村

甘孜州甘孜县呷拉乡夺拖村

甘孜州色达县色柯镇姑咱二村

甘孜州雅江县西俄洛镇康巴汉子村甲翁组牧民定居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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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泸定县岚安乡昂州村

甘孜州泸定县冷碛镇团结村

甘孜州丹巴县革什扎镇布科村

凉山州德昌县乐跃镇半站营村

凉山州普格县五道菁镇沙合莫村

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四合村

凉山州越西县中所镇和平村

凉山州冕宁县复兴镇建设村

凉山州木里县乔瓦镇娃日瓦村下核桃湾藏区新村

3. 示范学校

成都市回民小学

成都市第三中学

四川省蒲江县职业中学

自贡市汇东实验学校

自贡职业技术学校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校（攀枝花市民族中学）

攀枝花市经贸旅游学校

攀枝花市建筑工程学校

泸州市江南职业中学校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职业高级中学校

四川省广汉市职业中专学校

绵阳市安州区塔水镇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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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擂鼓八一中学

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川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服装艺术学校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

四川省阆中江南高级职业中学

宜宾市兴文县香山民族初级中学

宜宾市珙县王武寨民族小学校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省武胜县职业中专学校

四川省邻水县职业中学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眉山市仁寿县第二高级职业中学

眉山工程技师学院

达州市宣汉职业中专学校

达州市大竹县职业中学

达州市渠县职业中专学校

巴中市南江县小河职业中学

四川省汉源县职业高级中学

四川省档案学校

四川省马尔康中学校

阿坝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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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藏族自治州职业技术学校

甘孜州色达县翁达镇片区寄宿制学校

凉山州农业学校

凉山州民族中学

凉山州西昌市民族中学

凉山州昭觉县东方红小学

4. 示范机关

绵阳市高新区党群工作部

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乡村振兴局

南充市公安局

宜宾市兴文县教育和体育局

眉山市东坡区公安分局

巴中市教育和体育局

巴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阿坝州人民检察院

甘孜州森林消防支队雅江大队

5. 示范宗教活动场所

皇城清真寺

攀枝花市仁和区中坝清真寺

泸州市叙永县清真寺

绵阳市平武县龙安清真寺

乐山凌云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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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市南充清真寺

宜宾市兴文县南寿山寺

广安市前锋区代市基督教堂

达州市通川区清真寺

巴中市巴州区基督教福音堂

阿坝州松潘县山巴寺

巴塘县竹瓦寺

凉山州木里大寺

6. 示范企业

成都—阿坝工业集中发展区

四川自贡百味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攀枝花水钢红发矿业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盐边县金谷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北川羌族自治县万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北川羌族自治县羌山雀舌茶业有限公司

四川阆中华珍风味食品有限公司

兴文嘉记置业有限公司

眉山市洪雅县松潘茶厂

宣汉龙森中药材有限公司

四川省通江县罗村茶叶有限责任公司

巴中市恩阳区富皇家具有限公司

四川省荥经县塔山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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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吉祥茶业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阿坝分公司

国网四川阿坝州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松潘县供电分公司

道孚亚姆热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康定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新洋丰肥业有限公司

7. 示范医院

崇州浩康疼痛康复医院

乐山市人民医院

雅安市石棉县人民医院

凉山州德昌县人民医院

8. 示范景区

邓小平故里旅游区

朱德故里管理局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

刘伯坚烈士纪念馆

泸州市古蔺县黄荆景区服务中心

绵阳市北川羌城旅游区服务中心

峨边黑竹沟景区

宜宾市兴文县石海洞乡风景名胜区

达州市宣汉县巴山大峡谷景区

雅安市石棉县安顺场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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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

亚丁景区管理局

海螺沟景区管理局

邛海泸山风景名胜区

9. 示范社会团体、组织

泸州市古蔺县自行车户外运动协会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抄送：各市（州）党委办公室（厅）、人大办公室（厅）、

人民政府办公室（厅）、政协办公室（厅）。

四川省民族宗教委办公室 2022年 12月 3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