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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关于拟推荐
2020年度省级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的公示

（上接第六版）
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烟台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
烟台市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烟台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信息服务中心
烟台市技术监督信息研究所
烟台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税港区分局
烟台市消费者投诉中心
烟台市计量所
烟台市体育局
烟台市体育运动学校
烟台市游泳训练中心
烟台市统计局
烟台市医疗保障局
烟台市应急管理局
烟台市安全生产监察支队
烟台市安全生产监测培训中心
烟台地震监测中心台
烟台市大数据局
烟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烟台市政务服务中心
烟台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烟台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烟台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烟台市市级机关服务中心
山东高速烟威公路有限公司
烟台市轻工集体企业联社
烟台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烟台北方城大型市场服务中心
烟台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
中国供销石油烟台有限公司
烟台联民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北方茶叶推广中心
烟台仲裁委员会办公室
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烟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交通运输部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烟台航标处
交通运输部北海救助局救助船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海事局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台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局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保税港区税务局
烟台市水文局
烟台市国家安全局
烟台市气象局
山东省调水工程运行维护中心烟台分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烟台市中心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市分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烟台市分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烟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行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烟台供电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烟台市分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国家统计局烟台调查队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

第五一三研究所
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中航油烟台有限公司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烟台市芝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烟台市芝罘区世回尧街道办事处
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法院
烟台市福山区自然资源局
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街道办事处
烟台市莱山区教育和体育局
中共烟台市牟平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烟台市牟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中共烟台市蓬莱区纪律检查委员会
中共海阳市委办公室
莱阳市交通运输局
栖霞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中共龙口市委办公室
龙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招远市卫生健康局
莱州市融媒体中心
莱州市工商业联合会
中共烟台市纪委长岛综合试验区工作委员会
烟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烟台市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
中共烟台市委办公室
烟台市航空应急救援站

（烟台市应急救援保障服务中心）
烟台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服务中心
烟台市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
烟台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烟台市司法局
烟台市总工会
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
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烟台市公安局信息服务中心
山东烟台烟草有限公司
烟台毓璜顶医院
烟台市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中心
烟台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2020年度拟推荐
省级文明社区名单（137个）

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街道只楚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只楚街道西牟社区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卧龙园北秀苑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街道三和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世回尧街道上尧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奇山街道四眼桥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奇山街道塔山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民生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辛庄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进德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东山街道厚安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兴隆街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向阳街道胜利路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大海阳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黄山南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毓璜顶街道毓璜顶东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通伸街道西炮台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通伸街道慎礼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白石街道新西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白石街道北大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街道东台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街道中台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凤凰台街道新桥东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开源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龙海苑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环海路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街道信达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芝罘岛街道芝罘岛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街道西留公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街道三里店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街道东黄埠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街道西北关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街道宋家疃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街道钟家庄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街道福惠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垆上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臧家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富祥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永青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永达街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福新街道万科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东厅街道丁家夼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东厅街道吴阳泉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东厅街道北庵沟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东厅街道山北头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初家街道曹家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初家街道河东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金海岸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清泉寨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黄海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岱山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鹿鸣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前七夼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台湾村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迟家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滨海路街道于家滩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滨海路街道杨家台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滨海路街道金桥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滨海路街道南山世纪华府社区
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蒲昌社区
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曹家庄社区
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师范路社区
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滨海社区
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政府街社区
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新城街社区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芙蓉河社区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快活岭社区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雷神庙社区
蓬莱市登州街道梁家疃社区
蓬莱市登州街道福乐园社区
蓬莱市登州街道海梦苑社区
蓬莱市紫荆山街道司家庄社区
蓬莱市蓬莱阁街道小皂社区
蓬莱市蓬莱阁街道碧桂园社区
蓬莱市蓬莱阁街道登州府第社区
海阳市方圆街道新元社区
海阳市方圆街道阳光社区
海阳市凤城街道邓家社区
海阳市凤城街道凤凰社区
莱阳市城厢街道龙门社区
莱阳市城厢街道鸿达社区
莱阳市城厢街道富水社区
栖霞市庄园街道万达社区
栖霞市庄园街道安泰社区
栖霞市翠屏街道迎宾社区
栖霞市翠屏街道向阳社区
龙口市龙港街道百电社区
龙口市龙港街道金海湾社区
龙口市龙港街道龙海社区
龙口市东江街道新和社区
龙口市东莱街道怡静社区
龙口市东莱街道花园社区
龙口市东莱街道菜园社区
龙口市东莱街道开元社区
龙口市东莱街道西关社区
龙口市东莱街道林苑社区
招远市梦芝街道玲珑社区
招远市梦芝街道龙馨社区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文泉社区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明苑社区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教育路社区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双语社区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西苑社区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泛华社区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西小区社区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金都社区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河滨社区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祥和社区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玉皇苑社区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玉龙社区
莱州市文峰路街道福禄苑社区
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府林社区
莱州市程郭镇英才社区
莱州市程郭镇坊苑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山街道夹河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山街道金胜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山街道碧海云天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山街道金城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山街道海信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山街道碧海绿洲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福莱山街道海天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海韵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百堡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东村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和万家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街道季翔花苑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世回尧街道世联社区
烟台市芝罘区黄务街道官庄社区
烟台市福山区清洋街道吕格庄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埠岚社区
烟台市莱山区滨海路街道东轸社区
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通海路社区
蓬莱市登州街道海景苑社区
龙口市新嘉街道嘉隆社区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东莱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季家街道瑞祥社区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古现街道黄金河社区

2020年度拟推荐
省级文明村镇名单（317个）

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楚塘村
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南庄村
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西村
烟台市福山区高疃镇邢家村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胡家夼村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东黄山村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刘村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东道平村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西回里村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刘家庄村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瑶台村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台上村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院口村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文家村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东水夼村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西水夼村
烟台市福山区张格庄镇正志夼村
烟台市福山区臧家庄镇东北桥村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东沟村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明泉村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郝家庄村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车家疃村
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河北村
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街道孔辛头村
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街道西解甲庄村
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街道李家疃村
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街道朱柳村
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街道大山后村
烟台市莱山区解甲庄街道南水桃林村
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沐浴村
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崖前村
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郑家庄村
烟台市莱山区院格庄街道初家汤村
烟台市莱山区滨海路街道莱龙庄村
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南陈家疃村
烟台市牟平区武宁街道五里头村
烟台市牟平区武宁街道北留德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盐滩村
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蛤堆后村
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曲格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韩家疃村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邹革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峒岭村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酒馆村
烟台市牟平区武宁街道浩家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龙泉汤村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南岘村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河北崖村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马家都村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丁家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北台村
烟台市牟平区龙泉镇河里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
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玉林店村
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对阵圈村
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
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西莒格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东莒格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
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西直格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徐家寨村
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北税目村
烟台市牟平区王格庄镇
烟台市牟平区王格庄镇西于家村
烟台市牟平区王格庄镇岔河口村
烟台市牟平区王格庄镇前柳林夼村
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
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观水村
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泥村
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崖地村
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
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黄家营村
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西屯车夼村
烟台市牟平区高陵镇曲家疃村
蓬莱市登州街道韩家疃村
蓬莱市登州街道掺驾疃村
蓬莱市登州街道三里沟村
蓬莱市紫荆山街道李庄村
蓬莱市新港街道大蔡家村
蓬莱市新港街道矫格庄村
蓬莱市南王街道泊宋村
蓬莱市南王街道南王村
烟台市蓬莱区北沟镇
蓬莱市北沟镇北林院村
蓬莱市北沟镇刘家村
蓬莱市北沟镇西吴村

蓬莱市北沟镇两铭村
烟台市蓬莱区小门家镇
蓬莱市小门家镇泊李村
蓬莱市小门家镇西张家庄村
蓬莱市小门家镇岳家圈村
烟台市蓬莱区刘家沟镇
蓬莱市刘家沟镇南吴家村
蓬莱市刘家沟镇西赵家村
烟台市蓬莱区大辛店镇
蓬莱市大辛店镇木兰沟村
蓬莱市大辛店镇西院村
蓬莱市大辛店镇沙沟村
蓬莱市大辛店镇大夺沟村
烟台市蓬莱区村里集镇
蓬莱市村里集镇张家沟村
烟台市蓬莱区大柳行镇
蓬莱市大柳行镇南曲家村
蓬莱市大柳行镇石家村
海阳市郭城镇
海阳市留格庄镇
海阳市留格庄镇留格庄村
海阳市东村街道城北村
海阳市方圆街道里口村
海阳市凤城街道北河沟村
莱阳市羊郡镇
莱阳市姜疃镇
莱阳市吕格庄镇
莱阳市吕格庄镇西野头村
莱阳市团旺镇
莱阳市团旺镇光山村
莱阳市团旺镇左家岔村
莱阳市河洛镇
莱阳市河洛镇朱江村
莱阳市城厢街道北关村
莱阳市城厢街道东赵疃村
莱阳市城厢街道西关村
莱阳市龙旺庄街道纪格庄村
莱阳市冯格庄街道桃源庄村
莱阳市冯格庄街道青埠屯村
莱阳市沐浴店镇上朱兰村
莱阳市穴坊镇南蒲村
莱阳市山前店镇南庄村
莱阳市山前店镇南张夼村
莱阳市谭格庄镇谭格庄村
莱阳市大夼镇大夼村
栖霞市桃村镇石字线村
栖霞市桃村镇国路夼村
栖霞市松山街道赤巷口村
栖霞市庄园街道盛家村
栖霞市官道镇
栖霞市官道镇王家洼村
栖霞市杨础镇
栖霞市苏家店镇
栖霞市蛇窝泊镇
栖霞市蛇窝泊镇东院头村
栖霞市西城镇槐树底村
龙口市东江街道南山村
龙口市东江街道祁家村
龙口市东江街道东迟家村
龙口市东莱街道东北隅村
龙口市东莱街道大店村
龙口市东莱街道南巷村
龙口市东莱街道北关村
龙口市徐福街道冯高后村
龙口市龙港街道兴隆庄村
龙口市龙港街道海岱仲家村
龙口市诸由观镇西吴家村
龙口市诸由观镇东尚家村
龙口市诸由观镇上庄马家村
龙口市诸由观镇诸由北村
龙口市石良镇
龙口市石良镇尹村
龙口市石良镇韩庄村
龙口市石良镇黄城集村
龙口市芦头镇麻家村
龙口市兰高镇欧头孙家村
龙口市下丁家镇石板丁家村
龙口市黄山馆镇
招远市蚕庄镇
招远市蚕庄镇前孙家村
招远市蚕庄镇蚕庄村
招远市蚕庄镇西沟村
招远市蚕庄镇河东王家村
招远市阜山镇
招远市阜山镇栾家沟村
招远市阜山镇栾家店村
招远市玲珑镇
招远市玲珑镇睦邻庄村
招远市玲珑镇欧家夼村
招远市玲珑镇吕格庄村
招远市玲珑镇大蒋家村
招远市玲珑镇东庄头村
招远市玲珑镇罗山李家村
招远市玲珑镇盛家村
招远市金岭镇
招远市金岭镇大户陈家村
招远市辛庄镇
招远市辛庄镇东良村
招远市辛庄镇西上庄村
招远市辛庄镇南潘家村
招远市辛庄镇北截村
招远市辛庄镇湖汪村
招远市张星镇丛家村
招远市张星镇英里村
招远市梦芝街道西宋村
招远市大秦家街道朱范村
招远市大秦家街道青杨堡村
招远市大秦家街道山子后村
招远市温泉街道横掌温家村
招远市泉山街道汤后村
招远市齐山镇朱疃村
招远市毕郭镇西沟子村
莱州市土山镇
莱州市土山镇北庄村

莱州市金城镇新城村
莱州市金城镇石虎咀村
莱州市金城镇海北咀村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朱家村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朱旺村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小朱杲村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三教北流村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十里堡村
莱州市程郭镇
莱州市程郭镇西坊北村
莱州市程郭镇东坊北村
莱州市程郭镇东庄村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五里候旨村
莱州市永安路街道西关村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北关村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东关村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东三岭子村
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单山村
莱州市三山岛街道龙泉村
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后吕村
莱州市三山岛街道沙岭村
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吴二村
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吴三村
莱州市三山岛街道王贾村
莱州市郭家店镇涧里村
莱州市郭家店镇小草沟村
莱州市沙河镇路旺孙家村
莱州市柞村镇西官庄村
莱州市夏邱镇姜家庄村
莱州市夏邱镇卸甲庵村
莱州市平里店镇吕村
莱州市平里店镇西障郑家村
莱州市驿道镇初家村
莱州市虎头崖镇后桥村
莱州市金仓街道北杨村
莱州市金仓街道崔家村
莱州市金仓街道徐家村
莱州市金仓街道仓东村
莱州市文峰路街道八蜡庙村
莱州市文峰路街道阳关村
莱州市土山镇雷埠马家村
莱州市土山镇谭家村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费东村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张家窑村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潮水三村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解东村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潮水镇解西村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山街道南沙子村
烟台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山街道东泊子村
长岛综合试验区南长山街道
长岛县南长山街道孙家村
长岛县南长山街道乐园村
长岛县北长山乡北城村
长岛综合试验区砣矶镇
长岛综合试验区南隍城乡
长岛县南隍城乡南隍城村
长岛综合试验区北隍城乡
长岛县北隍城乡山后村
长岛县北隍城乡山前村
长岛县小钦岛乡小钦岛村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嵛镇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嵛镇后庄村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嵛镇长岭村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嵛镇东殿后村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嵛镇福寿庄村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嵛镇钓鱼石村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嵛镇军石村
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李家疃村
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西陌堂村
烟台市福山区回里镇迟家村
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姜家夼村
烟台市福山区门楼镇岚柳墅村
烟台市牟平养马岛旅游度假区中原村
烟台市牟平养马岛旅游度假区驼子村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桥子村
烟台市牟平区大窑街道胡家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北头村
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小宅村
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沟北村
烟台市牟平区文化街道王家窑村
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大庄村
烟台市牟平区观水镇虎龙头村
蓬莱市新港街道大皂许家村
蓬莱市村里集镇英格庄村
蓬莱市大柳行镇马格庄村
海阳市留格庄镇大疃村
海阳市留格庄镇蒲莱河村
莱阳市高格庄镇
莱阳市姜疃镇濯村
莱阳市穴坊镇龙潭庄村
栖霞市庙后镇
栖霞市亭口镇衣家村
栖霞市亭口镇复兴村
龙口市新嘉街道王格庄村
龙口市黄山馆镇馆前后徐村
龙口市黄山馆镇黄山馆新村
龙口市芦头镇芦头村
龙口市七甲镇常伦庄村
龙口市诸由观镇渤海姚家村
招远市金岭镇山里陈家村
招远市夏甸镇泥湾子村
招远市毕郭镇程家洼村
招远市金岭镇山上隋家村
莱州市文昌路街道碑坡村
莱州市程郭镇曲家村
莱州市平里店镇麻渠一村
莱州市沙河镇路旺原家村
莱州市夏邱镇东草村
莱州市虎头崖镇东大宋村
莱州市三山岛街道光明村
长岛综合试验区黑山乡
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昆嵛镇西殿后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