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2

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李家社区 合格 100

樱园小区 无市民公约，公益广告不达标，无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栏 60

胜利西居委会 合格 100

清平花园 合格 100

凤凰街道学园社区 无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无未成年人活动场所活动场所 30

天同四季花园 无市民公约，公益广告不达标，电动车存放楼道内，无精神文明宣传栏 70

泰祥社区 询问居民不耐心不热情 70

名门新筑 无市民公约，无公益广告，无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栏 50

益王府社区居委会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无核心价值观宣传；无开展活动记录；未成年活动场所没有管
理制度与工作记录；无开展活动记录。

81

海岱苑社区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社区家庭教育场所；开展活动无记录。 80

宝丽花园
无“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门口右侧4#楼1单元门口鲁
V7W920、鲁LCD185乱停放；小区门口内4个垃圾桶无盖；无居民公约；无精神文明创
建内容。

75

海天花园 无市民公约；无“讲文明树新风”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垃圾桶未分类。 85

超然社区居委会 家庭教育活动无记录；无未成年活动场所。 90

杨春社区居委会 活动记录时间不连续；家庭教育场所无管理制度和工作记录。 86

盛元名苑 无市民公约；3#楼、13#楼、14#楼垃圾桶外有垃圾；无社区居民公约。 85

金德花园
无“图说我们的价值观”；16#楼后侧垃圾池外有垃圾未清理；3#楼东侧有1处小广
告；1#楼后侧有2处树叶堆放；10#楼车库前鲁V3W28鲁VXV771乱停放；9#楼前鲁
G3L789乱停放；无社区居民公约；无精神文明创建内容。

70

向阳社区居委会 合格 100

现代社区居委会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未正常使用；未成年人活动场所环境卫生差。 88

中阳鑫源组团
最南侧楼东侧有2把破椅子堆放；门口左侧南第三座楼在单元楼内有4处小广告，鲁
V136S6在车库前乱停放；整个小区无消防设施。

87

鸿基花园
26#楼2单元有1处建筑垃圾；6#楼1单元、26#楼1单元张贴小广告哥1处；9#楼、10#楼
东侧有纸屑3处，11#楼下有花盆堆放；10#楼前绿化带内垃圾较多。

92

寒亭区

青州市

诸城市

寿光市

文明城市（县、区）测评情况统计表

奎文区

潍城区

坊子区

城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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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人民路社区居委会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未正常开放；无社区家庭教育场所；无未成年活动场所。 60

城里社区居委会 无未成年活动场所。 80

老市府家属院
公益广告只有1处；小区地面槐花较多；7#楼西侧3个垃圾桶无盖、1个垃圾桶损坏；
5#楼1单元有2辆自行车、2单元有2辆三轮车、3单元有物品堆放、4单元和5单元小广
告各1处；院内无消防设施，2个灭火器在库房内。

50

城里小区 无市民公约与居民公约；惠民超市门前有啤酒瓶堆放；垃圾桶未分类。 83

东栾社区居委会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装修阶段；家庭教育场所未挂牌子；无未成年人所活动场所。 88

梓潼社区居委会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无核心价值观；活动记录相对较少。 86

东栾小区
1#楼2单元后草皮内有一堆烂树叶、4单元草皮上有一堆干树枝、1辆三轮车停在草皮
上；7#楼后3个垃圾桶无盖、6#楼后1个垃圾桶无盖；无精神文明创建内容；楼道内无
灭火器。

89

东苑小区
无市民公约；9#楼西北角塑料垃圾一堆；9#楼1单元和2单元汽车、篷子占用公共场
地；小区垃圾桶较少；小区内无消防设施。

80

城关社区居委会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活动、未成年人活动记录不连贯（缺少2016年资料）。 90

利民社区居委会 室内公益广告相对较少；开展活动的记录较少。 95

名将花园
小区院内公益广告较少；9#楼前2个垃圾桶盖破损、1个垃圾桶倒扣着破损严重，整个
小区多数垃圾桶无盖；11#楼3单元1楼有1处小广告；6#楼4单元1楼有1处小广告。

75

刘辛戈庄
61#楼前塑料垃圾袋1个；54#楼下有啤酒瓶1堆、花盆5个；53#楼东侧绿化带内垃圾较
多。

90

吴家庙社区居委会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开展活动较少；未成年活动场所无管理制度、工作记录及活动记录 80

兴隆社区居委会 活动记录较少。 95

东苑小区
无市民公约和居民公约；无公益广告；无文明创建内容；无垃圾桶；无消防设备；1#
楼后侧小广告大约3平方米，院内有积水、树叶较多，两侧养兔笼、啤酒瓶杂物堆
放，1#楼2单元小广告2处，2#楼后侧小广告3处。

70

兴隆新村 无市民公约；无“讲文明树新风”；垃圾桶未分类。 88

安丘市

高密市

昌邑市

临朐县

城市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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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宝石城居委会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社区家庭教育场所管理制度。 85

永康社区居委会 活动记录不连续。 86

昌明社区 无市民公约；文体广场绿化带内垃圾较多；垃圾桶未分类。 85

锦伦天地 无公益广告；4#楼单元后2辆三轮车乱停放，3#楼5单元前6辆电动车停在门口。 80

河北社区服务中心 无综合服务文化中心，无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70

北海花园B区 无市民公约，公益广告不达标，无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栏 50

北海港社区 没有友善对待外来人员 90

西红旗家园 无市民公约，无公益广告，无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栏 50

向阳社区 合格 100

苏杭花园 无市民公约，无公益广告，无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栏 50

峡山区 盛棠小区 无市民公约，公益广告不达标，楼道存放电动车，无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栏 50

保税区 宝通社区 无未成年人活动场所 70

广文街道 合格 100

梨园街道 合格 100

北关街道 公益广告不达标 90

西关街道 合格 100

坊安街办 镇周围绿化带种菜，经营商铺门口脏乱，公益广告不达标 40

凤凰街道 公益广告不达标 85

杨家埠管委会 无宣传氛围，无公益广告 75

寒亭街道 合格 100

王府街道 街道两侧门店前乱停车现象严重；无公益广告。 80

云门山街道 小鸟、太子、艾玛电动车行占道经营；无公益广告。 80

密州街道
街道南侧商业街烟头、零碎纸屑较多；家乐旺、明旺、恒源超市门外堆放物品；无公
益广告。

85

龙都街道 两侧绿化带内、商业楼路面垃圾较多；龙都初级中学门口有肉夹馍1处；无公益广告 78

奎文区

潍城区

坊子区

寒亭区

青州市

昌乐县

高新区

诸城市

滨海区

经济区

城市社区

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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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圣城街道
金光街与迎宾路路口东南50米南侧“18678200830”小广告1处；此路口至金光街与古
槐路路口共4处公益广告；古槐路与金光街路南50米8个垃圾桶占用盲道。

84

人和街
人和街东侧电线裸露3处，东北角乱碎石块1处；计生委门前纸屑1处，财政统计站纸
屑2处；乱停车现象严重；公益广告较少。

90

新安街道 潍胜机械门前有6处店外经营；无公益广告。 80

兴安街道
好运来门前晾晒衣服，纸屑2处；东南侧胡同内有2处占道经营；街道两侧公益广告较
少。

80

朝阳街道
绿化带内有破损广告牌1个、破损垃圾桶1个，路东绿化带内外垃圾较多；一帆超市店
外经营；基本无公益广告。

83

密水街道
电信前花坛内有广告纸4处；街办东侧路面、绿化带内垃圾较多；张家火烧店外门前
晾晒食材；公益广告只有2处。

77

奎聚街道
交通街与奎聚路路西“新疆大盘鸡”广告牌倒地；瓦尔塔电瓶店前放置11块电瓶，进
行店外经营；“正源评估”门前有3辆电动车；交通街沪C2Z2F0、鲁V935Y鲁P981HC占
用盲道；4辆车乱停放。

70

都昌街道 政务服务中心门前绿化带内有建筑垃圾；街道东侧绿化带内垃圾较多。 80

东城街道
东环路与兴隆路路口西南角人行道有1处破损，小广场入口有烟头20多个，有树叶、
塑料袋、口罩等垃圾，东环路两侧人行道有烟头5处、纸屑1处，路面两侧小石子较
多；无公益广告。

65

城关街道 街道两侧乱停车现象严重；无公益广告。 80

宝城街道 无公益广告。 85

宝都街道 利民街西500米鲁G1G20、鲁V93567占用盲道；无公益广告。 78

清池街办 公益广告不达标，步行500米发现5处，为基本符合。 90

新城街道 公益广告不达标，圈占公共场地。 70

央子街道 公益广告不达标，步行500米发现少于4处，为不符合。 75

大家洼街道 公益广告不达标，步行500米发现少于4处，为不符合。 75

北城街道 公益广告不达标，步行500米发现4处，为基本符合。 85

双羊街道 公益广告不达标，步行500米发现4处，为基本符合。 85

太保庄街道 商户占道经营；公益广告不达标，步行500米发现5处，为基本符合。 65

岞山街道 商户占道经营；公益广告不达标，步行500米发现4处，为基本符合。 75

保税区 汶泉发展区 公益广告不达标，步行500米发现5处，为基本符合。 90

峡山区

昌乐县

高新区

滨海区

经济区

安丘市

高密市

昌邑市

临朐县

寿光市

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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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奎文区 樱园文化广场 合格 100

坊子区 凤凰广场 合格 100

寒亭区 寒亭区文化广场 管理亭堆放杂物，张贴小广告，公益广告不达标 60

青州市 东夷文化广场 广场入口处西边起第二根灯柱玻璃有破损。 90

诸城市 常山文博苑广场 广场无公益广告。 83

寿光市 人民广场
西南侧水池有3个小孩洗澡，有严重安全隐患；东侧水渠内有3处广告纸、电箱有小广
告1处、垃圾箱外有1处纸屑；西南侧路牙石有1人躺卧、广场西北角3人裸露上身打
牌；共有7处公益广告；

40

安丘市 青云山广场 共有6处公益广告,未发现未成年人公益广告。 83

高密市 文体广场 广场无公益广告；广场北侧1人躺卧；东南侧垃圾桶旁1处纸屑。 73

昌邑市 人民广场
西侧木桥桥面破损；西侧招财进宝宣传牌下绿化带7处塑料瓶、冷饮包装等垃圾、广
场西北角有1处纸屑、1处粪便；公共厕所异味大、有烟头、污垢，照明灯有破损；西
南角水面有大量藻类、树枝落叶；未发现未成年人公益广告。

60

临朐县 朐山滨河公园 广场无公益广告；鲁VLJ228违章停车。 80

昌乐县 海龙原著文化广场 垃圾桶旁边有一处纸屑；环卫车随意停放；共6处公益广告 73

峡山区 水中央公园 无公益广告，无未成年教育内容 80

市人防办 风筝广场 合格 100

市人民广场 合格 100

安顺广场 无关心未成年人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公益广告 80

奎文区 东苑公园 公益广告不达标 85

潍城区 自怡园 合格 100

坊子区 凤栖园 无文明旅游提示，无公益广告，环境不整洁 0

寒亭区 人口计生文化广场 环境不整洁 70

青州市 范公亭公园 只有1处公益广告。 85

诸城市 岔道口公园 无公益广告。 80

公共广场

市市政局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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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寿光市 仓圣公园
未发现文明旅游提示；门口北侧停车场有3处卫生纸、矿泉水瓶垃圾，停车场指示牌
下绿化带有1处纸杯、烟头；公园北侧健步走开始处北10米处树下有1处雪糕包装纸，
南侧垃圾桶外1处纸屑；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内容偏少。

50

安丘市 安丘植物园 台阶上有1处卫生纸，座椅旁边地面上有3处纸屑。 80

高密市 凤凰公园 美术馆北侧台阶1处烟头。 90

昌邑市 北海公园
未发现文明旅游提示；门口外侧有1处卫生纸、1处烟头、门内左侧台阶有广告传单1
处；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内容偏少；3人在路中央踢毽子；环卫推车、工具在路边
随意停放。

60

临朐县 朐山公园 未发现文明旅游提示；未发现公益广告。 50

昌乐县 西湖公园 合格 100

高新区 浞水公园 无文明旅游，公益广告不达标 60

滨海区 滨海广场 无文明旅游，无公益广告 30

经济区 白浪河公园 无文明旅游，公益广告不达标 60

峡山区 水中央公园 合格 100

白浪绿洲湿地公园 公益广告不达标，无文明旅游提示 80

北辰公园 无文明旅游提示，公益广告不达标 60

潍坊市植物园 合格 100

人民公园 合格 100

胜利街与鸢飞路东200米路北建筑
工地

合格 100

文化路胜利路口西南文翠苑西100
米路南建筑工地

公益广告不达标 0

东风街（清平路-长松路）上城国
际

合格 100

卧龙街与向阳路口南300米路东建
筑工地

无公益广告 0

长宁街与潍州路口建筑工地 合格 100

双羊街与祥凤路西北侧天同第五大
道

公益广告不达标 0

市国资委

市市政局

奎文区

潍城区

坊子区

公园

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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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民主街与渤海路交叉口东200米路
南建筑工地

合格 100

杨家埠居委会驻地东侧建筑工地建
筑工地

无公益广告 0

旭景园 公益广告占围挡30%。 30

尧王洋溪花林 无公益广告。 0

大源枫香小镇 无公益广告。 0

繁华新城 公益广告占围挡15%。 15

延庆寺社区 无公益广告。 0

新城明珠 公益广告占围挡20%。 20

大华中央花园 合格 100

大华中央城 无公益广告。 0

菲达广场 合格 100

梓潼家园 合格 100

公园道一号 合格 100

美澳嘉苑 合格 100

桂花园 无公益广告。 0

朐阳学校 无公益广告。 0

龙脉花园 无公益广告。 0

太阳城 合格 100

金马路卧龙街西北角昌大建筑工地 合格 100

东方路卧龙街西北角高新建设集团 合格 100

珠江西街与北海路交叉口西南角建
筑工地

合格 100

北海路香江二街南200米路东弘润
金茂府

无公益广告 0

高新区

滨海区

高密市

昌邑市

临朐县

昌乐县

青州市

诸城市

寿光市

安丘市

寒亭区

建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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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民主街向阳路交叉口东北角潍坊栋
海热力有限公司建筑围挡

合格 100

民主街向阳路东200米路南荔水湾
1#楼

建筑围挡无公益广告 0

峡山街与怡峡街凤栖尚街 合格 100

峡山街与潍峡路口星河湾工地 合格 100

樱前街高二路口建筑工地 无公益广告 0

樱前街与高七路龙景佳苑 合格 100

胜利街（虞河路-潍州路） 电动车自行车行人未各行其道，路边商户有占道经营，有圈占公共停车位 60

东风街（四平路-鸢飞路） 公益广告不达标，行人电动车乱行驶 80

东风街（向阳路-永安路） 行人，非机动车乱行驶 90

胜利街(和平路-月河路) 合格 100

双羊街(凤山路-祥凤路) 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人电动车随意行驶，周边商户占道经营，路口商贩占道经营 60

凤凰大街(郑营路-凤山路) 公益广告不达标，电动车随意抢占机动车道，行人乱穿马路 80

民主街(海龙路东500米) 非机动车乱行，卫生脏乱差，占道经营，圈占公共车位 50

通亭街(丰华路通亭街西500米) 商贩谩骂吵架，非机动车乱行 80

驼山中路（前营子大街-凤凰山西
路）

主干道未发现公益广告；3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1行人1辆电动车乱穿马路；1辆电动
车和摩托车逆行；主干道两侧辅道绿化带内3处纸屑；鲁GQ332S违章停车

65

凤凰山东路（驼山南路-玲珑山南
路）

主干道未发现公益广告；3辆摩托车和电动车走机动车道；1辆电动车乱穿马路；3辆
电动车逆行；东夷广场对面绿化带内2处纸屑；鲁VQ778H违章停车。

65

人民路（龙都街-龙源街）
主干道未发现公益广告；15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3人乱穿马路；1辆电动车逆行；2
处小商贩占道经营

70

兴华东路（府前街-东关大街）
主干道未发现公益广告；1电动车走机动车道；1电动车逆行；睿泽托管中心门前电动
车占用盲道；济南眼镜店门前1出纸屑；紫藤花园路口处小商贩占道

70

建筑工地

主次干道

寒亭区

青州市

诸城市

保税区

奎文区

潍城区

坊子区

经济区

峡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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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农圣街（金海路-圣城东街）
看到5处公益广告等作品；1人翻越护栏横穿马路；车牌为鲁GE976l、鲁G5T351车辆逆
行；1辆电动车、1辆三轮车逆行；金海路农圣街路口西北角人行道路面破损；圣城东
街与金海路路口西北侧绿化带纸屑1处、烟头1处、售房海报1处；2处三轮车占用盲道

55

圣城街（渤海路-石马路）

看到7处公益广告等作品；1人翻越护栏横穿马路；共有4处占用盲道、手机卖场门口
盲道2处破损；金玉良缘珠宝城门口西侧有2处纸屑、1处矿泉水瓶、1处烟头；1辆自
行车、2辆电动车逆行；石马路路口南侧东50米垃圾箱有黄色广告1处；鲁G1258B、鲁
G090M8路边随意停车占用非机动车道。

50

商场路（永安路-兴安路）
主干道未发现公益广告；5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2辆电动车乱穿马路；1辆电动三
轮车闯红灯且逆行；鲁GN6866,鲁G9765R占压盲道；三菱重工空调门前1处泡沫垃圾，
章光101门前东侧1处污水；全城热恋摄影门前占道经营。

50

青云山路（新安路-文化路）
主干道未发现公益广告；2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1辆电动车乱穿马路；1辆电动车逆
行。

75

凤凰大街（利群路-健康路）
主干道发现1处公益广告；1电动车走机动车道；鲁VG622X,纳兰会所门前10辆电动车
占用盲道；浦本造型门前1处烟头，包婆婆门前垃圾桶倾倒占压人行道；赛维干洗店
占道经营。

70

人民大街（顺河路-昌安大道）
主干道未发现公益广告；5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1人乱穿马路，1辆电动三轮逆行；
脆皮炸鸡门前6辆电动车占压盲道，鲁G8H601占压盲道；天吉手足皮肤健康门前花坛1
处西瓜皮；苏州街手机卖场占道经营；梦金园门前东侧消防栓上1处小广告。

60

平安街（文昌南路-奎聚路）
看到8处公益广告等作品；1人横穿马路；4辆三轮车、1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1辆
电动车逆行；4人骑电动车时单手打电话或者玩手机；东侧路面有办证广告；奎聚路
路口3个行人闯红灯；路北桥西侧绿化带有塑料袋、纸屑、烟头1处。

70

北海路（利民街-新村街）
看到8处公益广告等作品；2人横穿马路；4辆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2辆电动车占用盲
道；人民医院东门门口两侧大量建筑垃圾、树枝树叶；京QV2Y9冀D885NL占用盲道；
利民街路口5个隔离桩损毁。

60

骈邑路（新华路-兴隆路）
主干道共发现2处公益广告；3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2辆电动车逆行；阳光水岸南侧
盲道被车辆全部占压。

75

兴隆路（骈邑路-民主路）
主干道未发现公益广告；1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1辆电动车乱穿马路，2行人过马路
不走人行横道；碧中海东侧盲道全部被车辆占压；万家乐超市占道经营。

65

宝昌路（利民街—恒安街）
主干道未发现公益广告；京E65002，鲁VDQ033,鲁G99601,鲁GMA255占用盲道；乐多福
超市门前南侧一处建筑垃圾。

80

昌盛街（湖滨路-新昌路） 主干道未发现公益广告；4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道路南侧一辆电动三轮占用盲道。 80

主次干道

临朐县

昌乐县

安丘市

高密市

昌邑市

寿光市

— 12 —



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健康街（金马路-潍县中路） 合格 100

福寿街（东方路-潍县中路） 公益广告不达标，行人非机动车乱行驶，车辆逆行 60

央子街道主路（香江二街向北1000
米）

无公益广告，沿街商铺店外经营 80

北海路（新沙路-香江二街） 无公益广告，行人非机动车逆行，路边违章逆停 50

玄武街（虞河路-北海路） 行人非机动车乱穿马路 45

民主街（月河路-鸢飞路） 公益广告不达标，行人非机动车乱行，横穿马路 40

兴峡路（峡山街-峡寿街） 合格 100

峡寿街（兴峡路-繁峡路） 公益广告不达标，步行300米只发现1处。 80

高新二路（健康街-樱前街） 行人非机动车乱行 90

樱前街（高二路-高六路） 公益广告不达标，行人非机动车乱行 80

奎文区
泰华中兴街(中兴街与东风街交叉

口往南150米)
无公益广告，随地吐痰，环境不整洁，占道经营，乱张贴 65

潍城区 胜利街(和平路-向阳路) 随地吐痰，公厕有异味 90

坊子区
坊子百货大楼(北海路长宁街路口

西200米至400米)
无公益广告，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环境不整洁，占道经营，乱张贴 70

寒亭区 寒亭佳乐家 无公益广告，随地吐痰，占道经营 85

青州市
云门山北路（王府西街-范公亭西

路）
商业街未发现公益广告；5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1辆电动车乱穿，5辆电动车逆行；
王府大药房南侧路边1处塑料垃圾；鲁V911F9违章停车，鲁V5G850,鲁VV757J占压盲道

60

诸城市 东关大街（兴华东路-人民东路） 商业街未发现公益广告；1电动车走机动车道；凯心造型北侧电动车占用盲道。 75

寿光市 渤海路（文庙街-金光街）
只发现3处公益广告；1辆自行车横穿马路，1辆三轮车闯红灯；外婆桥门口盲道被绿
化苗木隔断；鲁VMQ053逆行；西侧公交站牌地面1处纸屑、站牌后塞塑料袋、站牌南
侧树下冷饮包装纸1处；

65

安丘市 潍安路商业街
商业街未发现公益广告；2辆自行车，4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中国体育彩票门前1处
纸屑；鲁V4J396,鲁G4K700,鲁G49584,鲁KF339占压盲道；永乐超市，东鹏超市占道经
营。

60

高密市 凤凰大街（利群路-顺河路）
商业街未发现公益广告；10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鸿阳大药房门前路口西侧1出纸
屑；美神国际门前1处建筑垃圾。

65

主次干道

商业大街

经济区

峡山区

保税区

高新区

滨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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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昌邑市 利民街（天水路-北海路）

共发现6处公益广告，内容未包含讲文明树新风；2个行人、1辆电动车横穿马路；肯
德基东侧门口地面散落传单；鲁V181WGY711路边随意停车占用非机动车道、7辆电动
车占用盲道；全福元停车场入口处地面有1处冷饮包装纸1处、烟头1处；1儿童路边小
便；

60

临朐县 民主路（朐山路-山旺路）
商业街未发现公益广告；1电动车走机动车道；2行人乱穿马路；艺佳窗帘门前1处建
筑垃圾；卞家火烧，天天水果店占道经营。

55

昌乐县 恒安街（新昌路-文化路）
4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3人翻越隔离栏，1电动车乱穿马路；特步门前垃圾箱前1处污
水；鲁GC798T路边违规停车，鲁GC0S53占盲道；商业街未发现公益广告。

55

高新区 谷德广场西侧(新城西路) 公益广告不达标，乱扔杂物，随地吐痰，环境不整洁，占道经营 75

滨海区 海源街(万家福门前) 无公益广告，随地吐痰，环境不整洁，占道经营，乱张贴 65

经济区
乐川街(乐川街与文化路路口向北

100米)
无公益广告，车窗抛物，随地吐痰，环境不整洁 70

峡山区 峡山佳乐家前(峡瑞街-峡寿街) 无公益广告，车辆行人未能各行其道，占道经营 80

行政街(鸢飞路与行政街交叉口西
100米)

路面不平整，占道经营 85

民生街(鸢飞路与民生街交叉口西
200米)

排水设施不完善，占道经营 85

北马街(北马道街与向阳路路口) 路面不平整 90

东大街(东大街与月河路路口) 装灯率不达标，环境不整洁，占道经营 80

郑营路(北海路口向东300米) 占道经营，车辆停放无序 70

恒安街(北海路口向西100米) 占道经营，车辆停放无序 70

海天路(益新街海天路向南200米) 环境不整洁，占道经营，车辆停放无序 65

帝都街(海龙路-海天路) 环境不整洁，占道经营，车辆停放无序 65

政法街（凤凰山东路-柳行街）
小到电动车北侧1处建筑垃圾；精品童装，烟酒百货礼品超市，春雨油坊，军马场酒
直销处，丰裕烟酒商行占道经营。

80

冠街（凤凰山东路-心寺街）
元宝饺子门前路边1处生活垃圾；东夷宠物店，田松百货超市，大成超市，佳禾果品
占道经营。

80

张择端路 于记朝天锅门前1出纸屑；花之恋门前小商贩占道经营。 70

基建巷 国栋烧烤火锅店占道经营；鲁V3V365,鲁G3J312，鲁GZ2136路边违规停放。 65

商业大街

背街小巷

奎文区

潍城区

坊子区

寒亭区

青州市

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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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公园街（银海路-幸福路）
中国电信、梦幻网咖门口路面各有1处破损；博艺汽车养护会所将工具悬挂在绿化苗
木上；博艺汽车养护会所对面路灯杆有1处小广告、杆下1处烟头；德源汽贸丁字路口
有1处矿泉水瓶，云美超市门口绿化带电线裸露；一处电动车、三轮车占用盲道。

85

龙泉街（渤海路-迎宾路）
东升门口路面有1处破损；渤海路路口北侧停车区有1处粪便，路口北侧下水道口污垢
多，有异味；诚信修车铺占道经营；鲁VA590W占用盲道。

80

健康路（永安路-兴安路） 旭日兽药门前西侧1处建筑垃圾。 75

人民路（永安路-建安路）
诚晨商店西侧1处污水；阳光书店占道经营，祥源百货超市占道经营；鲁VX757N路边
违章停放。

50

祥云路 道路西侧1处树枝散落路边；无该路段设有路灯。 70

福东路（康成大街-花园街） 路面有4处纸屑和三个烟头。 85

育新街（北海路-天水路）
天水路口西20米处树下烟头1处、50米路北有约30米塑料泡沫碎屑散落，100米处有冷
饮包装纸1处；3辆三轮车占用盲道、鲁VY779R占用盲道；200米路北侧2人占道发广告
传单，250米路南有1处粪便。

70

新村街（北海路-天水路）
2人骑电动车打电话；极味鸭脖东侧有建筑垃圾1处；东方娃娃服装店门口树下1处粪
便、1处烧纸、1处烟头；姐妹烧烤占用盲道、洪福烧烤灯箱占用非机动车道；鲁
GUQ0554停车占用盲道。

70

第二街（兴隆路-永兴街） 路边下水道旁1处生活垃圾；鲁GT126N路边违章停放。 80

新华路（骈邑路-滨河西路） 莱茵名都西侧1处建筑垃圾；青岛崂特啤酒占道经营。 80

站前街（新昌路-文化路） 老张瓜果蔬菜店门前1处纸屑；兴隆超市门前4个鸟笼占道；鲁GH387占道停放。 50

顾城街（利民街-孤山街） 世丰元超市门前西侧1处杂物胡乱堆放；鲁VCX737违规路边停放。 65

民安巷(蓉花路-广通路) 合格 100

樱花巷(福寿街向北200米) 合格 100

禧源路(长江西街-创新街) 环境不整洁，占道经营，车辆停放无序 60

昊海大街(海港路-海川路) 占道经营，车辆停放无序 80

友谊路(友谊路与民主街路口向南
50米)

路面不平整，排水设施不完善，车辆停放无序 80

永兴街(永兴街与友谊路西北角) 占道经营，车辆停放无序 80

环湖路(环湖路与峡山街西150米) 占道经营 80

兴峡路(兴峡路与峡寿街南100米-
300米)

环境不整洁，车辆停放无序 75

保税区 高三路(健康街向南300米) 车辆停放无序 90

背街小巷

寿光市

安丘市

高密市

昌邑市

临朐县

昌乐县

高新区

滨海区

经济区

峡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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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胜利街虞河路路口 电动车行人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 50

东风街文化路路口 电动车行人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闯红灯 50

东风街文化路路口 非机动车道逆行 50

胜利街文化路路口 非机动车道逆行 70

东风街新华路路口 非机动车乱占道电动车逆行，10分钟6次以上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乱穿马路 40

胜利街新华路路口 合格 100

胜利街和平路路口 合格 100

东风街向阳路路口 合格 100

福寿街与怡园路路口 部分非机动车逆行或走斑马线 70

福寿街永安路路口 自行车闯红灯 70

福寿街向阳路路口 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10分钟内有5次行人闯红灯穿马路现象 60

福寿街与月河路路口 10分钟内6次以上行人和非机动车闯红灯乱穿马路 70

凤凰街龙山路口 电动车行人占用机动车道，行人电动车闯红灯。 30

双羊街郑营路口 电动车行人占用机动车道，行人电动车闯红灯。 30

龙山路与崇文街路口 机动车闯红灯、非机动车和行人逆行、乱穿马路 50

北海路崇文街路口 电动车摩托车闯红灯、自行车未行其道机动车闯红灯 50

凤凰大街与龙山路路口 电动车、摩托车逆行，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 40

凤凰大街与凤山路路口 电动车、摩托车闯红灯、逆行、行人乱穿马路 40

通亭街丰华路路口 交通路口停电，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闯红灯 40

通亭街友谊路路口 非机动车闯红灯，行人闯红灯 70

渤海路民主街路口 闯红灯4次、行人未行其道、非机动车和行人逆行自行车闯红灯 50

丰华路民主街路口 行人未行其道、行人和自行车闯红灯 50

丰华路益新街路口 非机动车和行人占机动车道行驶、行人车辆闯红灯乱穿马路 40

幸福路益新街路口
非机动车和行人占机动车道行驶、行人车辆闯红灯乱穿马路。有信号灯无电子监控探
头

30

交通路口

坊子区

寒亭区

奎文区

潍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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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益王府南路与圣水路十字路口
1辆自行车横穿马路，1辆自行车、1辆摩托车、1辆电动车闯红灯，1辆三轮车闯过停
车线。

80

凤凰山东路与海岱中路十字路口 2辆摩托车、4辆电动车、1辆自行车闯红灯，2辆电动车乱穿马路。 85

海岱中路范公亭东路
20人次以上电动车走机动车道；40人次以上电动车行人闯红灯，鲁GC8C85闯红灯；有
监控探头无明显标识。

0

王府街与玲珑山路 电动车闯红灯3次逆行1次，三轮车行人闯红灯各1次；南北方向无监控设施。 30

范公亭东路与云门山南路交叉口
2辆电动三轮车、1辆电动车占人行横道； 1辆电动车占机动车道 ；6辆电动车、1辆
摩托车闯红灯； 1辆电动车逆行 。

30

云门山北路与尧王山东路
9辆电动车、1辆摩托车、1辆自行车闯红灯； 3辆摩托车逆行； 1辆电动车、4位行人
横穿马路。

60

繁华东路与东关大街十字路口 2辆摩托车、4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3辆电动车斜穿马路。 80

龙源街与繁华西路十字路口 2辆三轮车占用机动车道；3辆电动车、1辆货车闯红灯；1辆电动车横穿马路。 75

南环路龙都街 1行人3辆电动车乱穿马路，3辆电动车闯红灯；路口有监控探头无明显标识。 30

南环路与西环路 鲁L36120黄牌越过停车线，三轮车闯红灯1次。 80

滨河西路与大舜街交叉口
2辆电动车占机动车道 ；1辆电动三轮车占人行横道 ；2辆电动车逆行； 1辆电动车
、1辆三轮车闯红灯。

55

繁荣西路与龙都街交叉口
7辆电动车、1辆三轮车占人行横道； 3辆电动车占机动车道； 2辆电动车逆行； 1辆
电动车闯红灯 ；1辆电动车、1辆自行车斜穿马路。

55

迎宾楼与金光街十字路口 三轮车、自行车、电动车10人次闯红灯。 65

圣城东街与尧河路十字路口 1辆电动车斜穿马路；5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 80

圣城街与银海路路口
2辆三轮车占用机动车道，1行人走机动车道斜穿路口；1辆电动车、4名行人闯红灯、
横穿马路；电子监控未发现明显标识；路口西北侧绿化带有瓶盖1处、塑料袋1处；南
侧人行道有烟头1处。

60

银海路新兴街路口 行人、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3行人乱穿马路 75

渤海路与圣城街交叉口 有6人次闯红灯现象。 80

银海路与健康街路口 1辆自行车逆行；4辆电动车闯红灯；2辆电动车占机动车道。 75

潍安路与人民路十字路口 1辆汽车、1辆电动车红灯左转，7辆自行车、电动车和2行人闯红灯。 60

永安路与商场路十字路口 2辆电动车、1行人乱闯马路，2辆电动车闯红灯。 85

交通路口

寿光市

青州市

诸城市

安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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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永安路潍徐南路 10人次电动车逆行且走机动车道，3人乱穿马路；40人次以上电动车闯红灯。 30

人民路与兴安路 1电动车逆向行驶，3行人、2电动车闯红灯。 50

商场路与兴安路交叉口
10辆电动车、2辆电动三轮车、1辆摩托车占用人行横道； 1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车
道； 13辆电动车、8辆自行车逆行 ；4辆电动车、3辆电动三轮车、1辆摩托车闯红灯

30

商场路与潍安路交叉口
6辆电动车、1辆自行车占人行横道； 1辆电动车占机动车车道； 14辆电动车、1辆电
动三轮车、1辆自行车逆行 ；6辆电动车、1辆电动三轮车闯红灯 。

30

康城大街与晏子路十字路口 2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5辆电动车闯红灯；2辆汽车、1辆电动车跨双黄线拐弯。 90

凤凰大街与梓潼路十字路口 4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1辆电动车逆行；2辆电动车闯红灯。 82

凤凰大街利群路口 2行人乱穿马路；11人次电动车闯红灯；有监控探头未发现明显标识。 0

夷安大道镇府街路口 行人、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1行人乱穿马路，3行人闯红灯，3辆电动车逆向行驶 35

凤凰大街与夷安大道交叉口
6辆电动车占用人行横道 ；1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车道 ；4辆电动车、1位行人闯红灯
；2辆自行车逆行。

35

康城街与夷安大道交叉口
7辆电动车、1辆三轮车、1辆自行车占人行横道 ；1辆电动车、1辆自行车、1位行人
闯红灯。

50

文昌南路与平安街十字路口 1辆汽车越黄线右拐弯；4辆电动车、1辆自行车闯红灯。 75

平安街与北海路十字路口 1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1辆摩托车闯红灯。 85

利民街与建设路路口
南北道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车混杂，1行人走机动车道斜穿路口；1辆电动车闯红灯
、2辆电动车和1名行人横穿马路；电子监控未发现明显标识，交通灯未区分直行和左
拐，存在安全隐患;鲁GYl713占用盲道。

60

利民街北海路口 行人、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2行人乱穿马路，1电动车1自行车闯红灯。 75

利民街与天水路路口 2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车道； 1辆电动车逆行； 1名小学生骑自行车闯红灯。 75

天水路与交通街路口
2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车道； 1辆电动车占用人行横道； 在路口西博爱医院门前有8
辆机动车占用盲道鲁G3258V.鲁GY988S.鲁VR216H.鲁G9438.鲁GY5186.鲁VZM786.鲁
G0367Q.鲁VYV399； 1辆摩托车闯红灯； 1位行人闯红灯； 1辆电动车逆行。

50

东环路与兴隆路十字路口
1辆电动三轮车占用机动车道；1辆电动车、1行人乱闯马路，1辆电动车、1行人闯红
灯。

70

站前街与朐山路十字路口
1行人占用机动车道；6辆电动车、1辆摩托车、1辆自行车闯红灯，2辆摩托车、1辆电
动车乱穿马路。

78

临朐县

高密市

安丘市

昌邑市

交通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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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民主路山旺路 5辆以上电动车走机动车道；20人次以上电动车行人闯红灯。 30

民主街山旺路 电动车自行车占用机动车道行驶6次以上；电动车闯红灯5次，摩托车1次，行人1次。 30

沂山路与骈邑路交叉口
4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车道 ；2辆电动车1辆三轮车占用人行横道 ；2辆电动车闯红
灯； 3辆电动车逆行； 1辆电动车穿马路。

30

南环路与骈邑路交叉口
3辆电动车、1辆摩托车占用机动车车道； 4辆电动车、1辆电动三轮车、1辆机动车占
用人行横道 ；1辆自行车逆行 ；1位行人、1辆电动三轮车闯红灯； 1辆电动车、1位
行人穿马路。

30

新城街道与新昌北路十字路口 1行人、1辆电动车横穿马路，3辆电动车、1辆摩托车闯红灯。 83

利民街与文化路十字路口 1辆电动车占用机动车道；1辆自行车、1行人闯红灯，3辆自行车越过停止线等红绿灯 79

恒安街文化路口 1辆电动车走机动车道；19人次电动车闯红灯；路口有交通探头但未发现明显标识。 0

利民街与新昌路路口 1行人乱穿马路，1行人闯红灯。 80

新昌路与恒安街交叉口
1辆电动车、2辆电动三轮车占人行横道 ；2位行人、1辆电动车闯红灯； 2辆电动车
逆行。

60

恒安街与方山路交叉口 1辆电动三轮车、2辆电动车占用人行横道 ；2位行人穿马路。 70

福寿街东方路路口 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 70

健康街潍安路路口 非机动车行人闯红灯，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 50

潍安路与健康街路口 非机动车逆行，占压斑马线，10分钟内6次以上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 50

永春路与健康东街路口 非机动车逆行，占压斑马线，10分钟内6次以上行人闯红灯乱穿马路 50

福寿街与东方路路口 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人、电动车三路车闯红灯乱穿马路 50

福寿街金马路路口 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人、电动车三路车闯红灯乱穿马路 50

北海路珠江西街路口 行人电动车闯红灯 70

北海路青年街路口 行人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行人闯红灯 50

北海路与渤海大街路口 合格 100

珠江西街与北海支路路口 合格 100

新华路玄武街路口 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 50

月河路泰祥街路口 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 50

友爱路与泰祥街路口 闯红灯2次 80

昌乐县

高新区

滨海区

临朐县

经济区

交通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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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经济区 月河路与泰祥街路口 闯红灯2次 80

峡山大街兴峡路口 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 50

兴峡路峡瑞街路口 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 50

兴峡路与峡寿街路口 电动自行车未行其道、闯红灯9次 40

康峡路与峡寿街路口 非机动车道等占压盲道机动车自行车闯红灯10次 40

峡瑞街与兴峡路路口 非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逆行，行人乱穿马路 40

峡寿街与兴峡路路口 合格

保税区 高新二路樱前街路口 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 100

青州市 青州汽车站
无投诉处理记录； 在候车室内，有10处车票纸屑垃圾 ；新起点网吧未亮证经营；
无无障碍设施。

70

诸城市 诸城汽车总站 投诉处理记录没有处理内容 ；有1位旅客躺卧在公共座椅上； 在车站门口有2处烟头 80

寿光市 寿光汽车站 车站门口有多处塑料、烟头垃圾 ；有1位旅客躺卧在公共座椅上。 90

安丘市 安丘汽车站 无障碍设施上锁. 90

高密市 高密新汽车站 高密旅行社未亮证经营；无障碍设施上锁。 85

昌邑市 昌邑汽车站 无文明旅游提示 ；检票口人员有吃零食现象； 厕所有无障碍设施，但是有台阶。 80

临朐县 临朐汽车总站
无公益广告 ；正门口有近20处小广告； 乘客在车上往外扔零食垃圾 ；在乘车处附
近发现较多烟头 ；无障碍设施上锁。

75

昌乐县 昌乐汽车站 无文明旅游提示；无障碍设施上锁。 85

市交通局 潍坊市汽车总站 有随地吐痰现象、垃圾清运不及时，厕所有异味。 85

K1路（义乌小商品城-东门） 无乘车车票。 95

K2路（东门-中心医院） 无乘车车票。 95

5路（邱家庄子社区-中粮宾馆）
车身或车内未发现公益广告；公交站点未刊播公益广告；司乘人员未佩戴服务证件；
未按规定报站点名称；无乘车车票。

50

13路（中粮宾馆-华宇家具）
车身或车内未发现公益广告；公交站点未刊播公益广告；车内地面有3处垃圾；司乘
人员未佩戴服务证件；未按规定报站点名称；无乘车车票。

40

寿光市 环1路（日报社-招商证券）
未发现车内张贴投诉监督电话；司乘人员未佩戴服务证件；未按规定报站点名称；无
乘车车票。

70

汽车站

青州市

诸城市公交线路

交通路口 峡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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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寿光市 9路（妇幼保健院-古槐社区）
未发现车内张贴投诉监督电话；司乘人员着装不规范、未佩戴服务证件；银座商城、
农业银行未到站停靠；无乘车车票。

70

8路（建设银行-科委）
车身或车内未发现公益广告；司乘人员未佩戴服务证件；未按规定报站点名称；无乘
车车票；公交站点公益广告不明显。

60

2路（科委-武装部） 司乘人员未佩戴服务证件；无乘车车票；公交站点公益广告不明显。 65

8路（方圆美墅-华振公司） 车内地面有2处纸屑；司乘人员未佩戴服务证件；无乘车车票。 80

10路（华振公司-梨园) 司乘人员未佩戴服务证件；未按规定报站点名称；无乘车车票。 80

3路（维客利广场-建筑公司）
老幼残孕座位及后门处有污水1处；司乘人员未佩戴服务证件；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告位置不明显。

70

6路（维客利广场-东利商城）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位置不明显，东利商城站公益广告被遮挡；司乘人员着装不规
范、未佩戴服务证件；无乘车车票；东利商城北侧公交站有1处办证广告、东侧绿化
带有1处粪便。

50

103路（朗晖.朐山国际-临朐大酒
店）

车身或车内未发现公益广告；司乘人员未佩戴服务证件；公交站点只有两站有公益广
告；无乘车车票。

70

1路（临朐大酒店-骨科医院）
车身或车内未发现公益广告；公交站点只有两站有公益广告且不明显；司乘人员未佩
戴服务证件；无乘车车票。

70

1路（保险公司-现代城） 公交站点未刊播公益广告。 85

3路（阳光佳苑-实验中学）
车身或车内未发现公益广告；公交站点未刊播公益广告；车内座椅底下有2处卫生
纸；司乘人员未佩戴服务证件；未按规定报站点名称。

40

潍坊市区环16路 合格 100

潍坊市区5路 乘客不排队上下车 85

鲁V7Q078 未主动出具发票，给了其他日期的发票。 90

鲁VUU937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VUT322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Q5828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Z5180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Z6052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Z6295 未出具发票；开车打电话。 70

鲁GZ6157 未主动出具发票；拼客。 80

昌乐县

青州市

诸城市

市交通局

安丘市

公交线路

高密市

昌邑市

临朐县

出租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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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鲁GST272 未主动出具发票，给了其他日期的发票。 90

鲁GE088G 没有服务卡；未主动出具发票。 70

鲁GGE107 未主动出具发票；车内抽烟，未系安全带。 70

鲁GET381 为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4T086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VNT990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V4T007 未主动出具发票；开车打电话。 70

鲁V4T931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VG168V 未出具发票。 90

鲁VG222V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GK205 未出具发票。 90

鲁GWT352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Y5729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Y5728 未出具发票，索要后没有发票；未系安全带。 70

鲁GYT920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Y8985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CT076 未主动出具发票；未系安全带。 70

鲁VLT958 未主动出具发票；开车打电话、未系安全带。 70

鲁G7751L 未主动出具发票，给了其他日期的发票；未系安全带。 70

鲁VLT869 未出具发票；未系安全带；闯红灯。 50

鲁VCT085 未主动出具发票。 90

鲁G9T025 未主动出具发票，给了其他日期的发票 。 90

鲁VCT062 开车打电话。 80

鲁G9T673 合格 100

昌乐县

寿光市

安丘市

高密市

昌邑市

临朐县

出租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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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鲁GT2893 合格 100

鲁GT0735 合格 100

鲁GT2837 合格 100

鲁GT2281 合格 100

奎文区
奎文区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站
合格 100

潍城区
潍城区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

站
合格 100

坊子区 无 0

寒亭区 无 0

青州市 青州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周末假期无值班。 100

诸城市 诸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 合格 100

寿光市 寿光未成年心理健康辅导站 没有电话。 75

安丘市
安丘市青少年心理健康校外辅导站

（银杏社区）
合格 100

高密市 宝德书院 合格 100

昌邑市 昌邑市未成年人心理辅导站 周末假期无值班。 100

临朐县
临朐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朐

山医院）
无心理健康辅导员名单； 没有未成年人专门的记录。 70

昌乐县
心理咨询室（城关街道社区服务中

心）
合格 100

市教育局 潍坊市心理健康辅导站 合格 100

飞鹏网咖 上网登记表无日期 95

新浪网吧 合格 100

天翔网路会所 合格 100

万佳伊人网路 合格 100

啡渡网咖 合格 100

红船网咖 合格 100

潍城区

坊子区

市交通局

校外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

辅导站

奎文区

出租汽车

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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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星鱼电竞 没有未成年人禁入的警示牌、无营业证、没有上网人员登记等 25

顺达网咖 未登记上网日期 95

长虹网吧 无未成年人禁入的警示牌；6人桌上摆着烟和火机。 75

古城网吧 4人桌上摆着烟和火机。 90

蓝高速网吧 桌上摆着烟和火机。 90

兄弟网咖 桌上摆着烟和火机。 90

咆哮红浪网咖 门外有烟头2处；有1人在网吧内吸烟；3人电脑桌旁放置烟盒打火机。 80

时光网咖 门外有烟头、烟盒垃圾2处；楼梯有1人吸烟。 85

兴隆网咖
无在网吧门口活直接清晰可见的位置设置“未成年人不得进入”标志；网吧内有3人
在电脑桌旁防止烟盒、打火机。

65

零点网吧 网吧内有3人在电脑桌旁防止烟盒、打火机。 90

众合网吧 网吧内有2人在电脑桌旁防止烟盒、打火机；店内销售打火机。 80

梦幻网络杨氏网吧
无在网吧门口活直接清晰可见的位置设置“未成年人不得进入”标志；网吧门口有烟
盒等大量垃圾；网吧内有2人在电脑桌旁防止烟盒、打火机，网吧内无禁烟标志。

60

爱尚网咖 店内地面有烟头3处；有1人在网吧内吸烟；网吧周围环境脏乱差。 80

大唐网络会所 门外有烟头2处，烟灰缸内堆满烟头；有1人在网吧内吸烟；网吧内有3人赤裸上身。 70

网游部落会所 网吧内有1人吸烟 90

万佳网络文化园 合格 100

蓝元网吧 桌上摆着烟和火机；网吧内有1人吸烟。 80

网遇网咖 桌上摆着烟和火机；网吧内有1人吸烟。 80

开心网咖 合格 100

吉祥鸟网咖 合格 100

领域网咖 未成年人禁入警示牌不明显 75

暴风网咖 未悬挂营业证 75

经济区 洲际网咖 合格 100

佳乐家6号网咖 无悬挂营业证、无身份证登记、未成年人禁入警示牌不明显 25

天天网咖 悬挂营业证、无身份证登记、没有未成年人禁入警示牌 25

临朐县

昌乐县

诸城市

高新区

滨海区

峡山区

寿光市

寒亭区

青州市

昌邑市

高密市

安丘市

网吧

— 24 —



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坊子区 坊子图书馆 没有向社会免费开放的公示牌、没有学雷锋志愿站点等 40

寒亭区 寒亭图书馆 合格 100

青州市 图书馆 无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 80

诸城市 图书馆 无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 80

寿光市 图书馆 进入需要办卡，办卡需交100元押金，此情况未在显著位置标明。 90

安丘市 图书馆 无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 80

高密市 文化馆 合格 100

昌邑市 文化馆 合格 100

临朐县 文化馆 无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 80

昌乐县 昌乐蓝宝石博物馆 合格 100

市博物馆 合格 100

市图书馆 合格 100

市文化馆 不对外开放，无相关内容 0

市美术馆 无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 80

奎文区 南下河市场 部分摊户占道经营、无亮证经营 90

潍城区 南门农贸市场 潍坊美城外贸鸡产品直营店未亮证经营、个别摊位占道经营 96

坊子区 凤凰商贸城 部分摊户无亮证经营、占道经营，无投诉机制，公共厕所保洁不及时。 70

寒亭区 华元商贸城 摊点未亮证经营、摊点垃圾未及时清理、摊点占道经营 40

青州市 孟七水果批发市场
无公益广告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等作品 ；无投诉处理记录 ；市场内在地上有废
弃西瓜； 无消防措施。

45

诸城市 龙城市场 市场内有较多垃圾未清理； 有日用品商户占道经营。 90

寿光市 西关农贸商城 无投诉处理记录； 市场内有较多蔬菜水果的垃圾。 85

安丘市 安丘花鸟市场
无公益广告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等作品； 无投诉处理记录 ；市场内商户缸盆超
市未亮证经营 ；公共厕所卫生较差。

40

高密市 高密市农贸中心 无投诉处理记录. 80

公益性文化
设施

市文化局

集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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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昌邑市 东利商城
无投诉处理记录； 整个商城卫生垃圾较多 ；进入6家经营场所，有3家未亮证经营
吉祥宝宝、小高土产、电器大世界； 消防通道上锁或被机动车辆占用。

60

临朐县 农贸综合批发市场 厕所有异味。 90

昌乐县 昌乐农贸城 无投诉处理记录 。 80

高新区 十甲农贸市场 部分摊位垃圾未清理，少量商户占道经营，少量商户未亮证经营 91

滨海区 滨海区潍坊渤海国际水产市场 摊户未亮证经营、占道经营、垃圾未及时清理、杂物堆积、厕所有异味 45

经济区 友谊农贸市场 无投诉处理机制 90

潍坊大酒店 无投诉记录、禁烟标识不明显、没有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68

鸢飞大酒店 沒有核心价值观内容、无投诉记录、没有禁烟标识 60

丽景酒店 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75

泛海大酒店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钧瀚国际大酒店 没有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75

金融大酒店 没有文明餐桌海报或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无公益广告、无禁烟标识、无投诉机制 40

金麒麟大酒店 没有文明餐桌海报或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80

华亚国际酒店 无公益广告、投诉机制，禁烟标识不明显 65

银座佳悦大酒店 合格 100

青都国际大酒店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无公益广告。 70

阳春国际大酒店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 80

密州宾馆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 80

寿光香格里拉酒店 有1人在大堂吸烟。 85

寿光温泉大酒店 无宾馆大堂刊播公益广告。 85

安丘新东方大酒店 酒店大堂内放置烟灰缸。 85

红枕安悦连锁酒店安丘店 无投诉处理记录；酒店前台地面有烟头垃圾。 60

高密市 高密凤都大酒店
酒店餐厅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大堂或餐厅无公益广告；无投诉处理记录；电梯内
有2人吸烟。

55

安丘市

寒亭区

青州市

诸城市

寿光市

奎文区

潍城区

坊子区

集贸市场

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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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高密市 高密锦江商务酒店
酒店餐厅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餐厅无公益广告；无投诉处理记录；大厅内摆放有
烟灰缸；无无障碍设施。

50

昌邑宾馆 未在大堂、餐厅发现公益广告；投诉处理记录无内容无格式；有1人在大堂吸烟 60

新嘉国际大酒店 未在大堂、餐厅发现公益广告；无投诉处理记录；无门口设有无障碍设施。 60

揽翠湖天沐温泉大酒店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无公益广告；前台服务员态度恶劣；无投诉处理记
录。

40

金成大酒店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无公益广告；无禁烟标识，大厅有1人吸烟。 50

昌乐温泉大酒店 酒店包厢、大厅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无除食品投诉之外投诉处理记录。 60

昌乐昌城大酒店 酒店大厅内有烟头2处。 70

紫京国际大酒店 没有文明餐桌提示，没有公益广告，没有投诉机制，禁烟标识不明显 45

金马大酒店 无投诉记录，禁烟标识不明显， 88

海正饭店 餐桌或餐厅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大厅或餐厅无公益广告 65

迪拜国际酒店 无公益广告、无禁烟标识、餐桌或餐厅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55

经济区 新富佳悦大酒店 无文明餐桌海报等、无公益广告、无投诉记录 38

峡山区 锦润宾馆 无公益广告、无投诉机制餐桌或餐厅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40

保税区 保利大酒店 无公益广告、没有投诉机制 70

韩邦朝天锅 没有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60

鑫韵火锅城 没有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无禁烟标识 30

老城根酒店 餐桌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30

金状元 餐桌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无禁烟标志 30

盛世大酒店 合格 100

沂蒙小镇酒店 没有文明餐桌海报或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无禁烟标识 30

阳澄湖香辣蟹 没有文明餐桌海报或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无禁烟标识 30

6驿酒店 没有文明餐桌海报或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60

赵氏金福海饭店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无餐厅有禁烟标识。 70

肯德基泰华店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无禁烟标识。 70

奎文区

潍城区

坊子区

寒亭区

青州市

高新区

滨海区

昌邑市

临朐县

昌乐县
酒店

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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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御品参王府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 70

聚福楼家常菜馆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 70

永和豆浆寿光中百店 门口有食物残渣垃圾；餐厅二楼未发现明显禁烟标识。 80

肯德基寿光中百店 门口有烟盒垃圾；餐厅二楼未发现明显禁烟标识。 80

阿香米线安丘泰华店 前台或餐桌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无明显禁烟标志。 70

肯德基安丘泰华店 前台或餐桌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80

品尚客火锅 前台或餐桌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禁烟标志不明显。 65

德克士银座店 前台或餐桌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禁烟标志不明显；门口处20多辆电动车乱停放。 60

蜀香三绝 禁烟标志不明显，店内有1人吸烟；门前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放。 70

蜀香宫火锅店 店内有1人吸烟；门口有2处烟头垃圾。 80

南北隆缘饭店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无禁烟标识。 70

临朐餐馆 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等内容提示；无禁烟标识。 70

永和豆浆全福元店 餐厅二楼无“文明餐桌”、“节俭养德”等提示。 75

肯德基全福元店 餐厅二楼无“文明餐桌”、“节俭养德”等提示。 75

老北京涮羊肉 无文明餐桌提示，服务人员服务不规范，禁烟标识不明显，有吸烟现象 0

怡海园酒楼 无文明餐桌提示，服务人员服务不规范，禁烟标识不明显，有吸烟现象 0

半亩田粗菜馆 合格 100

爱琴海假日主题酒店 没有文明餐桌海报或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无禁烟标识 30

重庆火锅餐厅外街1号 无文明餐桌海报或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60

好滋味辣椒炒肉 无文明餐桌海报或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服务员服务不规范 30

峡山区 水云轩大酒店 无禁烟标识、餐桌或餐厅无不剩饭不剩菜提示牌 30

炒鸡背 禁烟标识不明确，有人正在吸烟 49

鸿满园鱼馆 没有看到文明用餐的提示，禁烟标识不明显，有人正在吸烟 21
保税区

昌乐县

高新区

寿光市

经济区

安丘市

高密市

昌邑市

临朐县

诸城市

滨海区

餐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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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奎文区 奎文区公共服务中心 没有无障碍卫生间、马桶盖破损 95

潍城区 潍城区行政服务大厅 合格 100

坊子区 坊子区政务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上班聊天、有一处电子显示屏未开启 75

寒亭区 寒亭区政务服务中心 没有无障碍卫生间、无诚信宣传园地、上班聊天 85

青州市 青州市民之家 合格 100

诸城市 诸城市民之家 无障碍卫生间打不开门。 90

寿光市 寿光市行政审批中心
投诉处理记录无处理结果；诚信宣传园地内无摆放诚信宣传材料、书籍；无无障碍卫
生间；1楼楼梯间有1人吸烟。

70

安丘市 安丘政务审批中心 无诚信园地；无无障碍卫生间。 80

高密市 高密市民之家 未建诚信宣传园地。 90

昌邑市 昌邑市民之家 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公益广告；无诚信宣传园地；无障碍卫生间门损坏 70

临朐县 临朐市民之家 无投诉处理记录；无诚信园地；无无障碍卫生间 70

昌乐县 昌乐政务审批中心 无诚信宣传园地；无障碍卫生间马桶盖损坏。 85

高新区 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 合格 100

滨海区 滨海行政服务中心 没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没有无障碍卫生间 40

经济区 经济区行政服务中心 无投诉处理机制、室内卫生间没有无障碍卫生间 75

峡山区 峡山政务服务中心 无障碍卫生间成为储物间、客服中心上班时间无人值守 80

保税区 潍坊综合保税区政务服务中心 无公益广告、没有投诉记录、没有诚信宣传、没有无障碍卫生间 55

市政务服务管
理办公室

潍坊市政务大厅 办事人员服务不规范，引导台工作人员不了解诚信建设情况 80

奎文区 潍坊笫二人民医院 门诊取药窗口、工作人员未佩戴胸牌、无投诉记录 90

潍城区 潍城区人民医院 没有无障碍卫生间，没有投诉记录 85

坊子区 潍坊心脏病医院 西药取药处工作人员未戴胸牌、展示牌不达标 75

寒亭区 寒亭区人民医院 工作人员上班未戴胸牌、无障碍卫生间不符合 85

青州市 青州市人民医院 西药房2人未佩戴胸牌；无障碍卫生间打不开门；无公益广告 60

诸城市 诸城市人民医院 合格 100

医院

政务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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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寿光市 寿光人民医院 2名医护人员未佩戴胸牌。 90

安丘市 安丘人民医院 无明显禁烟标志。 80

高密市 高密人民医院 无无障碍卫生间；1名医护人员未佩戴胸牌，1名医护人员胸牌在前胸口袋。 80

昌邑市 昌邑人民医院 无无障碍卫生间；无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科普知识展示 70

临朐县 临朐人民医院 合格 100

昌乐县 昌乐人民医院 药房内1人未佩戴胸牌，2楼门诊室内有2人未佩戴胸牌；窗口服务态度一般。 73

高新区 高新区人民医院 有工作人员工作期间着装不规范，无投诉记录，无障碍厕所锁门， 80

滨海区 潍坊市中医院滨海分院 合格 100

经济区
经济区人民医院（潍坊市市立医院

分院）
合格 100

峡山区 峡山人民医院 药房有人未穿隔离衣、工作人员未带胸牌、无障碍卫生间紧锁 60

人民医院 合格 100

市中医院 没有无障碍设施 90

市妇幼保健院 医务人员未佩戴胸牌 95

奎文区 航宇国旅 没有投诉机制，没有文明旅游的宣传告知和引导，没有文明旅游公约和文明指南 0

潍城区 华景旅行社 合格 100

坊子区 国泰旅行 合格 100

寒亭区 帝都国际旅行社 合格 100

青州市 东阳旅行社（尧王山路） 无投诉处理内容。 80

诸城市 诸城市四季游旅行社有限公司 无投诉处理内容。 80

寿光市 青年旅行社（银座佳驿酒店） 合格 100

安丘市
华夏旅行社安丘营业部（和平东路

与永安路交叉口路南）
无投诉处理内容。 80

高密市 高密旅行社（汽车站旁边） 无投诉处理记录； 无文明旅游宣传。 30

昌邑市 杨家埠旅行社（东利商城中） 无投诉处理内容。 80

临朐县 康辉旅行社（山旺路） 无投诉处理记录； 无文明旅游宣传。 30

医院

旅行社

市卫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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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昌乐县 阳光国旅（新昌路19号） 无投诉处理记录。 80

高新区 潍坊凯撒国际旅行社 合格 100

滨海区 洲天国际旅行社 合格 100

经济区 九州旅行社 无文明公约和出境游文明指南，无投诉处理机制 0

奎文区 金宝乐园 合格 100

潍城区 十笏园 合格 100

坊子区 德乐堡乐园 合格 100

寒亭区 杨家埠 合格 100

青州市 古城一条街 合格 100

诸城市 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合格 100

寿光市 巨淀湖风景区 无文明旅游提示；景区喷水池内游人乱入。 80

安丘市 安丘青云湖景区 合格 100

高密市 南山植物园
凉亭边松树下有1人躺卧公共座椅；景区内有2行人吸烟；凉亭边湖边垃圾成堆，有20
余处。

70

昌邑市 潍河湿地公园 无文明旅游提示；无障碍卫生间打不开。 80

临朐县 老龙湾 景区外停车乱收费。 90

昌乐县 宝石城 景点大门无文明旅游提示。 85

高新区 富华游乐园 合格 100

滨海区 欢乐海沙滩 景区内大量帐篷随意摆放 90

峡山区 伯温仙庄 景点大门和景区内无文明旅游提示、景区内垃圾乱堆放 60

移动营业厅
没有公益广告、门口没有无障碍设施，表明测评身份并出具证件后，询问工作人员投
诉处理记录，不但不予出具，还要求测评人员自行去联系移动公司

20

联通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电信营业厅 没有公益广告 80

移动营业厅 合格 100

联通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景区

旅行社

潍城区

通信窗口

奎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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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潍城区 电信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移动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联通营业厅 合格 100

电信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移动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联通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无投诉记录，没有无障碍设施 50

电信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无投诉记录，没有无障碍设施 50

电信范公亭东路营业厅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60

联通青云桥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未在显著位置看见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40

移动海岱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50

电信人民南路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60

联通人民东路营业厅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60

移动金都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40

电信圣城街营业厅 无“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70

联通圣城东街营业厅
无“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
施。

50

移动圣城东街营业厅 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60

电信兴安路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40

联通永安路营业厅 无无障碍设施。 80

移动兴安路营业厅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 50

电信凤凰大街中心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50

联通顺河路中心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60

移动镇府街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40

电信利民营业厅 无无障碍设施。 80

联通利民营业厅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70

移动利民营业厅 未在显著位置看见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60

安丘市

高密市

昌邑市

通信窗口

坊子区

寒亭区

青州市

诸城市

寿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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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电信新华路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有投诉记录无回复；无无障碍设施。 50

联通龙泉路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40

移动新华路营业厅 无任何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40

电信孤山营业厅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60

联通孤山营业厅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60

移动孤山营业厅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60

移动营业厅 合格 100

联通营业厅 LED屏和厅内都没有公益广告 80

电信营业厅 LED屏和厅内都没有公益广告、门口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移动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宣传；没有无障碍设施；未见投诉处理机制，表明创城检查人员身份后对
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其表示自行联系移动公司处理

20

联通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宣传；没有无障碍设施；无投诉处理机制。 50

电信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宣传；有投诉电话无投诉记录本 70

移动营业厅 没有公益广告，没有投诉处理记录，没有无障碍设施 50

联通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电信营业厅 没有任何公益广告没有投诉处理记录，没有无障碍设施 50

保税区 电信营业厅
公益广告不达标，无投诉记录，没有无障碍设施，厅内两条大狗，柜台放置一盆狗
食，腥臭扑鼻无法入内测评

14

邮储银行营业厅 没有公益广告，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建设银行营业厅 没有投诉处理记录，没有无障碍设施 70

农业银行营业厅 没有投诉记录，没有无障碍设施 70

工商银行营业厅 没有公益广告，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农商行营业厅 没有公益广告，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潍坊银行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没有公益广告 60

邮储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建设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农业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滨海区

峡山区

临朐县

昌乐县

高新区

通信窗口

潍城区

银行窗口

奎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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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工商银行营业厅 LED屏和厅内都没有公益广告 80

农商行营业厅 合格 100

潍坊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邮储银行营业厅 无投诉记录 90

建设银行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农业银行营业厅 无 100

工商银行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农商行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潍坊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邮储银行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建设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农业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工商银行营业厅 LED屏有文明出行宣传，厅内无公益广告，没有无障碍设施 70

农商行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潍坊银行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建设银行青州支行 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 90

工商银行青州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 70

农商行云河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有投诉记录本无内容；无无障碍设施。 60

农业银行青州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 80

潍坊银行金鼎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 80

邮储银行青州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40

建设银行繁荣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50

工商银行诸城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进入后无人理睬；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
施。

20

农商行人民路分理处 无任何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 60

农业银行建国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存在圈占公共停车位现象。 60

潍城区

诸城市

银行窗口

坊子区

寒亭区

青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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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责任单位 测评点名称 问题 得分

潍坊银行诸城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 60

邮储银行西关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50

建设银行寿光支行 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 90

工商银行东环分理处 进入后无人理睬；无无障碍设施。 60

农商行张建桥支行 公益广告与存储业务宣传循环播放，间隔时间长。 100

农业银行张建桥支行 无无障碍设施。 80

潍坊银行圣城支行 合格 100

邮储银行开发区支行 合格 100

建设银行安丘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40

工商银行东关分理处
无任何公益广告；进入后无人理睬；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无无障碍设
施。

20

农商行城区支行 无无障碍设施。 80

农业银行安城分理处 无任何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存在圈占公共停车位现象。 30

潍坊银行安丘支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显著位置无投诉电话及投诉记录本。 70

邮储银行安丘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40

建设银行府前街分理处 无任何公益广告；进入后无人理睬；无无障碍设施。 40

工商银行西关分理处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存在圈占公
共停车位现象。

30

农商行西门外支行 进入后无人理睬；无无障碍设施。 60

农业银行供销大厦分理处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90

潍坊银行凤城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60

邮储银行高密支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存在圈占公共停车位现象。 50

建设银行昌邑支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 80

工商银行昌邑支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70

农商行昌邑支行 投诉记录本不在显著位置，上有遮盖；无无障碍设施。 80

农业银行昌邑支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有投诉记录无回复；无无障碍设施。 60

诸城市

银行窗口

昌邑市

高密市

安丘市

寿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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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银行北海路支行 合格 100

邮储银行昌邑支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进入后无人理睬；有投诉记录无回复；无无障碍设
施。

40

建设银行临朐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进入后无人理睬；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 50

工商银行龙泉路分理处 无任何公益广告；存在圈占公共停车位现象。 60

农商行平安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进入后无人理睬；有投诉记录无回复；无无障碍设施。 30

农业银行南关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 80

潍坊银行城关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 80

邮储银行龙泉路支行 无任何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60

建设银行昌乐支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无无障碍设施。 70

工商银行昌乐支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无无障碍设施。 60

农商行昌城支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进入后无人理睬。 50

农业银行城关分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80

潍坊银行宝都支行 合格 100

邮储银行昌乐支行 无“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有投诉电话无记录本 80

邮储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建设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农业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工商银行营业厅 公益广告不达标 80

农商行营业厅 没有任何公益广告，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潍坊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邮储银行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宣传，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建设银行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宣传 80

农业银行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宣传；无投诉记录，没有无障碍设施 50

工商银行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宣传，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高新区

滨海区

昌邑市

银行窗口

临朐县

昌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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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商行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宣传；无投诉记录，没有无障碍设施 50

潍坊银行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宣传，没有无障碍设施 60

农商行营业厅 合格 100

潍坊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邮储银行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宣传 80

农商行营业厅 没有无障碍设施 80

潍坊银行营业厅 无公益广告 80

保税区 农业银行营业厅 合格 100

早春园小区物业 合格 100

舜都花园物业 门前圈占公共车位 90

康怡安物业 合格 100

奥文国际城 营业人员不文明，无投诉机制 60

晨辉名都物业 无公益广告，无投诉机制 50

地质家园物业 无公益广告，无投诉机制 60

裕华苑 无公益广告，营业人员不文明 50

御景苑 无公益广告，营业人员不文明 50

宝丽花园物业 无“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未统一着装。 80

信德物业 无“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90

金盛元物业 无投诉处理机制。 85

金恒物业 无公益广告；无投诉处理记录。 75

欣泰物业 未统一着装 95

城建物业 合格 100

老市府家属院物业 无公益广告；未统一着装。 70

城里小区物业 无公益广告；无投诉处理记录。 75

密水丽苑小区物业 无公益广告。 87

城建物业 无公益广告；无投诉处理记录。 75
高密市

青州市

诸城市

寿光市

安丘市

奎文区

潍城区

坊子区

寒亭区

经济区

峡山区

滨海区

银行窗口

物业公司营
业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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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都物业 无公益广告；未统一着装；投诉处理记录锁着。 80

刘辛物业 无公益广告；未统一着装；无投诉处理记录。 80

临朐县 兴隆物业 无公益广告。 87

阳光物业 无公益广告。 87

锦伦天地小区物业 合格 100

金域华府 合格 100

北海花园B区 门前圈占公共车位 90

阳光家园 无公益广告，无投诉机制 50

滨海花园 无公益广告，无投诉机制 60

祥瑞家园 合格 100

美丽华 合格 100

瑞城瑞景湾 无公益广告，营业人员不文明，无投诉机制 25

学苑花园 无公益广告 75

潍坊第十中学 合格 100

潍坊市实验小学 合格 100

潍坊市第三中学 合格 100

西园小学 合格 100

崇文初级中学 合格 100

坊子区实验小学 公益广告不达标 90

寒亭外国语学校 无交通安全标识标线及其他交通安全设施 80

寒亭区实验小学 合格 100

青州实验初中 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爱未成年人”和“文明校园创建”的内容。 80

青州一中
无刊播“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无校园周边设置交通标
志标线。

60

坊子区

寒亭区

青州市

经济区

峡山区

奎文区

潍城区

滨海区

昌邑市

昌乐县

高新区物业公司营
业厅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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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繁华中学 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爱未成年人”和“文明校园创建”的内容。 80

诸城一中 合格 100

寿光世纪学校 合格 100

寿光一中 南校门口西侧有信贷广告。 95

东埠中学 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爱未成年人”和“文明校园创建”的内容。 80

安丘一中 公益广告不足3处。 90

古城中学
无“关爱未成年人”公益广告；校门东侧“公园超市”营业执照、食品流通许可证过
期，属于无照经营。

70

高密一中 公益广告不足3处；校园周边分布有洗头房等10余家。 50

昌邑实验中学 合格 100

昌邑一中 合格 100

新华中学 校门右侧有流动商贩1处。 80

临朐一中 合格 100

昌乐实验中学 合格 100

昌乐二中
无刊播“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和“图说我们的价值观”；无校园周边设置交通标
志标线。

60

潍坊北海学校 合格 100

潍坊高新双语学校 合格 100

潍坊蓝海学校 合格 100

滨海实验小学 公益广告不达标 80

潍坊锦程中学 校园门口前未设置交通安全标示线 80

东夏庄小学 合格 100

潍坊峡山中学 无关爱未成年人和文明校园创建内容、未设置交通标线 70

潍坊峡山双语小学 没有核心价值观等 80

保税区 实验学校（小学初中一体） 校园门口前未设置交通安全标示线 80

经济区

峡山区

临朐县

昌乐县

高新区

滨海区

寿光市

安丘市

高密市

昌邑市

诸城市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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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河 公益广告不达标 90

白浪河 无文明旅游提示 70

张面河 公益广告不达标 90

火车站
青岛西车务段

潍坊站
潍坊火车站

进站、售票处无文明旅游提示，无“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和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洗手间没有无障碍设施卫生间，厕所有异味。

70

三河沿岸景
观带

市市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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