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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健康城市建设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枣健康办字〔2020〕6 号 

 
 

关于命名 2019 年度市级“健康细胞”的通知 
 
各区（市），枣庄高新区，市直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大企业： 

为贯彻落实《枣庄市建设国家健康城市实施方案》（枣政办

字〔2019〕27 号）、《枣庄市“健康细胞”工程建设方案》（枣健康

办字〔2019〕8 号），扎实推进我市健康城市建设工作，市健康办

组织评审组依据枣庄市“健康细胞”工程建设实施标准，采取资料

审查和现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 2019 年度全市申请建设“健康细

胞”的单位、家庭和健康知识宣传一条街等进行了综合评估验收。

现将通过综合评审的枣庄市教育局等 249 个“健康细胞”命名为

2019 年度市级“健康细胞”。 

希望被命名为市级“健康细胞”的单位和家庭要再接再厉，对

照“健康细胞”建设标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创建成果，建立健全

长效管理机制，在“健康细胞”工程建设中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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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各单位要牢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工作理念，紧紧围

绕健康环境、健康社会、健康服务、健康人群、健康文化五大领

域，积极推进健康广场、健康步道、健康长廊等健康阵地建设，

深入开展健康机关、健康学校、健康医院、健康社区等“健康细胞”

工程建设，不断提高全市人民健康水平，为决胜全面小康、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2019 年度市级“健康细胞”名单（共 24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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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市级“健康细胞”名单（共 249 个） 
 

一、健康机关（52 家） 

枣庄市教育局 

枣庄市公安局 

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枣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枣庄市体育局 

枣庄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枣庄市司法局 

枣庄市水文局 

中共枣庄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 

枣庄市红十字会 

枣庄市人民检察院 

共青团枣庄市委 

枣庄市投资促进局 

枣庄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枣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枣庄市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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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卫生健康服务中心 

枣庄市住房建设事业发展中心 

枣庄市卫生健康综合执法支队 

枣庄市体育彩票销售管理中心 

枣庄市游泳管理中心 

滕州市卫生健康局 

滕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滕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滕州市民政局 

滕州市北辛街道办事处 

薛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薛城区残疾人联合会 

薛城区交通运输局 

薛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薛城区医疗保障局 

薛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枣庄市公安局薛城分局 

薛城区卫生健康局 

薛城区常庄街道办事处 

山亭区卫生健康局 

山亭区教育和体育局 

山亭区交通运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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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市中区教育和体育局 

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办事处 

峄城区人民检察院 

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峄城区税务局 

枣庄市公安局峄城分局 

峄城区人民法院 

峄城区城乡水务局 

台儿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台儿庄区交通运输局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 

二、健康学校（21 所） 

枣庄市第十五中学 

滕州市实验小学大同校区 

滕州市北辛街道中心小学学院路校区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 

薛城区双语实验小学 

枣庄市第二十九中学 

枣庄市薛城区临山小学 

薛城区常庄街道西小庄小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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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枣庄市第十八中学 

枣庄市第四十中学 

山东省枣庄市第四十一中学 

枣庄市市中区建设路小学 

山东枣庄东方国际学校 

峄城区匡衡小学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西关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枣庄市台儿庄区实验幼儿园 

枣庄市台儿庄区实验小学 

枣庄市第三十九中学 

枣庄市台儿庄古城学校 

枣庄市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 

三、健康医院（12 家） 

枣庄市立医院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 

枣庄市中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枣庄医院） 

枣庄市口腔医院 

滕州市妇幼保健院 

枣庄市薛城区人民医院 

枣庄市山亭区人民医院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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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峄城区中医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妇幼保健站 

枣庄市台儿庄区中医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医院 

四、健康社区（28 个） 

滕州市北辛街道滕北社区 

滕州市荆河街道辛庄社区 

滕州市龙泉街道龙泉苑社区 

滕州市善南街道清华园社区 

薛城区常庄街道种庄社区 

薛城区临城街道龙潭社区 

薛城区临城街道八一社区 

薛城区巨山街道托三社区 

薛城区巨山街道托二社区 

薛城区常庄街道香江社区 

薛城区常庄街道西兴社区 

薛城区沙沟镇殷庄社区 

山亭区山城街道郭庄社区 

山亭区山城街道西山腰社区 

山亭区山城街道后官庄社区 

市中区龙山路街道道南社区 

市中区垎塔埠街道十电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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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文化路街道市委社区 

市中区中心街街道香港街社区 

市中区矿区街道东花园社区 

市中区永安镇安侨社区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东盛社区 

峄城区坛山街道兴国社区 

峄城区坛山街道徐楼社区 

峄城区坛山街道利民社区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华阳社区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闫浅社区 

台儿庄区邳庄镇陈塘社区 

五、健康景点（公园）（8 个） 

王学仲艺术馆(滕州市美术馆) 

铁道游击队纪念园景区 

龙潭公园 

城市森林公园 

翼云石头部落景区 

东湖公园 

冠世榴园青檀寺景区 

台儿庄古城景区 

六、健康企业（10 家） 

枣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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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智赢门窗系统有限公司 

枣庄夫宇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奥瑟亚建阳炭黑有限公司 

山东森乐食品有限公司 

枣庄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丰源轮胎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秦世集团有限公司 

枣庄海扬王朝纺织有限公司 

七、健康宾馆（11 家） 

滨江国际大酒店 

滕州宾馆 

汉庭酒店(枣庄高铁站店) 

维也纳酒店(枣庄高铁站店) 

曼卡金苹果酒店 

舜和枣庄大酒店 

如家酒店(振兴中路店) 

峄州大酒店 

福兴宾馆 

台庄公馆 

清御园君廷酒店 

八、健康餐馆（餐厅、食堂）（1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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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直机关食堂 

开元凤鸣山庄 

枣矿集团接待中心 

枣庄市实验幼儿园新城园食堂 

枣庄市薛城实验中学南校食堂 

峄家人酒店 

留水席酒店 

山亭宾馆 

舜和枣庄大酒店 

海润中粮大酒店 

锦丽华饭店 

枣庄市第三中学市中校区食堂 

妈妈传家菜饭店 

台儿庄古城兰祺酒店 

回味从前农家菜馆 

枣庄市台儿庄区实验幼儿园食堂 

枣庄市台儿庄区明远实验小学食堂 

九、健康商场（9 座） 

银座商城(滕州店西馆)  

银座商城(枣庄店) 

贵诚购物中心(薛城店) 

贵诚购物中心(山亭店) 



 - 11 - 

贵诚购物中心(中心店) 

大润发(枣庄店) 

银座购物广场(峄城店) 

银座购物广场(台儿庄店) 

贵诚购物中心(台儿庄店) 

十、健康市场（3 家） 

薛城区四季春农贸批发市场 

市中区龙头市场 

台儿庄区兴运市场 

十一、健康家庭（70 户） 

滕州市（7 户） 

1、北辛街道周庄居 周浩翔家庭 

2、北辛街道俞寨居 侯成海家庭 

3、荆河街道辛庄社区 孙保金家庭 

4、荆河街道辛庄社区 韩明珠家庭 

5、龙泉街道龙泉苑社区 张华冰家庭 

6、龙泉街道龙泉苑社区 张道奇家庭 

7、善南街道清华园社区 孙亚民家庭 

薛城区（20 户）        

1、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著伟家庭 

2、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宝家庭 

3、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贵钱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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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怀震家庭 

5、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凯强家庭 

6、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怀增家庭 

7、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贵猛家庭 

8、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帅家庭 

9、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桂晴家庭 

10、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张锋家庭 

11、临城街道龙潭社区 张爱凤家庭 

12、临城街道龙潭社区 张红伟家庭 

13、临城街道龙潭社区 李青家庭 

14、临城街道龙潭社区 姚金阳家庭 

15、临城街道龙潭社区 徐梅家庭 

16、巨山街道托二社区 杨尚河家庭 

17、巨山街道托二社区 吕依静家庭 

18、巨山街道托二社区 杨尚水家庭 

19、巨山街道托二社区 李冲家庭 

20、巨山街道托二社区 张依景家庭 

山亭区（7 户）        

1、山城街道郭庄社区 肖继平家庭 

2、山城街道郭庄社区 韩荣学家庭 

3、山城街道郭庄社区 韩建中家庭 

4、山城街道西山腰社区 韩荣宝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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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城街道西山腰社区 王立家庭 

6、山城街道后官庄社区 陈德军家庭 

7、山城街道后官庄社区 邵玉君家庭 

市中区（16 户）        

1、龙山路街道道南社区 戚忠华家庭 

2、龙山路街道道南社区 孙培韵家庭 

3、垎塔埠街道十电社区 孙彦家庭 

4、垎塔埠街道十电社区 王震家庭 

5、文化路街道市委社区 周长花家庭 

6、文化路街道市委社区 杨玉芳家庭 

7、中心街街道香港街社区 王玉荣家庭 

8、中心街街道香港街社区 李敬伦家庭 

9、矿区街道东花园社区 赵长忠家庭 

10、矿区街道东花园社区 商帅家庭 

11、永安镇安桥社区 付文家庭 

12、永安镇安桥社区 任桂钦家庭 

13、光明路街道东盛社区 任衍龙家庭 

14、光明路街道东盛社区 马茜家庭 

15、齐村镇张庄村 董顶明家庭 

16、齐村镇张庄村 张传奇家庭 

峄城区（10 户）        

1、坛山街道邵楼社区 郑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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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坛山街道后湾社区 王文家庭 

3、坛山街道后湾社区 李连云家庭 

4、坛山街道兴国社区 李敏家庭 

5、坛山街道兴国社区 王玉芹家庭 

6、坛山街道牌坊社区 姜新丽家庭 

7、坛山街道牌坊社区 付媛媛家庭 

8、坛山街道孔村社区 黄艳家庭 

9、坛山街道立新社区 高安文家庭 

10、坛山街道中心社区 尹成琴家庭 

台儿庄区（10 户）        

1、运河街道华阳社区 孙守国家庭 

2、运河街道华阳社区 梁传洲家庭 

3、运河街道华阳社区 刘培新家庭 

4、运河街道华阳社区 张国明家庭 

5、马兰屯镇闫浅社区 提文娟家庭 

6、马兰屯镇闫浅社区 徐祥涛家庭 

7、马兰屯镇闫浅社区 张登玲家庭 

8、邳庄镇陈塘社区 孙志雷家庭 

9、邳庄镇陈塘社区 李运强家庭 

10、邳庄镇陈塘社区 李全安家庭 

十二、健康知识宣传一条街（8 条） 

滕州市河滨东路(茂源大桥北至解放大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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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城区临城街道留城巷 

山亭区府前路(太清湖广场北侧) 

市中区文化路街道龙安街 

市中区永安镇怡花园巷 

峄城区峄山路(峄州路南至坛山路北)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东顺路北段 

台儿庄区马兰屯镇金桂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