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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枣庄新城区、滕州全区域、枣矿集
团西部矿区、山亭新城区

滕州市龙阳镇锦天牡丹园
枣庄地区唯一一家以牡丹为特色的观光旅游景点

主要观光游览项目：

●3～4月，杏花、樱桃花盛开；

●4～5月，牡丹、芍药、郁金香争艳开放；

●5～6月，大樱桃采摘；

●6～7月，桑葚采摘；

●7月，珍珠油杏采摘；

●4～11月，浪漫玫瑰花开放

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欢迎参观指导选购

地址：滕州市龙阳镇冯庄村
咨询电话：15621838709 13963216668

本报讯 7月13日，枣庄华宁
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接到山东省保
监局对该公司下发的行政处罚告
知 书 ( 鲁 保 监 罚 《2017》 14 号)
后，公司领导层高度重视，对此
不遮、不掩、不捂、不盖，而是
正确面对发生的事件，并做到：
知不足而奋起、知差距而发力、
聚智慧谋发展，相继采取一系列
整改措施，做实、做大、做强枣
庄 华 宁 保 险 代 理 有 限 公 司 的 业
务，并取得良好效果，深得社会
各界的关注、称赞。

面对批评查原因、面对差距找
措施、针对不足补短板。处罚结果
下发后，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
司领导层在第一时间做出强有力的
整改决策。一是提出振兴、促进公
司发展、壮大的“通达中华，康宁
万家”的响亮口号，并单独设立了
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办公
楼，该办公楼位于滕州市振兴路与
清河路交界处，占地300平米，建
筑面积800多平米，办公楼共分为
四层，一层为保险服务大厅，主要
负责客户业务受理，咨询及服务；
二、三、四层为办公楼层；该办公
楼近期将投入正式使用。二是该公
司在第一时间免去原执行董事兼总
经理职务，另外新指定有一定保险
管理经验的股东李先生担任临时负
责人，董事会规定即日起公司临时
负责人李政对此类似违规违法问题
负有 100%的管理责任，并委托股
东会监事张女士每季度到公司进行
管理干部层级座谈，了解公司经营
情况，确保公司能够有序、合规合
法经营。所有有关免职、聘任临时
负责人报告手续都已经提交并在保
监局中介系统中通过。三是针对公
司业务部责任人进行了追责，予以
严重警告一次，扣罚两个月工资；
四是公司目前对财务人员进行了规

范，除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外，公
司严格人员管理制度，对不合格的
从业人员进行合理劝退，并新聘行
业综合内勤一名，通过培训，将完
善相关客户保单审核制度与执业人

员管理及信息登记制度，并在今后
的业务开展中严格执行，确保合
规、合法经营；并严格按照规定，
已经投保长安职业责任险。五是完
善公司内部管理，重新修订了《内

控管理制度》、《反洗钱内部控制条
例》、《财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
制度》，融入了相关监管要求及惩
处措施，再次明确相关责任人权
责，以红头文件形式下发各部门认

真学习。同时对公司目前在职人员
进行了相关的业务及保险职能培
训，确保所有人员严格根据保险行
业的相关文件开展业务；目前完全
依据《保险法》、《保险专业代理机

构 监 管 规 定》 合 法 合 规 开 展 业
务。

任何产业的发展、壮大、辉
煌，都需要一个过硬的团队。著名
经济学家在给企业家授课时多次强
调:一个好的团队、过硬的团队是
成就企业做大、做强的桥梁和脊
梁，团队中的领导层是伸出指头
长，让员工向领导层看齐，跟着领
导层这领头雁启航、翱翔；但握起
拳头硬则是全体员工共同抱团闯市
场的胜利法宝。只有公司员工齐心
协力，心向一处想、劲向一处用、
力向一处发，人人为公司的大局去
谋划、去搏击，才能把产业做成同
行业的佼佼者，才能推陈出新更上
一层楼。为打造一支过硬的团队，
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领导
层，把锤炼员工意志、提升员工素
质、凝聚公司向心力作为整改的重
要抓手，把员工集结到公司在山亭
的基地，采取封闭式、军事化的模
式对在职名员工进行培训。

夏季三伏，烈日炎炎如火烤。
统一着装的员工不分男女，统一接
受军训。汗水浇灌了员工们干事创
业的信心、恒心、决心，铸造、筑
牢了员工们为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
限公司攀登下一个高峰永不懈怠的
创业、敬业、爱岗位理念。请高端
人才给员工们充电，扩展了员工们
的知识面，为公司业务的大发展扎
上了腾飞的翅膀。

目前，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
公司的全体员工正以饱满的精神、
火热的心情、周到热情的服务理
念、奋发有为的干事创业理念，全
力经营公司的各项业务，全力把公
司做成枣庄地区乃至全省、全国一
流的企业。

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的
明天会更加美好、辉煌！

(记者 张华 通讯员 姜广花)

知不足而奋起 知差距而发力 聚智慧谋发展

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补齐短板创辉煌

位于滕州市黄金宝地的振兴路与清河路交会处的枣庄华宁保险代理有限公司，占地300平米，建筑面积800多
平米，公司大楼气势恢宏、高端气派、聚金宝地、抢人眼球。

9月11日下午，2017年度欢送新兵入伍大会在滕州市武装部举行。据了解，当日260名适龄青
年胸戴大红花，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带上乡亲父老的祝福与期盼，奔赴全国各地军营，开始自己的军
旅生涯。 （记者 侯志龙 摄）

戍边保国 奉献青春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滕州市统计局获悉，今年上半
年，滕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200 亿大关，达到
208.1 亿元，同比增长 10.7%，较一季度加快 0.4 个百分
点，较上年同期加快1.4个百分点，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和枣庄市 0.3、0.3、0.4 个百分点，居枣庄各区（市）第二
位，较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均提高了一个位次。

上半年，乡村零售额同比增长12.6%，分别高于城镇
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2.1 个百分点、1.9 个百分
点，比上年同期加快8.3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占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0.9%，比上年同期提升1.5个百
分点，乡村消费的份额逐渐扩大。各行业发展齐头并
进。上半年，滕州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四个
行业销售额（营业额）分别增长 8.8%、13.7%、11.1%和
8.3%，增速均比上年同期提高，其中增速最快的是零售
业，提高了7.9个百分点。

据了解，上半年中，滕州市基本生活消费品增长平
稳。在全市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中，粮油食品类、烟酒
类、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及日用品类商品分别实现零售
额 8.5 亿元、8.1 亿元、2.0 亿元和 0.7 亿元，分别增长
18.1%、9.9%、5.0%和21.0%，分别比一季度提高5.3、1.5、
0.9、7.1个百分点，基本生活消费品的平稳增长，带动了
限上消费品市场的增长。 （特约记者 郭潇繁）

上半年滕州市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突破200亿元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滕州市农业局种植业管理科了解到，今
年我市成功申报山东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争取到上
级财政资金1000万元，在4个马铃薯主产镇推广玉米秸秆粉碎还
田6.6万亩，建设年产3万吨秸秆生物有机肥生产线，扶持发展3
家秸秆饲料养殖企业，建设19处秸秆收储站点。

据悉，通过项目实施，全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5%以上；直
接还田和过腹还田水平大幅提升，耕地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提升
0.1个百分点以上；秸秆“五化”利用得到加强，农村环境得到有效
改善，基本杜绝露天焚烧；秸秆收储体系覆盖市、镇、村三级，市场
化长效运转机制基本建立，探索出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的秸秆
综合利用技术路线、应用模式和运行机制。 （特约记者 郭潇繁）

滕州市2017年成功申报
全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试点项目

本报讯 9 月 12 日，记者
在官桥镇瀚祥玻璃制品项目
工地上看到，工人们正积极地
整理场地，以备开工建设。“我
被官桥所提供的优质服务环
境及招商的诚意所感动，地理
区位优势也深深吸引了我。”
山东创彩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渠林告诉记者：“可以
说，这里将是我们创彩事业发
展的宝地，项目建成投产后,

在解决当地居民就业问题的
同时，我们还将积极为推进官
桥经济发展出一份力。”

“说起镇里的变化，那可
是全镇团结一致积极争取的
结果啊！”官桥镇党委书记陈
伟泰对记者说，“就拿中国煤
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投资1.2亿元的百万吨煤粉制
备项目来说吧，今年上半年我
便多次率队赴京与企业主动

对接，通过数次考察洽谈，这
才使得项目能在官桥镇落地
生根。目前该项目正规划选
址，预计全面建成后,项目所
涉及的新能源、新材料、新技
术将对我镇调结构、促转型有
着重大意义。”

今年以来，官桥镇通过广
泛捕捉招商信息，积极招引上
下游产品项目，做粗拉长产业
链条。通过多次主动对接，年
产 50 万吨脱硫脱硝剂项目正
清理场地准备施工；山东嘉鸿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5000
万元的环保设备、山东享泰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 6700 万
元的大豆磷脂等项目都已完
成建设；总投资 1 亿港币的凯
莱能源物流项目即将投入运
营；投资 3600 万元的天工精
铸全自动生产线技改项目运
营良好……这些定格的镜头
是官桥镇强势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取得累累硕果的缩影。
下一步，官桥镇将主动配合，
全力搞好服务，尽心尽力支持
项目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一
流的服务，创造一流的环境，
推进项目尽快投入生产。

各类项目的落地生根，不

仅在全市各镇街带了个好头，
同时还带动本地及周边地区
1200 余人的就业。“俺父母年
龄大了身体不便，孩子还得上
学。从前每年我都去外地打
工挣钱，家庭的重任就落在妻
子一个人身上。”在天工机械
上班的倪师傅笑着说：“现在
可好了，镇里企业多了，俺在
家门口的企业应聘了技术工
人，挣的钱不比从前少，每天
还能按时上下班。家庭和睦
了，生活质量也高了，这日子
过得幸福着呢！”
（记者 金亮 通讯员 郭帅）

招商引资“大步快跑” 项目建设“落地有声”

官桥镇招商引资项目多面开花

本报讯 为加强滕州市建筑工程保温节能管理，提高保温节
能施工质量，增强参建各方责任意识、质量意识，保证建筑工程达
到节能、防火要求，连日来，滕州市质监站组织开展了全市在建工
程保温节能专项检查。

本次专项检查涉及26个项目，191个单体工程，通过认真细
致的查看，大部分工程能够按照设计文件及规范图集要求进行保
温施工，整体质量较好，未发现有采用劣质材料的情况，个别工程
存在材料变更手续不完善等现象，针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当
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责令相关单位限期整改，下一步市质监站将
加大节能保温监管力度，确保工程的使用功能。

（特约记者 李家慧）

滕州质监站开展在建工程保温节能专项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