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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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6 号 

 

关于命名 2020 年度市级“健康细胞”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枣庄高新区管委会，市直各部门（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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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

进我市“健康细胞”工程建设，努力提升健康城市建设水平，市

健康办组织专家，依据《枣庄市“健康细胞”工程建设实施标准》，

通过资料审查和现场抽查等方式，对 2020 年度全市新申请建设

的“健康细胞”进行了综合评估验收。现将通过综合评审的枣庄市

交通运输局等 335 个“健康细胞”命名为 2020 年度市级“健康细

胞”（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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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健康主题公园、健康小屋、健康驿站等健康阵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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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推进我

市健康城市建设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附件：2020 年度市级“健康细胞”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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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度市级“健康细胞”名单 
 

一、健康机关 

枣庄市交通运输局 

枣庄市城乡水务局 

枣庄市文化和旅游局 

枣庄市医疗保障局 

枣庄市气象局 

枣庄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枣庄市农业农村事业发展中心 

枣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枣庄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枣庄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枣庄市妇女联合会 

枣庄市残疾人联合会 

枣庄市残疾儿童教育康复中心 

枣庄市薛城区民政局 

枣庄市生态环境局薛城分局 

枣庄市薛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枣庄市薛城区新城街道筹备处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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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 

枣庄市山亭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枣庄市山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山亭分局 

枣庄市山亭区文化和旅游局 

枣庄市山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国家税务总局枣庄市山亭区税务局 

枣庄市山亭区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 

枣庄市生态环境局市中分局 

枣庄市市中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枣庄市市中区交通运输局 

枣庄市市中区畜牧农机服务中心 

中国共产党枣庄市峄城区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 

枣庄市峄城区教育和体育局 

枣庄市峄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枣庄市峄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枣庄市峄城区交通运输局 

枣庄市峄城区文化和旅游局 

枣庄市峄城区卫生健康局 

枣庄市峄城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枣庄市峄城区医疗保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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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峄城区信访局 

枣庄市台儿庄区教育和体育局 

枣庄市台儿庄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枣庄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 

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兴仁街道办事处 

枣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兴城街道办事处 

二、健康学校 

枣庄市薛城区奚仲中学 

枣庄市薛城舜耕中学 

山东省枣庄市第八中学（东校） 

枣庄翔宇中学 

枣庄市山亭区第六实验学校 

枣庄市山亭区第二实验小学 

枣庄市山亭区第三实验小学 

枣庄市山亭区第四实验小学 

山亭区徐庄镇中心小学 

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中心小学 

枣庄市山亭区城头镇中心小学 

枣庄市山亭区店子镇中心小学 

山东省枣庄市第十一中学 

山东省枣庄市第二十四中学 

枣庄市第七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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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枣庄市第九中学 

枣庄市市中区东湖小学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小学 

枣庄市市中区实验中学 

枣庄市第二十八中学 

峄城区荀子学校 

枣庄市峄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枣庄市峄城区实验小学 

山东省枣庄市第六中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林桥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中心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中心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大单庄小学 

枣庄市第十七中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中心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兰城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霍庄小学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顺河小学 

枣庄市第二十三中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插花小学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办事处张庄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侯孟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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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板桥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中心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薛庄中心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第一中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回民明德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燕井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小集子小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中心幼儿园 

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中学 

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旗杆小学 

三、健康医院 

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 

枣庄市薛城区中医院 

临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中心卫生院 

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中心卫生院 

枣庄市薛城区邹坞镇中心卫生院 

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中心卫生院 

枣庄市薛城区周营镇中心卫生院 

枣庄市山亭区妇幼保健院 

山城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枣庄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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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城区坛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台儿庄区运河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卫生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泥沟镇中心卫生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中心镇中心卫生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邳庄镇卫生院 

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卫生院 

四、健康社区 

薛城区常庄街道珠江社区 

薛城区临城街道古路街社区 

薛城区新城街道托一社区 

山亭区山城街道柴林社区 

市中区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市中区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市中区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市中区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市中区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市中区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市中区永安镇湖西社区 

峄城区坛山街道仙坛社区 

峄城区坛山街道中心社区 

峄城区坛山街道前湾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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峄城区坛山街道立新社区 

台儿庄区涧头集镇家和园社区 

台儿庄区张山子镇毛官庄社区 

枣庄高新区兴城街道锦绣园社区 

枣庄高新区兴仁街道光明社区 

枣庄高新区兴仁街道天安社区 

五、健康景点（公园） 

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 

龟山风景区 

光明广场 

中兴国家矿山公园 

鹭鸣湖健康主题公园 

祥和庄园 

台儿庄运河国家湿地公园 

双龙湖观鸟园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李宗仁史料馆 

贺敬之柯岩文学馆 

德仁公园 

六、健康企业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柴里煤矿  

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铁路运输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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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枣庄供电公司 

山东中力高压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贝克汉邦食品有限公司 

山东汉诺汽车有限公司 

山东千禧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泰和水处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泉头集团枣庄金桥旋窑水泥有限公司 

枣庄东方怡源大酒店有限公司 

枣庄市峄城区榴园汽车站 

山东明源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枣庄鑫金山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枣庄元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山东益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七、健康宾馆 

山东德邻友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枣庄金尊大酒店有限公司 

枣庄市山亭区泰和商务宾馆 

市中区力源宾馆 

市中区维也纳酒店（青檀路店） 

枣庄东方怡源大酒店有限公司 

米高时尚酒店 

台儿庄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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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家酒店台儿庄连锁店 

月河湾精品酒店 

八、健康餐馆（餐厅、食堂） 

枣庄江南会管理有限公司高新区分公司 

枣庄市薛城区临城中心幼儿园食堂 

薛城区晟茂大酒店 

山亭区巴兴火锅店 

山亭区百家兴酒店 

枣庄学院食堂 

市中区力源宾馆 

枣庄市市中区湖西景苑幼儿园食堂 

市中区维也纳酒店（青檀路店） 

枣庄市峄州大酒店有限公司 

枣庄市峄州大酒店有限公司坛山路一店 

山东省枣庄市第六中学食堂 

台儿庄区泥沟镇中心幼儿园食堂 

枣庄市台儿庄区张山子镇中心小学食堂 

山东省枣庄市第二中学食堂 

台儿庄区贵源食府 

枣庄瀚昂餐饮有限公司（德仁居） 

枣庄高新区塬丽全羊馆（西王庄正宗陈家全羊馆） 

枣庄高新区芳林嫂酒店（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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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健康商场 

枣庄万达广场 

枣庄银座商城有限公司华山购物广场 

枣庄盐百购物广场 

贵诚集团台儿庄邻里中心店 

枣庄信之誉商贸有限公司 

十、健康市场 

薛城区钱江市场 

山亭区综合批发市场服务中心 

市中区新华市场 

峄城区仙坛农贸市场 

十一、健康知识宣传一条街 

薛城区湘江路 

市中区光华路巷 

市中区逸夫巷 

峄城区沿河西路 

枣庄高新区松江路 

枣庄高新区广润路 

十二、健康家庭 

（一）薛城区 

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浩楠家庭 

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福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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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贵景家庭 

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佰财家庭 

常庄街道西小社区 宋佰莹家庭 

新城街道托三社区 刘旭东家庭 

新城街道托三社区 张猛家庭 

新城街道托三社区 刘春爱家庭 

新城街道托三社区 殷召玲家庭 

新城街道托三社区 庞忠民家庭 

陶庄镇唐庄村 李祥爱家庭 

陶庄镇幸福花苑社区 周传玉家庭 

陶庄镇幸福花苑社区 魏庆云家庭 

陶庄镇小武穴村 李继侠家庭 

陶庄镇上武穴村 楚士群家庭 

沙沟镇殷庄村 王婷家庭 

沙沟镇殷庄村 潘昱霏家庭 

沙沟镇殷庄村 王丽家庭 

沙沟镇殷庄村 宋娟家庭 

沙沟镇殷庄村 渐秀梅家庭 

沙沟镇殷庄村 王红家庭 

（二）山亭区 

山城街道柴林社区 高振军家庭 

山城街道柴林社区 巩翠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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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中区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周保明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黄杰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郭祥美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白秀华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张利利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华怡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朱彦付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孟庆兰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郭丹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李文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孟庆军家庭 

光明路街道陈庄社区 黄继华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付艳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韩培莉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金秀英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赵建刚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张洁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刘智慧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李秋颖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孙艳莉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贾娜娜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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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王传才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崔艳家庭 

文化路街道光明北社区 靳爱华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胡继生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施巧玲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李健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唐洪军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刁广静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米娜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吴谦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张建强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李传金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刘宝军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仇勇家庭 

矿区街道北马路社区 高丽华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周井玲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张胜斌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王茂章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张龙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邵爱民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胡福巧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张美香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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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张井英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徐冰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丁永锋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马斌家庭 

龙山路街道荣华里社区 王建民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郑亚鹏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张颜颜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李松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张立国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李敬国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秦坦才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刘向花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李腾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黄景云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王次宝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王昌蕊家庭 

中心街街道大观园社区 付元福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王聪聪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赵永侠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袁倩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颜景凤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宋秀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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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王桂华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马甲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黄文秀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邢亚萍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李忠华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董爱民家庭 

垎塔埠街道幸福社区 王新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李会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杨培陪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郑琪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郑兴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刘婧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邵长军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殷俊霞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杨爱琴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袁鹏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许睿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陈超家庭 

永安镇湖西社区 徐娜家庭 

（四）峄城区 

坛山街道仙坛社区 刘英家庭 

坛山街道兴国社区 杨洁琴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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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山街道前湾社区 胡安云家庭 

坛山街道中心社区 程会家庭 

坛山街道鹭鸣山庄社区 杨蕊家庭 

坛山街道鹭鸣山庄社区 方丽家庭 

坛山街道兴国社区 田雪家庭 

吴林街道三里庄 刘建坤家庭 

吴林街道三里庄 张景田家庭 

吴林街道杨楼居 杨森家庭 

（五）台儿庄区 

涧头集镇草沃村 张艳家庭 

涧头集镇涧头村 孙芳家庭 

涧头集镇涧头村 万振侠家庭 

张山子镇冷庄村 冷大亮家庭 

张山子镇黄滩村 赵作富家庭 

张山子镇后村 刘培忠家庭 

（六）枣庄高新区 

兴仁街道光明社区 孔凡莉家庭 

兴仁街道光明社区 庄英家庭 

兴仁街道松江社区 鹿永学家庭 

兴仁街道天安社区 孙晋基家庭 

兴仁街道天安社区 张群家庭 

兴仁街道天安社区 赵娟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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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城街道石农村 刘春元家庭 

兴城街道石农村 王德义家庭 

兴城街道石农村 王德龙家庭 

兴城街道蒋庄村 朱殿龙家庭 

兴城街道蒋庄村 赵全景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