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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社 会 科 学 界 联 合 会 文 件 
鲁社科联字 2018 51 号 

 

关于公 山东省第五批社会科学普及示范

县 、区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的

通  知 

 

各省辖市社科联，各县 市 区 社科联： 

深入贯彻落实 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 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

和 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大力

实施社科普及 十百千 行动计划，加快推动社科强省建设，

经各地自 申报，省社科联审核，确定济南市章丘区等 27

个县 市 区 山东省第五批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县 市

区 ，济南市长清区马山镇等 63 个 镇 街道 山东省第

五批社会科学普及示范 镇 街道 ，济南市长清区马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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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庄村等 156 个村 社区 山东省第五批社会科学普及

示范村 社区  

希望各地各部门以 近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义思

想 引领，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 贯彻 近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 重要批示精神，

按照 走在前列 的要求，进一步加大社科普及示范体系建

设力度，充分发挥社科普及示范单位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法

普及社会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

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不断提高全省公众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山东省第五批社会科学普及示范县 市 区

镇 街道 村 社区 名单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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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第五批社科普及示范县 、区 、 

乡镇 街道 、村 社区 名单 

 

一、示范县 市、区 27 个  

济南市章丘区 

青岛市城阳区 

青岛市平度市 

淄博市桓台县 

淄博市沂源县 

枣庄市市中区  

枣庄市薛城区  

东营市广 县 

东营市河口区 

烟台市芝罘区  

烟台市龙口市  

潍坊市临朐县 

济宁市金乡县 

泰安市肥城市 

泰安市东平县 

威海市乳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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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岚山区  

日照市五莲县  

莱芜市莱城区  

莱芜市钢城区  

临沂市沂南县  

临沂市费县  

德州市夏津县 

德州市宁津县 

聊城市高唐县 

滨州市邹平市 

菏泽市定陶区 

 

二、示范乡镇 街道 63 个  

济南市长清区马山镇 

济南市平阴县孝直镇 

青岛市城阳区棘洪滩街道  

青岛市胶州市胶东街道  

青岛市平度市新河镇 

青岛市市南区江苏路街道  

青岛市崂山区北宅街道 

青岛市西海岸新区琅琊镇 

青岛市莱西市水集街道  

淄博市周村区南郊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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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市张店区体育场街道   

淄博市淄川区双杨镇  

枣庄市滕州市龙泉街道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  

枣庄市峄城区吴林街道   

枣庄市市中区文化路街道   

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  

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  

枣庄市山亭区店子镇  

枣庄市山亭区凫城镇  

东营市广 县乐安街道 

烟台市海阳市郭城镇  

烟台市龙口市下丁家镇  

烟台市莱州市永安路街道  

潍坊市寒亭区寒亭街道  

潍坊市寿光市化龙镇 

潍坊市昌邑市柳疃镇 

济宁市任城区阜桥街道 

济宁市兖州区新兖镇 

济宁市邹城市城前镇 

济宁市鱼台县罗屯镇  

济宁市金乡县金乡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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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  

泰安市新泰市泉沟镇  

泰安市肥城市新城街道  

泰安市宁阳县八仙桥街道  

威海市环翠区竹岛街道 

威海市荣成市东山街道   

日照市莒县小店镇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  

日照市五莲县洪凝街道  

莱芜市莱城区口镇  

莱芜市莱城区羊里镇  

莱芜市钢城区棋山国家森林公园管委会  

临沂市兰山区兰山街道  

临沂市沂南县岸堤镇  

临沂市莒南县坊前镇  

临沂市临沭县郑山街道  

临沂市费县费城街道 

德州市德城区黄河涯镇 

德州市齐河县晏城街道 

德州市平原县龙门街道  

德州市武城县广运街道  

聊城市东昌府区道口铺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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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莘县莘州街道  

聊城市茌平县温陈街道  

滨州市滨城区市东街道  

滨州市无棣县西小王镇  

菏泽市定陶区滨河街道  

菏泽市单县北城街道  

菏泽市东明县武胜桥镇  

菏泽市开发区佃户屯街道  

菏泽市巨野县核桃园镇   

 

三、示范村 社区 156 个  

济南市 

长清区马山镇双泉庄村 

章丘区双山街道新世纪社区 

济阳区济北街道新元社区 

平阴县孝直镇驻地社区 

商河县殷巷镇逯家村 

青岛市 

城阳区惜福镇街道青峰社区 

胶州市市南小区 

平度市蓼兰镇许家村 

市南区珠海路街道海口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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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北区镇江路街道东仲社区 

李沧区九水路街道毕家上流社区 

西海岸新区隐珠街道隐珠山社区 

崂山区金家岭街道东城国际社区 

即墨区环秀街道南庄社区 

莱西市水集街道香港路社区 

淄博市 

张店区马尚镇金石社区  

博山区四十亩地社区  

淄川区罗村镇南韩村  

临淄区齐都镇付家村  

临淄区皇城镇小铁佛村  

周村区王村镇苏李村  

沂源县中庄镇高厂村  

高青县高城镇大张村  

桓台县起凤镇辛泉村  

枣庄市 

滕州市西岗镇东王庄  

薛城区陶庄镇种庄村  

峄城区阴平镇东金庄村  

市中区永安镇蔡庄村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新河崖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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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区北庄镇洪门村  

山亭区城头镇卞庄村  

山亭区冯卯镇竹园村  

山亭区桑村镇户口村  

山亭区徐庄镇红石嘴村  

东营市 

广 县李鹊镇黄东村 

利津县北宋镇菜于村 

垦利区董集镇七井村 

烟台市 

芝罘区东山街道航院社区 

福山区清洋街道福惠社区  

牟平区龙泉镇龙泉汤村  

海阳市郭城镇西古现村  

莱阳市照旺庄镇东玉泉庄村  

龙口市东江街道董家洼村  

招远市阜山镇南院庄村  

莱州市城港路街道朱旺村  

潍坊市 

高密市阚家镇松兴屯村 

潍城区南关街道西市场社区 

昌乐县乔官镇下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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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子区坊城街道行 街社区 

青州市弥河镇黄泥沟村 

诸城市枳沟镇乔庄社区 

奎文区东关街道中学街社区 

安丘市大汶河旅游开发区贾家王封村 

济宁市 

任城区观音阁街道前铺社区 

兖州区新兖镇小马青村 

泗水县杨柳镇小颜庙村 

邹城市城前镇渠庄村 

微山县夏镇街道金源社区 

鱼台县老砦镇许楼村 

金乡县霄云镇鲍楼村 

嘉祥县孟姑集镇岳楼村 

梁山县水泊街道水浒街社区 

汶上县寅寺镇东寅寺村 

泰安市 

泰山区财源街道后七里社区  

泰山区邱家店镇徐家庄村  

岱岳区天平街道板大山村  

新泰市龙廷镇掌平洼村  

肥城市仪阳街道北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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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阳县东疏镇刘茂村  

东平县银山镇耿山口社区  

威海市 

乳山市海阳所镇后山于家村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桥头镇桥头村 

环翠区竹岛街道翠竹社区 

荣成市崂山街道地宝圈村 

荣成市斥山街道崮山前村 

日照市 

东港区后村镇杏坊村  

东港区南湖镇弓山村  

岚山区安东卫街道北门外社区  

莒县城阳街道岳家村社区  

莒县小店镇金墩社区  

五莲县洪凝街道红泥崖村  

五莲县户部乡宋家村  

五莲县叩官镇夏家庄村  

莱芜市 

莱城区凤城街道办事处董花园社区  

莱城区羊里镇东土屋村  

莱城区口镇赵家村  

莱城区牛泉镇贺小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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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城区汶源街道办事处黄庄一村  

临沂市 

兰山区兰山街道前十社区  

罗庄区盛庄街道林村社区  

河东区九曲街道郁九曲社区  

沂水县高桥镇小瓮山社区  

沂南县砖埠镇诸葛村  

莒南县岭泉镇马棚官庄村  

兰陵县卞庄街道朝阳社区  

临沭县临沭街道山里村  

临沭县店头镇措庄社区  

费县薛庄镇马头崖村  

费县大田庄乡东渐富村  

费县大田庄乡渐富村  

费县费城街道城北村  

费县费城街道办事处新刘庄村  

费县费城街道新石沟村  

费县石井镇板桥村  

费县石井镇高岩村  

费县胡阳镇胡阳村  

费县梁邱镇夏家沟村  

德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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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城区新华街道益德社区 

陵城区糜镇吉祥社区 

禹城市梁家镇冷家店 

宁津县宁城街道康宁社区 

齐河县赵官镇大徐村 

临邑县临邑镇东苏庙村  

临邑县临邑镇后庞村  

临邑县孟寺镇枣元村  

临邑县林子镇小庞村  

平原县腰站镇王双堂村 

武城县郝王庄镇草一村 

夏津县经济开发区会盟社区 

聊城市 

东昌府区古楼街道名人苑社区  

冠县店子镇石头村  

冠县范寨镇西邢村  

冠县定远寨镇呼家村  

冠县辛集镇盘寨村  

冠县辛集镇洼陈村  

莘县王奉镇北十户村  

阳谷县寿张镇冀王村  

阳谷县寿张镇陈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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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阎楼镇张岩寨村  

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  

高唐县人和街道育才社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许营镇天津路社区  

滨州市 

滨城区秦皇台乡段李村  

沾化区滨海镇三胜村  

惠民县孙武镇后娘娘坟村  

阳信县金阳街道十里堡村  

博兴县湖滨镇柳桥村  

菏泽市 

牡丹区都司镇黄堂村 

定陶区马集镇袁堂村  

郓城县张营镇彭庄村  

鄄城县红船镇红船村  

东明县武胜桥镇崔寨村  

开发区岳程街道办事处许楼社区  

高新区吕陵镇贾坊社区  

巨野县麒麟镇南曹村  

曹县普连集镇圆梦新村  

曹县楼庄乡楼庄村  

曹县楼庄乡王堂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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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武县汶上集镇洪楼村  

成武县九女集镇智楼村  

成武县苟村集镇大曹庄村  

成武县苟村集镇苟村集村  

成武县苟村集镇祝楼村  

单县北城街道办事处西关社区  

单县龙王庙镇戚集村  

单县龙王庙镇小孟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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