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号 公厕名称 详细地址

1 徐州路公厕 市南区江西路与徐州路口

2 菏泽四路公厕 市南区四川路与菏泽四路口

3 西藏路公厕 市南区西藏路与云南路口

4 永嘉路公厕 市南区宁夏路与永嘉路口

5 湛山寺公厕 市南区郧阳路西100米

6 古田路公厕 市南区江西路与古田路口

7 天台一路公厕 市南区天台一路

8 百安居公厕 市南区山东路与泰州六路口

9 太湖路公厕 市南区太湖路与洪泽湖路口

10 吴兴一路公厕 市南区南京路与吴兴一路口

11 延安三路公厕 香港西路与盐城路口观星广场内

12 银海西公厕 银海大世界西侧木栈道口

13 宁武关路公厕 市南区宁武关路与函谷关路路口

14 济南路1号公厕 市南区济南路1号

15 延安三路加油站公厕 市南区延安三路中石化加油站内

16 鱼山路公厕 市南区鱼山路14号

17 四川路62号公厕 市南区四川路62号

18 观象山公园操场公厕 市南区观象山操场旁

19 观象山公园气象台公厕 市南区观象山北坡

20 团岛山公厕 市南区团岛山

21 海趣园公厕 市南区少儿活动中心东侧

22 燕儿岛公厕 市南区燕儿岛山南侧

23 普宁路公厕 市南区普宁路与澳门路口

24 增城路公厕 市南区增城路1号

25 正阳关路公厕 市南区正阳关路与韶关路路口

26 劈柴院公厕 市南区劈柴院江宁会馆内

27 清远路公厕 市南区清远路停车场

28 汇泉广场移动1公厕 市南区汇泉广场内

29 汇泉广场移动2公厕 市南区汇泉广场内

30 中山公园移动公厕 市南区中山公园内3号楼东侧

31 商河路公厕 商河路中段

32 28中公厕 大港一路与大港纬二路口

33 堂邑路公厕 堂邑路与馆陶路口

34 沧口路公厕 沧口路与胶州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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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内蒙古路24号公厕 内蒙古路24号

36 长清路公厕 市北区工人文化宫内

37 1路总站公厕 嘉定路1路总站

38 16路总站公厕 滨海欢乐城16路总站旁

39 铁中公厕 杭州路铁中对面

40 武宁路公厕 武宁路14号

41 商丘路公厕 商丘路与太康二路口

42 修水路公厕 修水路6号

43 舞阳路公厕 舞阳路2号

44 四平路公厕 四平路与大成路口

45 福州北路公厕 福州北路蓝山军邸旁

46 榉林公园公厕 榉林公园樱花路

47 青岛山兴安支路公厕 兴安支路1号

48 海岸路公厕 滨江支路海岸馨园对面

49 宁乡路公厕 长沙路北约200米

50 滨海欢乐城小游园公厕 滨海欢乐城瑞湖路小游园

51 北岭山停车场公厕 北岭山公园停车场旁

52 南山公园公厕 鞍山二路南山公园上山口

53 水清沟东山公厕 水清沟东山山顶

54 双山公厕 双山公园山腰

55 杭鞍桥下公厕 杭鞍桥下转运站旁

56 黑龙江路165号公厕 黑龙江路165号

57 同安二路公厕 同安二路同安路小学后门对面

58 山东路桥下公厕 山东路191号

59 辽阳西路公厕 辽阳西路276号

60 新宁路公厕 台柳路308号

61 劲松三路公厕 劲松三路266号

62 银川西路公厕 银川西路与同乐二路口

63 山东路60号公厕 瑞昌路与重庆南路口

64 夏庄路桥头公厕 夏庄路174号乙旁边

65 峰山路公厕 峰山路114号

66 酒店管理学院东公厕 九水东路酒店管理学院东200米

67 李村河京口路桥公厕 李河村京口路桥与滨河路交
叉口东北角

68 环翠路公厕 重庆中路与环翠路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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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重庆中路石沟公园公厕 重庆中路849号，路东侧

70 重庆中路1063号公厕 重庆中路1063号段工商银行北侧

71 莲花山路西公厕 莲花山路与九水西路交叉口
东南角

72 翠湖小区公厕 唐山路翠湖小区内
73 太原路公厕 太原路7号

74 永平路56号沧口公
园南侧公厕 永平路56号

75 永年路29号公厕 永年路29号北50米
76 沧口公园北门公厕 永平路沧口公园北门
77 兴山路邮电宿舍公厕 兴山路与永定路路口

78 金水路与延川路交叉
口公厕 延川路与金水路路口西20米

79 延川路绿城公厕 延川路绿城公园段路东侧

80 卧龙湖篮球场公厕 黑龙江中路卧龙湖公园篮球场段

81 世园大道与东川路交
叉口公厕 世园大道与东川路路口西南角

82 竹子庵停车场公厕 天水路路北竹子庵公园内

83 石牛山路公厕 石牛山路与惠水路交叉口东北角

84 大三角地公厕 铜川路与惠水路路口东北角
李村河公园内

85 铜川路桥头公厕 铜川路与衡水路路口西

86 遵义路楼山后车站公厕 遵义路（青钢集团南门对面40米）

87 唐山路市场公厕 唐山路19号市场内
88 振华路13号公厕 振华路13号
89 振华路68号公厕 振华路68号

90 楼山路东段公厕 重庆中路与楼山路交叉口

91 二十二中对面公厕 四流中路178-1转运站旁
92 板桥坊区医院墙外公厕 四流北路1号旁
93 兴城路44号公厕 兴城路44号
94 香港东路青岛大学公厕 青岛大学东院正门斜对面

95 青大三路公厕 青大三路与香港东路交口

96 金狮广场公厕 海尔路与香港东路交口

97 辽阳东路公厕 辽阳东路崂山医院对面

98 辽阳东路桥下公厕 海尔路辽阳东路桥下
99 新博路公厕 株洲路新博路交口
100 商务二区公厕 海尔路银川路公交车站旁

101 青岛二中公厕 滨海大道青岛二中对面

102 崂山路高尔夫公厕 崂山路高尔夫球场良友酒店

103 松岭路特锐德公厕 松岭路特锐德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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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城市“夜经济”发展升级，打造“方便、温馨之城”

岛城新增204座24小时公厕
□半岛全媒体记者 张婧 实习生 马
忠阳 通讯员 宿栋方

“五一”小长假来临，为了提升本市
公厕的服务能力，助力城市“夜经济”的
发展升级，打造“方便、温馨之城”，自5
月1日起，在原有201座24小时开放公
厕的基础上，再增加徐州路公厕、商河路
公厕、峰山路公厕等204座24小时开放
公厕，其中市南区30座，市北区33座，
李沧区30座，崂山区10座。届时，本市
24小时开放公厕将达到405座。
据了解，“公厕24小时开放”是市城

市管理局今年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
之一，也是响应市民诉求，打造“方便、温
馨之城”的一项重点工作。据悉，夜间开放
的公厕在保证水、电正常供应，各类设施
设备正常运转的基础上，公厕管理单位还
要建立夜间巡查管理和保洁制度等。同
时，为了推动“智慧城管”建设，探索建立
“智慧公厕”管理体系，并对24小时开放
公厕夜间开放时段安全运行情况进行有
效监管，各区市也将在夜间开放公厕的非
隐私区域加装远程视频监控设备，并接入
市级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线上监管。同
时，呼吁广大市民和游客，夜间如厕时，
请自觉爱护公厕内的公共设施设备和公
共卫生，如厕后及时冲洗，节约用水，不
乱吐乱扔、不乱刻乱画，文明如厕。

□文/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贝贝 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孟达

“五一”期间，作为集“啤酒文化+
音乐休闲+精致美食”为一体的特色
商业街，星光岛酒吧街正式开街运营。
当夜幕降临，青岛啤酒音乐主题餐吧、
MK 音乐酒吧、V 酒吧热闹非凡，与
白天的静谧时光形成反差。鸡尾酒、威
士忌、啤酒等 100多种世界各国的酒
品应有尽有。

此外，青岛首家汽车影院———“星
光汽车影院”可让游客感受独特的“光
影”视觉秀。星光汽车影院采用先进高端
激光 4K放映设备，在超大全钢金属银
幕放映院线同步上映大片，可同时容纳
80辆车。停好汽车，将座椅调到自己最
舒适的角度，收音机调到指定频率，便
可自由享受汽车影院带来的特殊试
听。
据悉，“五一”当天，星光岛酒吧街

还将开启童话巡游、星光影视夜跑、乐

星光岛酒吧街五一正式开街
青岛首家汽车影院上演“视觉秀”

星光岛酒吧街凸显出浓浓的欧陆风情。

岛城新增24小时开放公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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