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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滨 州

打打造造最最具具影影响响力力鸡鸡肉肉深深加加工工企企业业
天禧牧业带动数千户家庭走上致富道路

1996年8月28日，天禧牧
业有限公司的前身——— 山东
滨州双新科技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正式成立，拉开了天禧
人艰苦创业的帷幕。通过天
禧人不懈的努力，今天的天
禧牧业有限公司已成为了山
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全国最大的三黄鸡生产
基地之一，被认定为山东省
著名商标、绿色食品、山东名
牌等。作为农民群众养鸡致
富的摇篮和绿色食品的优质
供应商，天禧牧业竖起了一
个业界新标杆。

艰苦创业

成长为名优企业

2005年，突如其来的禽流感
让养鸡业损失惨重，已经发展了
9年合同鸡的天禧牧业，也被卷
入了这个黑色旋涡，面临着一次
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市场被迫
封锁、毛鸡价格暴跌、养殖户纷
纷弃栏等消息不断传来，使本已
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

而这时的天禧牧业董事长胡
振新却做出了两个出人意料的决
策。一是向合同鸡养殖户承诺，在
严格执行公司防控措施基础上，
凡是因禽流感遭受的损失全部由
公司赔偿；二是大量收购毛鸡，屠
宰加工后冷藏，自己的冷库放不
下，就到济南等地租赁冷库。

接下来的一年是在忍耐和
煎熬中度过的，然而天禧人没有
被困难压垮，顽强地撑过了这次

“严冬”。2006年10月，阳光终于驱
散了阴霾，禽流感过后是市场的
强力反弹，天禧人得到了丰厚的
回报。

像禽流感这样的险滩和暗
礁，在天禧人的创业史上数不胜
数。然而，却丝毫也动摇不了他
们的意志，“永不言败、努力向上”

已成为了天禧人的特有基因。
公司生产的“天禧”牌系列

产品以良好的品质和声誉，赢得
了消费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
评，被认定为山东省名牌产品、
国家绿色食品，在黄三角农洽
会、全国糖酒会等展会上多次获
奖，并成为了第28届奥运会、第11
届全运会和第41届世博会的指
定产品，品牌影响力辐射北京、
上海、深圳等全国各地。

带动百姓致富

数千户家庭受益

公司以兴牧强国为己任，致
力于富民强企、业兴人和，大力
推进农业产业化。建设的高标准
化千亩养殖小区辛店千亩园和
姜楼生态园被认定为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公司依托遍及全县的
养殖小区和基地，大力实施富民
工程，带领10000余户群众实现合
同鸡养殖致富。

“从1997年发展合同鸡之初
就开始实行的保底政策，到2005
年禽流感期间为养鸡群众包赔
损失，再到全过程服务体系的健

全和完善，天禧人始终与群众携
手相伴，为他们养鸡致富保驾护
航。”胡振新告诉记者。

家住姜楼镇河南成村的成
福新是一名天禧牧业的基地经
理，在他的带动下附近12个村庄
先后建立起26个养鸡大棚，20余
户农民走向了致富路。可谁会想
到，2007年的成福新还只是一名
窑厂的打工仔，年薪1 . 2万让他
很满足。“2008年在得知公司的优
惠政策后，我就立马开工，当年
就实现纯利润5万元，现在我不
仅盖了新房，还买了轿车，是公
司带我走上了一条致富路。”成
福新说。

与农民群众的互利共赢、和
谐共生，让养鸡产业越做越大。
目前，已经建成17个小区和26个
养殖基地，每年有1500多个家庭、
3000多人参加到养鸡生产当中，
2011年三黄鸡年出栏量达到8000
万只，成为了全国最大的三黄鸡
生产基地之一。

承担社会责任

升级环保设备

天禧公司积极主动承担社
会责任，不仅体现在纳税，带动
就业和老百姓致富，也体现在
对环保的重视。

在辛店分公司总投资1680
万的污水处理工程施工已经接
近尾声，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
据了解，2014年2月董事长胡振
新在鸡肉市场不景气的情况
下，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
废弃原有污水处理设备，先后
赴济南等地考察后，上马一套
总投资1680余万的污水处理设
备，厂区污水处理将建成一个
先进、可靠、高效且便于过程控
制、监视和计算机调度管理为
一体的计算机监控系统。设备
投入使用后，出水水质将达到

《山东省海河流域水污染物综
合排放标准》一级排放标准。

“天禧公司将主动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带动更多
农民朋友快速致富，另一方面
做环境友好型企业，为惠民乃
至滨州经济发展多做贡献。”胡
振新说。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文彬

班班组组建建设设中中““四四大大体体系系””标标准准体体系系概概念念
班组建设中“四大体系”标准体系是指按照“把控关键、简单有

效”的原则，围绕“落实各级职责、切实为班组减负、提升班组业务技
能”的中心任务，制定《班组建设评价细则》。《评价细则》围绕班组

“八大建设”任务，分层分类建立了管理层面生产、综合2类、市公司
班组11类、县公司班组8类和供电所2类细则，并梳理细化执行标准，
明确每项细则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和检查考核依据，确保简便实用、
易于操作。



县审计局推进

内审工作发展

今年以来，县审计局在认真履
行国家审计职能的同时，强化对内
审工作的指导力度，培植内审工作
闪光点，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内审
质量，加快我县内审工作向制度
化、现代化发展步伐。

一是我局积极把内审工作与
日常审计工作相结合，坚持在开
展审计项目时适时对被审计单位
的内审机构提出建议和要求，并
由单位内审机构负责审计建议的
落实和执行。

二是常抓机构建设，要求有
下属单位的部门，必须建立内审
机构，无下属单位的也要配备专
(兼)职内审人员。

三是坚持督导单位内审机构
开展常规财务收支审计和资金使
用效益审计。

四是坚持建立健全定点联系
帮辅机制，在局机关选派政治素质
强、业务素质高的审计人员担任各
内审机构的定点联系人，为各单位
内审机构更好的开展工作提供政
策和技术咨询服务。 (牛新华)

惠民审计三举措打好整改落实攻坚战

惠民审计坚持“整改不到
位，审计无成果”的审计理念，
以踏石留印、抓铁留痕的精神，
狠抓审计整改落实。

一是强化审计整改工作的
领导和管理。建立一把手直接
抓的管理体制，高度重视并下

大力气做好审计整改落实工
作。

二是前移审计整改关口，
实现审计整改效率最大化。将
审计发现的问题及时与被审计
单位通报，以审促改，规范和促
进被审计单位发展。

三是综合运用督导、引导
方式，推动被审计单位按时、主
动整改。与被审计单位建立经
常的整改沟通机制，从推进被
审计单位改进管理、提高效益、
规避风险的角度出发，引导其
自觉主动整改落实。 (牛艳蕾)

惠民县内审协会举办审计质量管理培训班

为抓好内审人员继续教
育和培训工作，促进内审人
员职业化水平提高，惠民县
内审协会举办了内部审计质
量管理培训班。此次培训班
聘请了市、县审计、财政、建

设等方面的专业人员授课指
导，系统地学习了内部审计
项目质量管理、内部审计文
书规范化，审计信息化等内
容，为提高全县内审人员的
专业素质和业务技能，促进

全县内审工作的规范化、制
度化、科学化和职业化水平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
明确了全县审工作发展方
向。

(牛艳蕾)

惠民县审计局积极促进机关党建工作

为进一步增强全体党员
干部的主体服务意识，提升
机关党建工作的规范化、标
准化、科学化水平，优化审计
发展环境，增强拼搏赶超的
能力，打造过硬队伍和“高效

团队”。近日，惠民县审计局
通过建立党员定期学习制
度、完善党组织工作制度、建
立学习共享机制等措施积极
促进机关党建工作，使党建
工作潜移默化在干部思想

中，融会贯通在具体工作中，
使党建工作的内容落实到实
处，有力地推动审计工作的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孙晓慧)

近日，在滨州银监分局的组
织下，惠民联社在大年陈镇开展
了“送金融知识下乡-走进大年
陈”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大年陈集
市人员聚集的有利时机，工作人
员在街边进行金融知识宣传活
动，向过往群众普及农信社的政
策、存贷款业务、防范和打击非法
集资、电子银行等业务知识，进一
步提高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
识，得到了当地镇政府和群众的
支持和认可，截至活动结束，共发
放宣传资料1300余份。 (吴璇)

送金融知识下乡
走进大年陈

把握市场定位
增强支持力度

为充分满足中小企业对金融
服务的多方面需求，拓展自身信
贷服务领域，惠民联社坚持“择优
扶持、突出重点”的信贷策略，对
主导产业、优势项目、效益企业实
行“倾斜服务”，引导中小企业和
私营企业提高产品档次，推动产
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结合县域经
济发展实际，惠民联社突出支持
重点，对全县范围内企业的生产
经营、发展前景、资金需求等情况
进行综合评价分析，对企业进行
有针对性的扶持，强力助推企业
发展。 (吴璇)

大地文化传媒搬迁

惠民县大地文化传媒公司因
业务扩展需扩大店面，即将迁往
滨州市中心医院(结坊院)北门向
西50米(城坤桥西50米路北)，预计
9月搬迁结束。给大家带来的不
便 ，请 多 多 包 涵 ，联 系 电 话
15166818299，5987588，微信号
15166818299。

▲▲技技术术员员刘刘春春生生((右右))正正在在指指导导成成福福
新新饲饲料料投投放放。。

辛店千亩养殖园鸟瞰图。

惠民联社
调研企业助发展

14日上午，惠民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理事长、党组书记张海
涛来到淄角镇水木明森木业有限
公司进行实地调研。调研中张海
涛来到加工车间详细询问了企业
负责人市场销路、原材料价格等
问题。淄角镇党委书记王国华等
相关人员陪同调研。

本报记者 王文彬
本报通讯员李鑫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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