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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传》中言：“形而上者之为道，形而
下者之为器”，在艺术领域，书法、绘画往
往被视为“形而上”的“道”，而工艺美
术品则一直处于地位较低的“器”，不为
人们重视。然而，近年来，以饰品、装
饰镜为主的当代工艺品表现出人意料，
成为艺术品市场的亮点之一，过去不被
人们重视的当代工艺品走进人们的视
野，曾经的民间工艺品走向海外市场。
而在枣庄就有这么一家走出国门的工艺
品公司——滕州市盛泉工艺品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盛泉公司）。

2000年7月7日，梁兵董事长创立
了盛泉公司，初期主要生产室内装饰镜
以及其他工艺品。所谓万事开头难，公
司在创立初期由于没有熟练的技术员
工，也没有稳定的客户群体，步履维
艰。“当时我和工人同吃同住，既要给工
人做技术指导，又要和工人一起加班加
点，以便保证质量及时交货。另一个方
面奔波于中国与国际商品进出口交易
会，扩展销售渠道，建立客户群体。”董
事长梁兵回忆道，真可谓是承受了“通
宵达旦、马不停蹄、呕心沥血和鞠躬尽
瘁”的历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盛
泉公司自创建到现在业绩连年翻番，企
业规模从小到大，实力由弱到强，其中

“山东省重点出口企业”和“山东省重点
文化出口企业”称号的授予，就是政府
对盛泉公司在行业中最佳的褒奖与认可。

盛泉公司坐落在墨子故里滕州市，
目前是滕州市重点扶持的外向型出口企
业。公司生产的高档室内饰品、装饰镜
及其他工艺品，产品畅销世界五大洲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创汇3000多
万元，已成为滕州市重点出口创汇企
业。

为树立中国产品形象，创造国际品
牌产品，使产品能更好地出口到海内外
市场，盛泉公司非常注重商标品牌建
设，在国内申请注册了“美家亮丽”商
标，并于 2005 年初在欧美市场通过

《马德里协定》进行了商标国际注册。
通过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增强了公司
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2006年，董事长梁兵又创立了滕
州盛泉木制品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木制
婴儿床和儿童家具。出于对全球经济的
前瞻与敏感，早在2007年-2009年全
球金融危机之前，盛泉公司就通过对生
产工艺的改革和产品的研发创新，在海
外市场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与此同时，
通过海外积极推广“美家亮丽”国际商
标，在经济危机中为盛泉公司的自主品
牌建设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

盛泉公司着眼于未来，坚持产品至
上。开始给自己的产品进行定位，产品
有什么独到之处，采取什么方式让用户
独有这份设计成为公司发展的理念。盛
泉公司积极授权一些国外客户，在他们
本土销售带有我们自己品牌的产品。从
原有的贴牌生产，到授权给有实力的老
客户去卖一些属于自己品牌的产品，盛
泉公司从中获得了丰厚利润的同时，也
给公司客户拓宽了原有的市场，增加了
盛泉公司的知名度，达到 WIN-WIN

（双赢）的效果。
盛泉公司自 2000 年建立到现在，

始终坚持创造价值，积极回报社会的思
想宗旨，坚持追求完美的行为方式，坚
持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努力打造出一
支敢打硬仗、能打硬仗的高素质的职工
队伍。同时，董事长梁兵以人为本，重
视企业文化和精神的培育和建设，坚持
每周的学习例会制度，先后学习了孔子
论语、老子道德经、弟子规等中国传统
文化经典以及现代化管理经验。

“众所周知，品牌就是要弘扬文
化，得到公众认可。例如，产品的包
装，盛泉公司参考了一些海外品牌，加
入一些海外元素与海外的文化，强调这
是源自海外的品牌。全球都认为中国的
产品价格低廉，想要改变这一点，盛泉公
司只能慢慢地往产品本身注入更多的文
化价值、品牌价值，才能在品牌建设中避
免失败。”盛泉公司的工作人员说。

展望未来，盛泉公司将在董事长梁
兵的带领下，秉承发展是硬道理，加强基
础管理，坚持以诚信谋发展，以质量求生
存，以管理增效益，追求盛泉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

从枣庄走向世界
——滕州市盛泉工艺品有限责任公司发展纪实

○记者 苏羽

近日，山亭公安分局在省公安厅和市
公安局的大力支持指导下，经过近3个月
的连续奋战，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非法制
造、买卖、邮寄、运输、储存枪支、弹药案件，
摧毁制造枪支窝点1处、制造弹药窝点2
处、销售原材料窝点1处，抓获制贩枪弹犯
罪嫌疑人30人；缴获枪支27支、气枪枪管
121个、气枪铅弹31.3万发、制弹点冲床4
台、枪管膛线机2台、气枪铅弹半成品0.7
吨、原材料铅丝2.5吨，其他涉案工具一
宗。

肆无忌惮，微信朋友圈公开卖枪

2017年5月31日，山亭公安分局民
警在网络巡查时发现，微信名为“金戈铁
马”的网民在朋友圈公开发布出售枪支弹
药信息：出售“秃子”、“快排”、“手狗”，有需
要的请联系。

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嚣张的公开叫
卖枪支，着实让民警大吃一惊。办案民警
通过初步侦查，确定该网民为袁某某。在
此基础上，办案民警分析判断在微信朋友
圈发布信息的袁某某可能只是整个制贩
枪弹网络中的一个代理商，在其背后很有
可能隐藏着一个庞大的制贩枪支犯罪团
伙。办案民警经过进一步侦查，于当日将
犯罪嫌疑人袁某某抓获，并在其住处收缴
秃鹰气枪一支、气枪铅弹600余发。

据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袁某某
到案后，当即对其进行了突击审讯。在大
量的事实面前，犯罪嫌疑人袁某某如实供
述了自己非法制售买卖枪支弹药的犯罪
事实。同时，办案民警对袁某某的微信聊
天记录进行深入研判，从而获取了大量网
上枪支弹药交易记录，并梳理出一条重要
线索--袁某某贩卖的铅弹大部分来自其
微信中群聊名称为“信誉粮仓”的群主。至
此，“信誉粮仓”浮出水面。

暗度陈仓，“信誉粮仓”出售铅弹

办案民警通过缜密侦查得知，“信誉
粮仓”群主的微信名为“山王庄XX快递”。

有了明确的侦查方向，案件侦破就有了决
战决胜的希望。经进一步工作，办案民警
查询到在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市有个叫山
王庄的镇。根据这一线索，山亭警方决定
主动出击。6月20日，办案民警远赴河南
省焦作市开展工作，并在沁阳市山王庄镇
找到了XX快递代理点。办案民警综合运
用各种侦查策略，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张某某、张某和郎某某。

从6月21日到7月12日，办案民警在
河南省焦作市警方的大力配合下，先后将
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张某和郎某某等22人
抓获，收缴气枪15支、铅弹25万余发、气
枪配件50余件及用于制造铅弹的模具、
铅丝、定位剪等工具一宗。同时，办案民警
通过微信、快递信息等还梳理发现了大量
非法买卖弹药的交易记录，涉及全国3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至此，以张某某为首
的非法制造、买卖气枪铅弹犯罪团伙被成
功摧毁。据办案民警介绍，为了方便通过
快递寄递铅弹，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出资
8000元加盟了XX快递，在山王庄镇成立
了XX快递代理点，开始了他所谓的“发财
之道”。平日，张某某基本上不办理正常的
快递业务，主要是以寄递汽车配件、螺丝
等为名，寄递其非法制造的气枪铅弹。据
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建立的

“信誉粮仓”微信群，主要是为了方便在网
上出售铅弹。类似的聊天群在其微信中有
十几个，每个群里都有几十甚至上百人，
都是涉及到在网上买卖气枪铅弹的一些
人。张某某在群中的“口碑”很好，很多购买
铅弹的涉案嫌疑人对张某某“放心”，基本
上都是先汇款，张某某后发货，且张某某
在供货过程中从不失信。

顺线追踪，斩断非法铅弹来源

要想彻底摧毁张某某非法制造、买卖
气枪铅弹犯罪团伙就要斩断其原材料来
源。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到案后，办案民警
立即对其进行审讯。根据犯罪嫌疑人张某
某供述及其微信聊天群信息，办案民警在

山东省临沂市将销售铅弹原材料犯罪嫌
疑人杜某某抓获。经查，自2017年5月份
以来，犯罪嫌疑人杜某某在明知张某某购
买铅丝制造铅弹的情况下，先后两次向张
某某出售用于制造铅弹的铅丝2.5吨。另
查，犯罪嫌疑人杜某某先后通过微信、淘
宝等向“宝哥”“施主”“买个猴么”等微信使
用人，出售用于制造铅弹的铅丝10余吨。

根据办案民警介绍，犯罪嫌疑人杜某
某平日在网上以经营铅丝生意为主，并根
据客户的不同需求，制造粗细不同型号的
铅丝。杜某某错误地认为即使在明知他人
购买铅丝用于制造铅弹的情况下，向他人
出售铅丝也不属于违法行为。这种错误的
认识，直接导致杜某某走上了违法犯罪的
道路。

联合打击，发起全国集群战役

犯罪嫌疑人杜某某到案后，办案民警
顺线追踪，根据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快递往
来明细，先后辗转山东泰安、广东清远等
地，成功捣毁陈某某制售铅弹窝点1处、颜
某某制售枪支窝点1处，收缴气枪4支、枪
管121支、铅弹6万余发、铅丝300余斤、
铅段700余斤及制造铅弹冲床、加工枪管
膛线设备等涉案工具一宗。

至此，张某某非法制造销售铅弹窝
点、陈某某非法制造销售铅弹窝点、颜
某某制售枪支窝点、杜某某销售原材料
窝点得以成功摧毁，抓获犯罪嫌疑人
30人。办案民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
述及微信、快递发货信息等线索，先后
梳理出已购买枪支、弹药的犯罪嫌疑人
线索4600余条，涉及铅弹120余万发、
气枪300余支，遍布除西藏、台湾之外
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显然，涉案线索如此之多、涉及地区
范围如此之广，仅仅依靠专案组民警很难
在短时间内查清办结，只有全国公安机关
协同作战，才能及时追缴流散的枪支弹
药。8月21日，枣庄警方将涉案的4600余
条线索移交全国各地公安机关查办，确保
全案全结，及时消除社会隐患，切实营造
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等待他们的将
是法律的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第125条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
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的，处3年以
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通讯员 张雷 赵月雷 摄影报道）

山亭公安破获特大网络涉枪案
涉及全国30个省市区

本报讯 9 月 11 日，记者
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获 悉 ，
2016 年以来，全市法院全力
守护“绿水青山”、“蓝天白
云”，加强生态环境审判工
作，共审结涉及环境资源案件
85件。

市中级法院充分发挥刑事
审判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行为
的制裁作用，加大对涉及环境
资源保护刑事案件的审判力
度，2016 年以来先后审结非
法采矿、盗伐林木、滥伐林
木、污染环境等违法犯罪行为

30 件，判处犯罪分子 47 人，
其中判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 3
人，拘役1人。

市中级法院严格贯彻环境
保护优先、注重预防、修复为
主、损害担责、全面赔偿等原
则，依法审结环境污染损害赔
偿民事案件7件，审结的一起
案件入选山东法院环境资源审
判十大典型案例；审结涉及土
地、地矿、林业、草原等资源
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行政
诉讼案件 48 件。（记者 苏羽
通讯员 田始峰 赵洋）

市中级法院▶▶
加强生态环境司法保护

峄城讯 近日，峄城区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通过调解成功化
解了一起探望权纠纷案件，维
护了当事人探望子女的合法权
益，父女亲情得以延续。

因感情破裂，徐某刘某二
人离婚。该案于 3 月 30 日审
结，判决内容为刘某自判决生
效后于每周的周日将孩子接回
家探望一天，探望时间为上午
9 时至下午17时，接送均由刘
某负责，徐某应协助刘某行使
探望权。判决生效后，双方当事
人及其父母因判决内容执行问
题多次发生冲突，甚至经由当
地派出所出面处理。

后因子女探望问题产生争
议，诉至峄城区人民法院。申请
执行人刘某情绪激动并上访至
上级法院，徐某也丝毫不让步，
对于法院执行工作拒不配合。

院执行二团队针对情况，分别
对双方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执
行团队在商讨决定执行方案
后，决定一方面从被执行人徐
某的父母入手，告知其孩子的
监护人是父母，劝告二人退出
争执，不再牵涉到本案的执行
中来。另一方面，团队人员积极
同孩子的父母展开谈话，劝告
他们孩子现在还是未成年，年
纪较小，成长过程中应当有父
母双方的陪伴。双方应该为了
孩子的生活成长考虑，而且孩
子是无辜的，双方的矛盾不应
由孩子承受。

通过执行人员细致的思想
工作，双方心中的坚冰融化，转
变态度，达成和解。现双方已不
再争吵，主动联系，一起接送孩
子，孩子也露出了笑脸。

(通讯员 刘莉 李雪)

峄城法院▶▶
巧妙化解探望权纠纷

9月7日至8日，薛城区城管局执法人员对永福路、永兴路
沿线的12处，21个存在安全隐患的违规楼顶广告牌和1个私自
设立的LED广告牌进行了依法拆除，拆除面积达260平方米。

（通讯员 颜亚婷 摄）

台儿庄讯 近日，由台儿庄
区曲艺家协会创作的廉政作品

《税官巧退礼》在区文化馆多功
能厅正式排演，下一步将正式
在台儿庄区“一年一村一场戏
中”演出。这是在广泛开展“两
学一做”活动的背景下，该区廉
政文化建设的又一精品力作。

按照省市纪委关于廉政文
化建设的安排部署，该区扎实
推进廉政文化作品创作，推出
了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
近群众的廉政文艺精品，为在
全社会营造崇尚廉洁的文化氛
围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该区组织文艺作
者创作了诗歌《廉洁照我心》、

山东快书《税官巧退礼》、数来
宝《廉洁勤政新马兰》、歌曲《古
城遍吹廉政凤》等一批廉政题
材的文艺作品。通过多种文学
形式，让广大干部群众直观感
受廉政文化的巨大魅力。

借助群众文化活动平台建
设廉政文化，激发基层群众的
文化创造力。今年，将继续发
动基层文化工作者和广大群众
围绕廉政文化建设这一主题组
织创作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小
戏、歌曲、曲艺等节目，在社区、
农村进行传唱，通过基层群众
文化活动，为全区廉政文化建
设助力。

（通讯员 张磊）

台儿庄区▶▶
廉政文化建设成亮点

滕州讯 近日，木石司法所
向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赠送
法律书籍一批，并发放法律宣
传单一百多人次，为该企业职
工送上一道丰富的“法律知识
大餐”。

本次赠送的法律书籍涵盖
与企业职工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规定，涉
及劳资关系、损害赔偿、合同协

议、婚姻家庭等内容，并在宣传
法律过程中，认真讲解了目前
广大职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让职工在工作之余也不忘学法
用法，提高法律素质。兖矿鲁
南化工公司表示，本次赠书活
动和普法宣传活动丰富了企业
图书室藏书，满足了企业职工
的学法需求，受到了职工的热
烈欢迎。 （通讯员 洪纪海）

木石司法所▶▶
向企业赠送法律书籍

近日，山亭城管开展户外广告安全检查，对城区各居民小
区、门头墙体破损条幅、门窗乱贴乱画，线杆灯杆破损广告进行
全面清理。 （通讯员 贾胜伟 于安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