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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印发2017年度全省美丽乡村

建设名单的通知

各市、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

导小组各成员单位:

经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现就2017年度全

省美丽乡村批准建设名单通知如下:

1.批准肥东县梁园镇等534个乡镇开展驻地建成区整治

建设,建设周期1年半。

2.批准肥东县杨店乡黄栗社区黄栗中心村等670个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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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省级中心村,建设周期1年半。

附件:1.2017年度开展驻地建成区整治建设的乡镇名单

2.2017年度省级中心村名单

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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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7年度开展驻地建成区整治建设的

乡　镇　名　单
(534个)

合肥市(29个)

肥东县(9个)梁园镇、八斗镇、响导乡、元疃镇、陈集镇、

古城镇、马湖乡、石塘镇、桥头集镇

肥西县(4个)花岗镇、山南镇、官亭镇、严店乡

长丰县(4个)下塘镇、陶楼镇、杜集乡、造甲乡

庐江县(6个)郭河镇、龙桥镇、罗河镇、盛桥镇、矾山镇、

金牛镇

巢湖市(6个)中垾镇、中庙街道、银屏镇、槐林镇、散兵

镇、夏阁镇

淮北市(5个)

烈山区(1个)古饶镇

濉溪县(4个)铁佛镇、孙疃镇、四铺镇、双堆集镇

亳州市(43个)

谯城区(13个)淝河镇、沙土镇、古城镇、立德镇、颜集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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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东镇、魏岗镇、龙扬镇、牛集镇、五马镇、张店乡、十九里镇、

十八里镇

蒙城县(9个)王集乡、楚村镇、小涧镇、双涧镇、乐土镇、

马集镇、坛城镇、立仓镇、板桥集镇

涡阳县(10个)新兴镇、龙山镇、马店集镇、涡南镇、店集

镇、楚店镇、丹城镇、义门镇、标里镇、牌坊镇

利辛县(11个)纪王场乡、大李集镇、孙庙乡、王人镇、王

市镇、西潘楼镇、新张集乡、汝集镇、旧城镇、巩店镇、程家集镇

宿州市(48个)

埇桥区(15个)褚兰镇、解集乡、栏杆镇、杨庄乡、夹沟镇、

时村镇、桃沟乡、灰古镇、符离镇、顺河乡、西二铺乡、大店镇、

芦岭镇、大泽乡镇、大营镇

砀山县(4个)良梨镇、葛集镇、程庄镇、唐寨镇

萧县(13个)官桥镇、黄口镇、酒店乡、刘套镇、马井镇、青

龙镇、圣泉乡、石林乡、孙圩子乡、永堌镇、张庄寨镇、庄里乡、

祖楼镇

灵璧县(9个)高楼镇、大庙乡、下楼镇、朱集乡、尹集镇、

杨疃镇、娄庄镇、向阳乡、虞姬乡

泗县(7个)草沟镇、瓦坊乡、大杨乡、墩集镇、黑塔镇、黄

圩镇、大路口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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蚌埠市(22个)

禹会区(1个)马城镇

淮上区(3个)沫河口镇、曹老集镇、梅桥镇

怀远县(8个)兰桥乡、白莲坡镇、常坟镇、万福镇、褚集

镇、包集镇、徐圩乡、龙亢镇

五河县(6个)朱顶镇、小溪镇、临北回族乡、东刘集镇、武

桥镇、申集镇

固镇县(4个)杨庙乡、任桥镇、仲兴乡、湖沟镇

阜阳市(75个)

颍州区(3个)三合镇、马寨乡、王店镇

颍泉区(2个)伍明镇、行流镇

颍东区(4个)口孜镇、老庙镇、杨楼孜镇、冉庙乡

颍上县(14个)杨湖镇、垂岗乡、刘集乡、古城镇、赛涧乡、

王岗镇、新集镇、耿棚镇、南照镇、江口镇、迪沟镇、建颍乡、黄

坝乡、鲁口镇

界首市(8个)芦村镇、王集镇、陶庙镇、新马集镇、田营

镇、邴集乡、靳寨乡、任寨乡

临泉县(13个)高塘乡、老集镇、滑集镇、吕寨镇、土陂乡、

张新镇、陈集镇、黄岭镇、关庙镇、庙岔镇、范兴集乡、谢集乡、

庞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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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南县(17个)洪河桥镇、王家坝镇、曹集镇、老观乡、郜

台乡、地城镇、于集乡、王化镇、会龙镇、赵集镇、柳沟镇、焦陂

镇、新村镇、王店孜乡、柴集镇、许堂乡、朱寨镇

太和县(14个)倪邱镇、二郎乡、赵庙镇、三堂镇、大新镇、

三塔镇、皮条孙镇、高庙镇、桑营镇、李兴镇、宫集镇、原墙镇、

五星镇、蔡庙镇

淮南市(31个)

寿县(13个)堰口镇、安丰塘镇、板桥镇、保义镇、大顺镇、

丰庄镇、涧沟镇、众兴镇、窑口镇、三觉镇、双桥镇、陶店回族

乡、炎刘镇

凤台县(8个)丁集镇、凤凰镇、顾桥镇、岳张集镇、刘集

镇、钱庙乡、古店乡、关店乡

大通区(1个)孔店乡

田家庵区(1个)史院乡

谢家集区(2个)杨公镇、孤堆回族乡

潘集区(4个)夹沟镇、贺疃镇、高皇镇、泥河镇

毛集实验区(2个)毛集镇、夏集镇

滁州市(45个)

南谯区(3个)黄泥岗镇、沙河镇、腰铺镇

天长市(7个)郑集镇、仁和集镇、大通镇、永丰镇、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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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张铺镇、新街镇

明光市(8个)明西街道办事处、明南街道办事处、泊岗

乡、柳巷镇、苏巷镇、三界镇、管店镇、自来桥镇

全椒县(5个)古河镇、十字镇、六镇镇、二郎口镇、马厂镇

来安县(6个)雷官镇、舜山镇、大英镇、三城乡、独山乡、

杨郢乡

凤阳县(6个)临淮关镇、枣巷镇、刘府镇、官塘镇、武店

镇、西泉镇

定远县(10个)炉桥镇、藕塘镇、朱湾镇、七里塘乡、蒋集

镇、吴圩镇、能仁乡、界牌集镇、大桥镇、拂晓乡

六安市(47个)

霍山县(6个)与儿街镇、诸佛庵镇、下符桥镇、但家庙镇、

上土市镇、太平畈乡

霍邱县(12个)马店镇、白莲乡、临水镇、石店镇、乌龙镇、

三流乡、新店镇、临淮岗乡、潘集镇、邵岗乡、高塘镇、王截流乡

金寨县(9个)青山镇、燕子河镇、长岭乡、花石乡、南溪

镇、双河镇、桃岭乡、铁冲乡、全军乡

舒城县(7个)百神庙镇、五显镇、干汊河镇、庐镇乡、张母

桥镇、舒茶镇、棠树乡

金安区(6个)椿树镇、孙岗镇、双河镇、三十铺镇、施桥

镇、东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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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安区(7个)韩摆渡镇、单王乡、罗集乡、石板冲乡、西河

口乡、江家店镇、石婆店镇

马鞍山市(13个)

花山区(1个)濮塘镇

雨山区(1个)向山镇

含山县(3个)昭关镇、清溪镇、仙踪镇

和县(2个)石杨镇、功桥镇

当涂县(4个)石桥镇、塘南镇、湖阳镇、江心乡

博望区(1个)丹阳镇

郑蒲港新区(1个)白桥镇

芜湖市(14个)

无为县(8个)高沟镇、严桥镇、姚沟镇、牛埠镇、刘渡镇、

洪巷乡、昆山乡、开城镇

芜湖县(1个)陶辛镇

繁昌县(2个)平铺镇、孙村镇

南陵县(3个)弋江镇、许镇镇、何湾镇

宣城市(31个)

宣州区(8个)古泉镇、五星乡、水阳镇、孙埠镇、文昌镇、

新田镇、杨柳镇、寒亭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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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4个)十字镇、梅渚镇、飞鲤镇、姚村乡

广德县(3个)卢村乡、杨滩乡、新杭镇

宁国市(6个)仙霞镇、宁墩镇、胡乐镇、甲路镇、青龙乡、

方塘乡

泾县(3个)榔桥镇、汀溪乡、丁家桥镇

绩溪县(4个)上庄镇、扬溪镇、瀛洲镇、荆州乡

旌德县(3个)版书镇、孙村镇、云乐乡

铜陵市(16个)

郊区(2个)灰河乡、安庆矿区办事处

义安区(3个)钟鸣镇、东联乡、老洲乡

枞阳县(11个)周潭镇、官埠桥镇、老洲镇、浮山镇、汤沟

镇、白湖乡、钱铺乡、金社乡、凤仪乡、铁铜乡、白梅乡

池州市(16个)

贵池区(4个)殷汇镇、棠溪镇、唐田镇、梅村镇

东至县(7个)大渡口镇、胜利镇、东流镇、香隅镇、洋湖

镇、木塔乡、花园乡

石台县(2个)横渡镇、大演乡

青阳县(3个)杜村乡、酉华镇、木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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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市(57个)

大观区(1个)山口乡

怀宁县(11个)黄墩镇、金拱镇、月山镇、石镜乡、江镇镇、

秀山乡、茶岭镇、石牌镇、三桥镇、洪铺镇、腊树镇

桐城市(6个)新渡镇、金神镇、大关镇、黄甲镇、孔城镇、

鲟鱼镇

潜山县(6个)槎水镇、黄泥镇、黄柏镇、龙潭乡、油坝乡、

五庙乡

太湖县(7个)大石乡、新仓镇、天华镇、小池镇、城西乡、

百里镇、汤泉乡

宿松县(10个)汇口镇、柳坪乡、北浴乡、程岭乡、下仓镇、

许岭镇、长铺镇、河塌乡、高岭乡、复兴镇

望江县(4个)华阳镇、太慈镇、雷池乡、凉泉乡

岳西县(12个)店前镇、响肠镇、菖蒲镇、冶溪镇、五河镇、

莲云乡、古坊乡、包家乡、毛尖山乡、和平乡、田头乡、巍岭乡

黄山市(42个)

黄山区(6个)谭家桥镇、三口镇、汤口镇、太平湖镇、永丰

乡、新明乡

徽州区(3个)西溪南镇、呈坎镇、洽舍乡

歙县(11个)王村镇、霞坑镇、溪头镇、绍濂乡、森村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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陔乡、璜田乡、小川乡、新溪口乡、武阳乡、石门乡

休宁县(9个)璜尖乡、白际乡、岭南乡、万安镇、源芳乡、

山斗乡、榆村乡、龙田乡、五城镇

黟县(4个)渔亭镇、洪星乡、美溪乡、宏潭乡

祁门县(9个)安凌镇、凫峰镇、大坦乡、历口镇、塔坊镇、

芦溪乡、古溪乡、祁红乡、平里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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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7年度省级中心村名单
(670个)

合肥市(33个)

肥东县(7个)杨店乡黄栗社区黄栗中心村、牌坊乡高塘

社区高塘中心村、梁园镇护城社区护城中心村、八斗镇花张社

区花张中心村、石塘镇王铁社区王铁中心村、包公镇小包社区

小包中心村、响导乡赵集社区赵集中心村

肥西县(5个)山南镇金牛社区金牛中心村、铭传乡聚星

社区聚星中心村、丰乐镇程店社区程店中心村、丰乐镇新仓社

区新仓中心村、柿树岗乡界河社区界河中心村

长丰县(7个)双墩镇罗北行政村罗北中心村、双墩镇新

集行政村街西中心村、水湖镇大周行政村大周中心村、朱巷镇

梁圩行政村梁圩中心村、庄墓镇薛桥行政村王户中心村、吴山

镇涂郢行政村涂郢中心村、义井乡涂拐社区涂拐街道中心村

庐江县(5个)郭河镇广寒行政村广寒中心村、盛桥镇陡

岗行政村陡岗中心村、柯坦镇分水行政村分水中心村、龙桥镇

夹板行政村夹板中心村、罗河镇吉桥行政村吉桥中心村

巢湖市(9个)柘皋镇五星行政村王祥中心村、柘皋镇峏

山行政村五爪岗中心村、庙岗乡尖山行政村鲁集中心村、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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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镇石门行政村三李中心村、苏湾镇寨山行政村山岱中心村、

槐林镇惠峰行政村新王中心村、银屏镇钓鱼行政村钓鱼中心

村、烔炀镇指南行政村百庙唐中心村、黄麓镇建中行政村昶方

中心村

淮北市(8个)

濉溪县(8个)刘桥镇火神庙行政村火神庙中心村、四铺

镇五铺行政村五铺中心村、五沟镇张圩行政村闫营新村中心

村、南坪镇太平行政村太平中心村、临涣镇临南行政村临南中

心村、韩村镇祁集行政村祁集中心村、孙疃镇代庙行政村大候

集中心村、双堆集镇刘楼行政村刘楼中心村

亳州市(31个)

谯城区(6个)沙土镇田大行政村田大中心村、五马镇桥

口行政村桥口中心村、谯东镇大寺行政村大寺中心村、芦庙镇

袁庄行政村袁庄中心村、古井镇后老家行政村后老家中心村、

大杨镇聂关行政村聂关中心村

蒙城县(8个)岳坊镇戴尧行政村戴尧中心村、篱笆镇宋

圩行政村南宋中心村、小涧镇尖山行政村尖山中心村、许疃镇

土桥行政村九里庙中心村、庄周街道马店行政村马店中心村、

庄周街道前杨行政村前杨中心村、坛城镇楼山行政村楼山中

心村、双涧镇老集行政村老集中心村

涡阳县(8个)涡阳县楚店镇宋徐行政村宋徐中心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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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镇周营行政村南窑中心村、牌坊镇高庄行政村燕庄中心村、

高炉镇杨瓦房行政村杨瓦房中心村、青疃镇冯圩行政村冯圩

中心村、高公镇宗营行政村宗营中心村、丹城镇常庄行政村常

庄中心村、石弓镇于张行政村于张中心村

利辛县(9个)永兴镇法堂社区法堂中心村、马店孜镇东

门行政村东门中心村、胡集镇胡东社区胡东中心村、阚疃镇刘

圩行政村刘圩中心村、城北镇镇南社区镇南中心村、纪王场乡

和谐行政村和谐中心村、张村镇镇南行政村镇南中心村、城关

镇蒋庄行政村蒋庄中心村、中疃镇镇北社区镇北中心村

宿州市(33个)

埇桥区(10个)夹沟镇镇头行政村镇头中心村、解集乡马

台行政村马台中心村、大泽乡镇高口行政村高口中心村、芦岭

镇安阳行政村安阳中心村、栏杆镇路疃行政村路疃中心村、杨

庄乡街东行政村街东中心村、时村镇林口行政村林口中心村、

褚兰镇马桥行政村马桥中心村、大店镇瓦房行政村瓦房中心

村、顺河乡王垅行政村王垅中心村

砀山县(2个)李庄镇李园新村行政村吴庙中心村、良梨

镇良梨行政村侯楼中心村

萧县(11个)新庄镇张庄行政村张庄中心村、新庄镇邵套

行政村欧套中心村、赵庄镇大孙庄行政村胡老屯中心村、刘套

镇陈屯行政村肖场中心村、石林乡陶楼行政村陶楼中心村、圣

泉乡北城集行政村北城集中心村、孙圩子乡程蒋山行政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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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中心村、张庄寨镇海青行政村海青中心村、黄口镇杨阁行政

村胡庄中心村、永堌镇前进行政村前进中心村、大屯镇关庄行

政村黄楼中心村

灵璧县(5个)渔沟镇马集行政村马集中心村、韦集镇垓

下行政村彭沟中心村、渔沟镇郑楼行政村郑楼中心村、渔沟镇

卞庄行政村卞庄中心村、冯庙镇大陈行政村大陈中心村

泗县(5个)大庄镇曙光行政村小宋中心村、黄圩镇卢圩

行政村卢圩中心村、大路口乡龙湖行政村龙湖中心村、长沟镇

汴河行政村吴口中心村、黑塔镇小梁行政村小梁中心村

蚌埠市(21个)

怀远县(6个)双桥集镇赵集行政村赵集中心村、双桥集

镇小街行政村小街中心村、万福镇镇西行政村王桥中心村、榴

城镇沙沟行政村沙沟中心村、淝河乡新集行政村曹桥中心村、

白莲坡镇叶湖行政村叶湖中心村

五河县(5个)城关镇胜淮行政村胜淮中心村、浍南镇朱

袁行政村朱袁中心村、临北乡段庄行政村段庄中心村、武桥镇

界沟行政村界沟中心村、新集镇姚管行政村姚管中心村

固镇县(10个)任桥镇任桥行政村老任桥中心村、仲兴乡

何圩行政村青龙闸中心村、湖沟镇大桥行政村大桥中心村、石

湖乡陡沟行政村陡沟中心村、刘集镇张蔡行政村张湖中心村、

王庄镇五铺行政村五铺中心村、杨庙乡安圩行政村安圩中心

村、新马桥镇胡洼行政村胡洼中心村、濠城镇刘祠行政村刘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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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村、仲兴乡张巷行政村小余集中心村

阜阳市(71个)

颍州区(4个)西湖镇迎水行政村迎水中心村、三塔集镇

吴大庄行政村赵粉坊中心村、九龙镇庙前行政村庙前中心村、

三合镇井孜行政村时庄中心村

颍泉区(5个)闻集镇闻集行政村大钱营中心村、行流镇

柳河闸行政村赵庄中心村、伍明镇巩庄行政村巩庄中心村、宁

老庄镇申庄行政村丁寨中心村、行流镇大庙行政村薛寨中心

村

颍东区(6个)正午镇吴寨行政村吴寨中心村、插花镇毛

桥行政村毛桥中心村、口孜镇洪阳行政村洪阳中心村、袁寨镇

武郢行政村武郢中心村、冉庙乡张桥行政村张桥中心村、枣庄

镇杨寨行政村刘寨中心村

颍上县(10个)迪沟镇五岔行政村五岔中心村、江口镇林

圩行政村林圩中心村、古城镇大赵行政村大赵中心村、谢桥镇

路庄行政村解拐弯中心村、江店孜镇双集行政村双集回民中

心村、八里河镇朱岗行政村曹沟中心村、杨湖镇前楼行政村前

楼中心村、江店孜镇农科行政村农科中心村、黄坝乡小店行政

村小店中心村、刘集乡三优集行政村三优集中心村

界首市(11个)光武镇黄寨行政村黄寨中心村、泉阳镇集

东行政村翟庄中心村、陶庙镇段寨行政村段白庄中心村、顾集

镇大程行政村大程中心村、芦村镇穆寨行政村穆寨中心村、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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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镇任楼行政村任楼中心村、舒庄镇大田行政村闫老家中心

村、大黄镇郭店行政村郭店中心村、代桥镇茶棚行政村茶棚中

心村、王集镇秦庄行政村彭湖中心村、新马集镇王楼行政村赵

寨中心村

临泉县(10个)杨桥镇甄庄行政村郭郢中心村、老集镇崔

庄行政村崔庄中心村、宋集镇王新庄行政村王新庄中心村、高

塘镇刘庄行政村刘庄中心村、长官镇柳树沟行政村柳树沟中

心村、高塘镇魏庄行政村牛土楼中心村、鲖城镇李王楼行政村

李王楼中心村、姜寨镇坡寨行政村申楼中心村、宋集镇焦桥行

政村焦桥中心村、艾亭镇范庄行政村大稞庄中心村

阜南县(17个)鹿城镇刘楼行政村刘楼中心村、张寨镇新

集行政村新集中心村、中岗镇双和行政村苑庄中心村、龙王乡

合胜行政村合胜中心村、会龙镇何寨行政村何寨中心村、柴集

镇后湖行政村程庄中心村、朱寨镇大田行政村大田中心村、洪

河桥镇许寨行政村许寨中心村、洪河桥镇盛郢行政村盛郢中

心村、王化镇卢寨行政村卢寨中心村、地城镇吴郢行政村陈郢

中心村、许堂乡大桥行政村大桥中心村、郜台乡童楼行政村童

楼中心村、王家坝镇王家坝行政村闸西中心村、王家坝镇郎湾

行政村郎湾淮堤中心村、曹集镇王垴行政村王垴中心村、老观

乡和台行政村保庄圩中心村

太和县(8个)洪山镇闫洼行政村前闫洼中心村、阮桥镇

洪港行政村许寨中心村、阮桥镇栾楼行政村唐庄中心村、宫集

镇朱庄行政村朱庄中心村、五星镇刘关行政村刘关中心村、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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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镇姚寨行政村姚寨中心村、关集镇谷河北行政村张楼中心

村、赵庙镇刘楼行政村刘楼中心村

淮南市(48个)

寿县(7个)堰口镇大光社区刘圩中心村、小甸镇邵店行

政村邵店新村中心村、众兴镇新店街道新店中心村、三觉镇张

岗行政村张岗中心村、陶店回族乡桃园行政村桃园中心村、安

丰塘镇安丰街道安丰中心村、丰庄镇王店行政村魏胡中心村

凤台县(33个)尚塘乡朱庙行政村卢井中心村、钱庙乡高

庄行政村柏圩中心村、凤凰镇酒西行政村酒西中心村、刘集镇

山口行政村北庄台中心村、大兴集乡后王行政村大王中心村、

朱马店镇利民行政村新庄中心村、朱马店镇毕湾行政村周庄

中心村、朱马店镇北刘集行政村康庄中心村、顾桥镇寺西行政

村后寺西中心村、新集镇胡岗行政村胡岗中心村、新集镇叶圩

行政村杨庄中心村、丁集镇瓦岗行政村大岗中心村、丁集镇曹

楼行政村曹楼中心村、丁集镇沈庄行政村前马郢中心村、刘集

镇淝北行政村唐郢新区中心村、钱庙乡长郢行政村长郢中心

村、关店乡竹园行政村郭庄中心村、朱马店镇刘桥口行政村刘

桥口中心村、朱马店镇秦刘行政村秦刘中心村、丁集镇宋塘行

政村后王中心村、丁集镇耿王行政村耿王中心村、丁集镇信圩

行政村信圩中心村、丁集镇考庄行政村考庄中心村、桂集镇中

郢行政村中郢中心村、桂集镇颜王行政村庙李中心村、大兴集

乡界西行政村邵集中心村、大兴集乡苗圩行政村苗圩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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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塘乡王桥行政村蒋庄中心村、古店乡前刘行政村前刘中心

村、古店乡童集行政村童赵中心村、丁集镇炮楼行政村炮楼中

心村、杨村镇彭庄行政村老郢中心村、岳张集镇金沟行政村老

海子中心村

潘集区(5个)夹沟镇林场行政村林场中心村、古沟回族

乡顾圩行政村顾圩中心村、贺疃镇古路岗行政村古路岗中心

村、高皇镇赵岗行政村大郢孜中心村、古沟回族乡新河行政村

施圩中心村

毛集实验区(3个)夏集镇姚李行政村姚李中心村、焦岗

湖镇臧巷行政村臧巷中心村、毛集镇后拐行政村后拐中心村

滁州市(31个)

南谯区(1个)黄泥岗镇张浦郢行政村张浦郢中心村

天长市(5个)金集镇谕兴社区谕兴中心村、秦栏镇官桥

社区官桥中心村、大通镇双柳行政村双柳中心村、铜城镇安乐

社区安乐中心村、冶山镇长兴社区长兴中心村

明光市(8个)古沛镇高王行政村高王中心村、潘村镇紫

阳行政村紫阳中心村、石坝镇津里行政村津里中心村、明南街

道横山行政村横山集中心村、涧溪镇官山行政村官山中心村、

自来桥镇涝口行政村涝口中心村、张八岭镇柴郢行政村前黄

中心村、明西街道马岗行政村马岗中心村

全椒县(3个)十字镇高桥行政村三里中心村、六镇镇东

王行政村东王中心村、二郎口镇浦北行政村桃园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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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安县(5个)雷官镇高场行政村高场中心村、施官镇顿

邱行政村顿邱中心村、大英镇大英行政村丰山中心村、三城乡

河口行政村河口中心村、杨郢乡宝山行政村宝山中心村

凤阳县(4个)刘府镇胡桥行政村曹町中心村、大溪河镇

马山行政村宫李中心村、总铺镇京山行政村京山中心村、红心

镇梅市社区梅市中心村

定远县(5个)三和集镇练铺行政村练铺中心村、永康镇

胡吕行政村青山中心村、定城镇十八岗行政村程桥中心村、桑

涧镇桑北行政村北陈中心村、张桥镇高塘社区高塘中心村

六安市(118个)

霍山县(13个)诸佛庵镇西石门行政村后冲中心村、诸佛

庵镇小堰口行政村小堰口中心村、但家庙镇观音岩行政村团

墩中心村、上土市镇陡沙河行政村陡沙河中心村、与儿街镇指

封山行政村徐家院中心村、下符桥镇庙岗集行政村大圩中心

村、佛子岭镇汪家冲行政村汪家冲中心村、大化坪镇白莲崖行

政村白莲崖中心村、单龙寺镇单龙寺行政村单龙寺中心村、黑

石渡镇新店河行政村新店河中心村、漫水河镇平田行政村油

坊中心村、磨子潭镇胡家河行政村胡家河中心村、东西溪乡余

家畈行政村白果树中心村

霍邱县(20个)夏店镇砖佛寺行政村砖佛寺中心村、岔路

镇周店行政村周店中心村、花园镇迎龙行政村迎龙中心村、冯

瓴乡柳台行政村柳台中心村、岔路镇洪城行政村洪城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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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龙镇唐岗店行政村唐岗店中心村、邵岗乡何郢行政村何郢

中心村、曹庙镇西郢行政村西郢中心村、石店镇石店行政村石

店中心村、王截流乡南滩行政村南滩中心村、高塘镇陆田行政

村陆田新村中心村、河口镇十三湾行政村十三湾中心村、白莲

乡西河行政村西河中心村、范桥镇代店行政村代店中心村、临

水镇李楼行政村李楼中心村、冯井镇蝎子山行政村蝎子山中

心村、户胡镇新路桥行政村新桥中心村、彭塔乡松台行政村西

圩中心村、孟集镇中心店行政村中心店中心村、马店镇鞍东行

政村鞍东新村中心村

金寨县(32个)花石乡大湾行政村大湾中心村、天堂寨镇

渔潭行政村渔潭中心村、古碑镇迎河行政村迎河中心村、果子

园乡牛食畈行政村牛食畈中心村、白塔畈镇九树行政村九树

中心村、桃岭乡高湾行政村高湾中心村、青山镇汤店行政村汤

店中心村、双河镇皮坊行政村皮坊中心村、天堂寨镇杨山行政

村杨山中心村、汤家汇镇笔架山行政村笔架山中心村、天堂寨

镇后畈行政村后畈中心村、关庙乡仙桃行政村仓房中心村、长

岭乡永佛行政村程岗中心村、斑竹园镇桥口行政村桥口中心

村、白塔畈镇大岗行政村大岗中心村、全军乡前龙行政村前龙

中心村、古碑镇宋河行政村宋河中心村、青山镇抱儿山行政村

贾坳中心村、古碑镇余岭行政村胡畈中心村、果子园乡龙墩行

政村龙墩中心村、油坊店乡黄良行政村新桥中心村、梅山镇洪

冲行政村洪冲中心村、吴家店镇包畈行政村包畈中心村、白塔

畈镇楼冲行政村楼冲中心村、张冲乡黄畈行政村黄畈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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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溪镇花园行政村花园中心村、沙河乡香铺行政村三岔路中

心村、沙河乡碾湾行政村碾湾中心村、铁冲乡张店行政村张店

中心村、燕子河镇凉亭行政村凉亭中心村、古碑镇黄尖行政村

黄尖中心村、槐树湾乡长冲行政村长冲中心村

舒城县(14个)百神庙镇舒合行政村舒合中心村、干汊河

镇顺河行政村义明中心村、庐镇乡和平行政村和平中心村、张

母桥镇长冲行政村长冲中心村、舒茶镇小河湾行政村小河湾

中心村、棠树乡八里行政村八里中心村、南港镇石头行政村中

心中心村、山七镇大河沿行政村洪畈中心村、万佛湖镇友谊行

政村友谊中心村、汤池镇西沙埂行政村沙埂中心村、高峰乡西

港行政村西港中心村、晓天镇南岳行政村南岳中心村、阙店乡

三湾行政村吴圩中心村、春秋乡枫香树行政村枫香树中心村

金安区(16个)孙岗镇昭庆行政村蔡大庄中心村、张店镇

柽树庵行政村柽树庵中心村、张店镇白塔寺行政村白塔寺中

心村、椿树镇陈庵行政村陈庵中心村、东河口镇上堰行政村桂

花中心村、横塘岗乡古城寺行政村古城寺中心村、中店乡高店

行政村墩岗中心村、翁墩乡桃园行政村光明中心村、木厂镇潘

新行政村杜圩中心村、先生店乡松店行政村刘备塘中心村、东

河口镇金子寨行政村祝楼中心村、双河镇友爱行政村友爱中

心村、毛坦厂镇大山寨行政村龙山新村中心村、施桥镇将军山

行政村将军山中心村、孙岗镇黄小店行政村雀冲中心村、东桥

镇潘店行政村潘店中心村

裕安区(16个)独山镇长竹行政村小驻驾湾中心村、苏埠

—22—



镇大巷行政村大巷中心村、石婆店镇三岔行政村花楼中心村、

分路口镇淠河行政村书房台中心村、石板冲乡赵湾行政村李

院中心村、韩摆渡镇百市集行政村百林中心村、罗集乡储渡行

政村占台中心村、单王乡双桠行政村关塘中心村、狮子岗乡新

华行政村新华中心村、西河口乡落地岗行政村中和中心村、青

山乡段岭行政村段岭中心村、顺河镇王滩行政村新庄中心村、

徐集镇梁集行政村梁集中心村、丁集镇六明行政村保庄圩中

心村、固镇镇钱集行政村钱集中心村、独山镇观音洞行政村百

家冲中心村

叶集区(7个)三元镇沣桥行政村花园中心村、洪集镇大

桥行政村大桥中心村、姚李镇大顾店行政村大顾店中心村、孙

岗乡棠店行政村棠店中心村、姚李镇合兴行政村合兴中心村、

三元镇新塘行政村新塘中心村、孙岗乡双塘新村行政村双塘

新村中心村

马鞍山市(25个)

含山县(5个)环峰镇张公社区张公中心村、环峰镇方赵

行政村胡庄中心村、林头镇福山行政村张什中心村、清溪镇太

平行政村大丁中心村、运漕镇新港行政村周港中心村

和县(7个)历阳镇清佛行政村清佛中心村、西埠镇鸡笼

山行政村鸡笼山中心村、功桥镇东堡行政村东堡中心村、石杨

镇花园行政村花园中心村、乌江镇周集行政村周集中心村、香

泉镇泉水行政村泉水中心村、郑蒲港新区白桥镇兴隆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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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中心村

当涂县(10个)黄池镇三星行政村三星中心村、黄池镇西

河行政村西河中心村、石桥镇永新行政村永新中心村、护河镇

兴禾行政村兴禾中心村、护河镇幸福行政村陶垾中心村、塘南

镇大姜行政村大姜中心村、乌溪镇金庄行政村金庄中心村、湖

阳镇西峰行政村后高中心村、大陇乡南柘行政村南柘中心村、

江心乡尚锦行政村尚锦中心村

博望区(3个)丹阳镇八卦行政村陶墅中心村、新市镇刘

山行政村竹庄中心村、博望镇红阳行政村李龙中心村

芜湖市(17个)

无为县(9个)昆山乡三公行政村三公中心村、襄安镇周

林行政村左桥中心村、蜀山镇双泉行政村塘埂中心村、无城镇

仓头社区仓头中心村、陡沟镇凤凰桥社区凤凰桥中心村、福渡

镇周闸行政村尤孔中心村、石涧镇黄图行政村黄图中心村、赫

店镇苏塘行政村苏塘新街中心村、泉塘镇郭巨山行政村山脚

中心村

芜湖县(3个)红杨镇岗山行政村岗山中心村、陶辛镇清

凉渡行政村七房中心村、花桥镇九十殿行政村九十殿中心村

繁昌县(3个)峨山镇沈弄行政村方冲中心村、繁阳镇马

厂行政村焦冲中心村、孙村镇长寺行政村老屋中心村

南陵县(2个)何湾镇黄山行政村湖连冲中心村、弋江镇

竟河行政村张村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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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45个)

宣州区(6个)杨柳镇新龙行政村敬忠中心村、水东镇七

岭行政村陈村中心村、溪口镇天竺行政村盘岭中心村、水阳镇

新建行政村黄泥坝中心村、寒亭镇管南行政村丁巷中心村、文

昌镇沿河行政村沿河中心村

郎溪县(4个)姚村乡夏桥行政村夏桥中心村、建平镇盆

形行政村东枉中心村、十字镇大华行政村诗文中心村、凌笪乡

王桥行政村王桥中心村

广德县(9个)东亭乡高峰行政村大塔中心村、四合乡宏

霞行政村遐嵩林中心村、誓节镇七塔行政村七塔中心村、卢村

乡九龙行政村九龙中心村、誓节镇石鼓行政村石鼓中心村、杨

滩乡燎琳行政村梧溪中心村、新杭镇横岗行政村荆村中心村、

太极洞管委会桃园行政村桃园中心村、柏垫镇前程行政村月

克冲中心村

宁国市(4个)梅林镇沙埠行政村沙埠中心村、宁墩镇南

阳行政村南阳中心村、胡乐镇霞乡行政村霞乡中心村、万家乡

大龙行政村大龙中心村

泾县(9个)桃花潭镇宝峰行政村老潭中心村、泾川镇古

坝行政村古坝中心村、蔡村镇爱民行政村樊家店中心村、琴溪

镇马头行政村中街中心村、云岭镇建设行政村肖家中心村、云

岭镇梅村行政村梅村中心村、茂林镇唐里行政村上下村学屋

五百里中心村、茂林镇南容行政村河东河西中心村、昌桥乡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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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行政村田坊中心村

绩溪县(4个)伏岭镇西川行政村西川中心村、家朋乡幸

福行政村梅干中心村、上庄镇瑞川行政村瑞川中心村、长安镇

浩寨行政村浩寨中心村

旌德县(9个)庙首镇练山行政村练山中心村、三溪镇建

强行政村高溪中心村、白地镇洋川行政村洋川中心村、旌阳镇

柳溪行政村柳溪中心村、俞村镇合锦行政村东村中心村、蔡家

桥镇华川行政村赵村中心村、版书镇南关行政村上下南中心

村、孙村镇碧云行政村厚儒中心村、云乐乡张村行政村张村中

心村

铜陵市(25个)

郊区(1个)大通镇金华行政村郎村中心村

义安区(12个)钟鸣镇狮峰行政村高坑中心村、老洲乡中

心行政村八排中心村、东联乡东埂行政村大吉口中心村、西联

乡棋杆行政村旗杆钟中心村、顺安镇沈桥行政村方王中心村、

胥坝乡文兴行政村中垄中心村、天门镇考涧行政村塔里王中

心村、西联乡万丰行政村万丰小区中心村、天门镇龙山行政村

丁山嘴中心村、西联乡山东行政村山底姚村中心村、天门镇朱

村行政村朱村街道中心村、老洲乡民主行政村罗家墩中心村

枞阳县(12个)周潭镇澄英行政村老院中心村、汤沟镇明

星行政村明星中心村、钱铺乡鹿狮行政村书院中心村、陈瑶湖

镇白云行政村白合中心村、老洲镇联合行政村上码头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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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津镇增丰行政村殷家大屋中心村、金社乡向荣行政村桃元

中心村、白梅乡岩前行政村岩前中心村、钱桥镇邹姚行政村大

周庄中心村、麒麟镇岱鳌行政村岱鳌中心村、白湖乡山河行政

村高祖中心村、铁铜乡新丰行政村新丰中心村

池州市(43个)

贵池区(9个)梅村镇霄坑行政村霄坑大峡谷中心村、棠

溪镇百安行政村百安中心村、马衙街道办事处灵芝行政村中

刘中心村、乌沙镇灯塔行政村青树纪中心村、唐田镇八一行政

村大坑中心村、牛头山镇长丰行政村长丰中心村、里山街道办

事处合兴行政村合兴中心村、殷汇镇旧溪行政村方村中心村、

唐田镇扬名行政村扬名中心村

东至县(9个)张溪镇白石行政村白石中心村、张溪镇葛

仙铺行政村葛仙欧家中心村、洋湖镇北山行政村四房中心村、

尧渡镇尚合行政村尚合中心村、尧渡镇徐村行政村徐村中心

村、木塔乡大田行政村祝家组中心村、张溪镇兰田行政村兰田

中心村、昭潭镇官营行政村官营街中心村、官港镇横岭行政村

横岭中心村

石台县(6个)丁香镇红桃行政村黄坑中心村、矶滩乡塔

坑行政村旗山黄柏中心村、仙寓镇考坑行政村考坑中心村、丁

香镇石泉行政村大屋中心村、仁里镇三增行政村三增新桥中

心村、小河镇栗阳行政村栗阳中心村

青阳县(18个)杨田镇下东堡行政村九甲里中心村、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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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华阳行政村石龙中心村、庙前镇庙前行政村合心和平河北

中心村、酉华镇乐元行政村花园吴家中心村、丁桥镇天屏行政

村杨西冲中心村、朱备镇东桥行政村骆村中心村、杜村乡上峰

行政村上闻中心村、木镇镇武圣行政村棋杆中心村、杜村乡五

阳行政村上阳中心村、陵阳镇梅山行政村郑家中心村、蓉城镇

云山行政村汪村中心村、木镇镇南河行政村楼屋中心村、酉华

镇朝华行政村金林中心村、新河镇洪山行政村寺门口中心村、

新河镇陀龙行政村陀龙中心村、朱备镇江村行政村麻园中心

村、陵阳镇星桥行政村华阳冲中心村、新河镇杨梅桥行政村杨

梅桥中心村

九华山风景区(1个)九华乡柯村行政村跃进中心村

安庆市(75个)

迎江区(1个)长风乡合兴行政村合兴中心村

大观区(1个)海口镇保婴民族行政村保婴中心村

宜秀区(4个)罗岭镇林春行政村林春中心村、五横乡白

林行政村白林中心村、杨桥镇官兵行政村官兵中心村、白泽湖

乡黄石行政村黄石中心村

怀宁县(8个)江镇镇联山行政村旺山中心村、马庙镇乐

胜行政村乐胜中心村、腊树镇腊树社区郑楼屋中心村、黄墩镇

谷泉行政村墨园中心村、秀山乡西涧行政村王屋中心村、月山

镇复兴行政村里鱼中心村、石镜乡踏水行政村陈二三房中心

村、高河镇独枫行政村独枫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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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8个)黄甲镇黄铺行政村沿河中心村、文昌街道

汪洋行政村跃进中心村、双港镇福华行政村二里中心村、孔城

镇桐梓行政村张苑中心村、新渡镇香山行政村曹冲中心村、金

神镇金鹿行政村金店中心村、范岗镇万元行政村胡祠中心村、

青草镇永庭行政村永庭中心村

潜山县(18个)官庄镇升旗行政村升旗中心村、槎水镇龙

关行政村龙关中心村、水吼镇梅寨行政村徐坂中心村、天柱山

镇林庄行政村林庄中心村、塔畈乡体元行政村半街中心村、王

河镇程家井行政村新村中心村、余井镇松岭行政村松岭中心

村、王河镇龙湖行政村黄大屋中心村、天柱山镇天寺行政村王

桥中心村、水吼镇程湾行政村程湾中心村、黄泥镇金湖行政村

程家大屋中心村、五庙乡新田行政村甘湾中心村、龙潭乡龙湾

行政村龙湾中心村、油坝乡崔仓行政村汪咀中心村、源潭镇永

济行政村永济中心村、官庄镇光华行政村光华中心村、黄柏镇

叶河行政村叶河中心村、源潭镇叶典行政村叶典中心村

太湖县(9个)天华镇辛冲行政村辛冲中心村、寺前镇义

安行政村义安中心村、江塘乡白云行政村白云中心村、汤泉乡

朱湾行政村朱湾中心村、小池镇银山行政村银山中心村、大石

乡文桥行政村文桥中心村、徐桥镇西平行政村杨家岭中心村、

城西乡树林行政村树林冲中心村、晋熙镇梅河行政村梅河中

心村

宿松县(8个)高岭乡枫林行政村枫林中心村、许岭镇宏

富行政村宏富中心村、程岭乡杨辛行政村杨辛中心村、北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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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河行政村廖河中心村、下仓镇东兴行政村东兴中心村、趾凤

乡团林行政村团林中心村、柳坪乡蒲河行政村蒲河中心村、河

塌乡安元行政村安元中心村

望江县(6个)赛口镇红旗行政村红旗中心村、凉泉乡湖

滨行政村湖滨中心村、长岭镇北门坦行政村代老屋中心村、高

士镇花园行政村四房中心村、鸦滩镇香茗行政村香茗中心村、

太慈镇白莲洲行政村腾龙中心村

岳西县(12个)菖蒲镇溪佛行政村河西中心村、青天乡老

鸭行政村高枧中心村、冶溪镇金盆行政村卷蓬桥中心村、响肠

镇新浒行政村熊冲高屋中心村、毛尖山乡红旗行政村胡湾中

心村、头陀镇虎形行政村虎形中心村、五河镇思河行政村大屋

中心村、河图镇岚川行政村虎厂中心村、古坊乡上坊行政村关

畈中心村、石关乡象形行政村象形地中心村、来榜镇来榜行政

村来榜中心村、白帽镇江河行政村柳树中心村

黄山市(46个)

屯溪区(1个)弈棋镇瑶干行政村瑶干中心村

黄山区(11个)谭家桥镇长罗行政村迄溪桥中心村、焦村

镇上岭行政村上戴中心村、耿城镇饶村行政村饶村中心村、焦

村镇章村行政村章村中心村、新丰乡盛洪行政村三保中心村、

汤口镇芳村行政村芳村中心村、甘棠镇民主行政村墩上中心

村、新明乡新明行政村浮岭下中心村、乌石镇长芦行政村岭下

中心村、太平湖镇朝阳行政村朝阳中心村、焦村镇汤刘行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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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村中心村

徽州区(4个)西溪南镇西溪南行政村西溪南中心村、洽

舍乡长潭行政村长潭中心村、潜口镇澄塘行政村澄塘中心村、

呈坎镇汪村行政村汪村中心村

歙县(11个)武阳乡武阳行政村武阳中心村、新溪口乡溪

口行政村大坦后中心村、璜田乡璜田行政村璜田中心村、绍濂

乡绍濂行政村绍濂中心村、石门乡石门行政村石门中心村、森

村乡森村行政村森村中心村、郑村镇潭渡行政村潭渡中心村、

北岸镇北岸行政村北岸中心村、杞梓里镇西村行政村西村中

心村、金川乡长源行政村长春坞中心村、三阳镇岭脚行政村岭

脚中心村

休宁县(8个)鹤城乡樟田行政村樟田中心村、源芳乡梓

源行政村梓源中心村、渭桥乡资村行政村资村中心村、蓝田镇

迪岭行政村迪岭中心村、商山镇阜田行政村阜田中心村、板桥

乡沂川行政村沂川中心村、齐云山镇兰渡行政村兰渡中心村、

龙田乡江田行政村江田中心村

黟县(5个)碧阳镇碧山行政村碧山中心村、碧阳镇关麓

行政村关麓中心村、洪星乡大星行政村大星中心村、洪星乡红

光行政村龙岸中心村、宏潭乡宏潭行政村宏潭中心村

祁门县(6个)溶口乡奇岭行政村奇岭中心村、历口镇湘

东行政村湘东中心村、小路口镇春风行政村石坑中心村、新安

镇高塘行政村高塘中心村、安凌镇芦荔行政村芦荔中心村、平

里镇贵溪行政村贵溪中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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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各市、县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抄送: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

安徽省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7年2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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