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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区创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2022年8月份第三方测评情况通报
　　为进一步推动我区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创建工作落实落细，巩固创建成果，

区创城办于2022年8月下旬组织第三方对

我区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进行实

地测评。本次测评选取了我区20个社

区、73个小区等300余个重点点位。

 　从测评情况看，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一是公益广告设置内容过时、破

损、褪色等现象；二是居住小区楼道内

乱堆乱放，垃圾分类不规范、清理不彻

底等现象；三是居住小区线缆杂乱、飞

线充电现象；四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电动车、摩托车驾乘人员不带

头盔、乱穿马路等现象；五是店外经

营、占道摆放影响市容现象；六是电动

自行车未挂牌照现象；七是部分社区文

明实践站志愿者缺岗现象。区创城办将

跟踪督办，督促责任单位抓好整改落

实，现将测评排名情况公布如下：

排名 物业公司 测评小区 得分

1 青岛睿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信九贤府小区 94.8

2
青岛国信上实城市物业发展有限公

司
墨悦湾小区 94.3

3
青岛新时代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即墨

分公司

中央公元（四期）、中央公元（一期
、二期）、中央公元（B区）、中央公

元（三期）
93.1

4 青岛吉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环秀雍苑小区 92.9

5
浙江佳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即墨分

公司
佳源都市 92.2

6
绿城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即墨分

公司
岘山花城 91.8

7 青岛天泰爱家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墨香郡 91.7

8 青岛市圣佳元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闻馨苑 91.5

8 青岛耀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昌居 91.5

10
青岛即墨宝龙商业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
宝龙A区、宝龙中央尊邸C区、宝龙中

央尊邸E区
91.4

11 青岛翰林物业有限公司 中央公元（C区） 90.9

12 青岛景安物业有限公司
鑫合嘉苑一期二期、墨河嘉苑（南

苑）
90.55

13 即墨市安居永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硕辉苑 90.45

14 青岛鳌润华物业有限公司 瑞纳鳌园 89.7

15 即墨市安居惠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翰林苑、御园 89.6

16
北京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青岛分

公司
万科四季花城 89.3

17 青岛雍合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名都苑小区、润发家园 89.18

18 青岛良昊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店子社区、即发阳光城 88.85

物业公司测评成绩

19
青岛永乐长隆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中央公元（E区） 88.8

20 即墨市安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江南花园一期二期、坊子街东区、坊
子街西区、江南花园六期、御墅临枫

88.42

21 青岛磊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花园、建兴小区 88.3

22 青岛宏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莲花居西区、信特景苑、信特紫薇苑
、信特景瑞名都、启翰苑、信特名苑

87.95

23 青岛东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文富居 87.6

24 青岛君安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新民小区（北区）、园丁小区、书香

门第
87.53

25 青岛安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供销二小区、环秀苑、文化小区、阳

光竹林、东城家园
87.28

26 青岛安衡宝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宝太花园 86.9

26 青岛德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马山新城 86.9

28 青岛瑞纳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银座小区、壹品华庭 86.8

29
青岛德馨天骄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即

墨分公司
惠憬苑、德馨珑湖小区、秀水苑小区

、德馨园、中央公元（F区）
86.7

30 青岛安居鸿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莲花居东区、潮海馨苑、学府林居、
明水苑、东岸澜庭、上海景苑小区、

中惠景苑小区
86.59

31 青岛国信幸福生活服务有限公司 雍翠湾小区、康庭嘉苑小区 86.25

32 盛通恋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豪第成龙 85.3

33 青岛宝泰通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观澜国际 85.2

34 青岛晶岳红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名门世家 83.2

物业公司测评成绩

排名 测评社区 得分 所属街道

1 佳源都市社区 92.2 环秀街道办事处

2 古城社区 91.13 潮海街道办事处

3 墨香郡社区 90.88 环秀街道办事处

4 岘山社区 90.55 通济街道办事处

5 景岱社区 90.51 环秀街道办事处

6 宝龙社区 90.32 通济街道办事处

7 润硕社区 89.6 通济街道办事处

8 腾马社区 89.56 潮海街道办事处

9 即发阳光城社区 89.1 通济街道办事处

10 德馨园社区 88.3 通济街道办事处

11 滨湖社区 88.18 环秀街道办事处

12 园丁社区 88.1 通济街道办事处

13 胜利社区 87.83 潮海街道办事处

14 和兴社区 87.64 潮海街道办事处

15 和祥社区 87.6 潮海街道办事处

15 墨河社区 87.6 环秀街道办事处

17 马山新城社区 86.9 通济街道办事处

18 御墅临枫社区 86.7 通济街道办事处

19 观澜社区 86.33 环秀街道办事处

20 名都苑社区 85.3 潮海街道办事处

城区社区第三方测评成绩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为持

续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纪法教

育、警示教育，9月2日下午，

段泊岚镇纪委、派出监察室

结合“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及抗战纪念

日活动，组织党政领导班子、中层干部等

20余人赴即墨区廉政教育馆参观学习，现

场接受警示教育，增强“不想腐”的思想

和行动自觉，提升党员干部作风能力。

　　在廉政教育馆内，党员干部们跟随

讲解员的带领，认真参观了各个展厅，系

统学习了市委在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

果。聆听讲解、观看图片展览、学习违纪

违法典型案例、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活动，

让党员干部们在思想上受到震撼和洗

礼，敲响廉洁警钟。活动最后，党员干部

们在鲜红的党旗下重温了入党誓词。大

家纷纷表示，此次参观活动受益匪浅，馆

中的“身边人”“身边事”警醒自己要在工

作和生活中时刻保持头脑清醒，防微杜

渐，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永葆共产

党人的革命气节。

　　继承和弘扬红色革命精神，反腐倡

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

鸣。今年以来，段泊岚镇常态化开展廉

洁教育工作，不断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紧盯春节、五一、端午等重要节点，利用

机关例会和制发电子廉洁提醒函等方

式开展廉洁提醒；在全镇范围内组织开

展“会前‘说廉’5分钟”廉洁教育活动，

组织领导班子和机关干部观看警示教

育片，结合镇美丽乡村建设，挖掘乡村

中的清廉元素，打造廉洁文化阵地，以

清廉文化滋养党员干部身心，实现了以

清廉培育新风、浸润思想、启迪灵魂、净

化人心的工作效果，形成了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健康

积极的发展环境，引领全镇

党员干部不断提升作风能

力。   (臧吉林 孙琳)

段泊岚镇：筑牢防腐思想城墙

排名 测评小区 得分 所属社区 所属街道

1 中央公元（四期） 97.5 景岱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2 宝龙A区 97.2 宝龙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 海信九贤府小区 94.8 胜利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3 开发区管委小区 94.8 腾马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5 墨悦湾小区 94.3 胜利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6 墨河嘉苑（南苑） 93.5 墨河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7 莲花居西区 93.1 古城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8 环秀雍苑小区 92.9 滨湖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9 信特景苑 92.8 腾马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9
中央公元（一期）

（二期）
92.8 景岱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11 壹品华庭 92.6 墨香郡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12 佳源都市 92.2 佳源都市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12 中央公元（B区） 92.2 景岱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14 莲花居东区 92.1 古城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15 岘山花城 91.8 岘山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16 墨香郡 91.7 墨香郡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17 闻馨苑 91.5 德馨园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17 文昌居 91.5 古城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19 江南花园七期 91.2 德馨园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20 中央公元（C区） 90.9 景岱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城区小区第三方测评成绩

排名 测评小区 得分 所属社区 所属街道

21 上海花园 90.8 和祥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22 惠憬苑 90.7 和兴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23 供销二小区 90.6 景岱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24 硕辉苑 90.45 润硕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25 潮海馨苑 90.4 和兴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26 中央公元（三期） 89.9 景岱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27 江南花园一期二期 89.7 德馨园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27 翰林苑 89.7 墨香郡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27 瑞纳鳌园 89.7 即发阳光城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0 名都苑小区 89.6 名都苑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31 御园 89.5 墨香郡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31 环秀苑 89.5 墨河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33
店子社区（村庄安

置区）
89.3 岘山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3 万科四季花城 89.3 和祥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35 江南花园六期 89.2 即发阳光城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6 坊子街东区 89 宝龙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7 宝龙中央尊邸C区 88.9 宝龙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8 中央公元（E区） 88.8 景岱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39 润发家园 88.75 润硕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40 坊子街西区 88.4 宝龙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城区小区第三方测评成绩

排名 测评小区 得分 所属社区 所属街道

26 中央公元（三期） 89.9 景岱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27 江南花园一期二期 89.7 德馨园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27 翰林苑 89.7 墨香郡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27 瑞纳鳌园 89.7 即发阳光城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0 名都苑小区 89.6 名都苑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31 御园 89.5 墨香郡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31 环秀苑 89.5 墨河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33 店子社区 89.3 岘山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3 万科四季花城 89.3 和祥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35 江南花园六期 89.2 即发阳光城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6 坊子街东区 89 宝龙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7 宝龙中央尊邸C区 88.9 宝龙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38 中央公元（E区） 88.8 景岱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39 润发家园 88.75 润硕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40 坊子街西区 88.4 宝龙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40 信特紫薇苑 88.4 腾马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40 即发阳光城 88.4 即发阳光城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43 园丁小区 88.35 园丁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44 宝龙中央尊邸E区 88.1 宝龙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45 德馨珑湖小区 87.9 滨湖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城区小区第三方测评成绩

排名 测评小区 得分 所属社区 所属街道

46 书香门第 87.85 园丁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47 文富居 87.8 古城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48 秀水苑小区 87.6 滨湖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48 鑫合嘉苑一期二期 87.6 御墅临枫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50 学府林居 87.3 和兴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51 文化小区 86.9 观澜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51 宝太花园 86.9 观澜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51 马山新城 86.9 马山新城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54 康庭嘉苑小区 86.4 胜利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54 新民小区（北区） 86.4 墨河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54 信特景瑞名都 86.4 腾马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57 雍翠湾小区 86.1 胜利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58 德馨园 85.9 德馨园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59 建兴小区 85.8 墨河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59 御墅临枫 85.8 御墅临枫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61 明水苑 85.5 和兴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62 东岸澜庭 85.4 腾马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63 豪第成龙 85.3 墨河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64 观澜国际 85.2 观澜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65 阳光竹林 85.1 墨河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城区小区第三方测评成绩

排名 测评小区 得分 所属社区 所属街道

66 上海景苑小区 84.4 胜利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67 启翰苑 84.3 和兴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67 东城家园 84.3 滨湖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69 名门世家 83.2 德馨园社区 通济街道办事处

70 信特名苑 82.7 和祥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71 中央公元（F区） 81.4 景岱社区 环秀街道办事处

72 中惠景苑小区 81 胜利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72 银座小区 81 名都苑社区 潮海街道办事处

城区小区第三方测评成绩

物业公司第三方测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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