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枣庄市市管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情况统计表
序号 社会组织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
表人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档）（元） 收费依据
收费性
质

服务内容

1 枣庄市律师协会 51370400MJE212809C 朱士刚 会费

依据《山东省律师协会会费收缴使用

管理暂行办法》收取会费

团体会费15000元；

个人会费2000元(首次执业的律师前三

个执业年度只征收上缴全国律协的会

费”100元)

滕州市个人会费1500元(首次执业的律

师前三个执业年度只征收上缴全国律

协的会费”100元)

《山东省律师协会会费收
缴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会费

学术活动、工作经验交
流、
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对团体会员的指导工作

2
枣庄市建筑业协
会

51370400MJE214548T 魏民 会费

特级施工资质企业10000元；
一级施工资质企业6000元；二
级施工资质企业4000元；三级
及不分级施工资质企业3000元

2019年1月15日，枣庄市
建筑业协会第六届三次会
长办公会通过《枣庄市建
筑业协会会费收取及使用
管理办法》

会费

1、会务费。召开会员代表

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秘书长会和经验交流、学

术研讨等会议开支；2、事

业活动费，用于调查研究、

现场观摩、奖励先进、优秀

项目评审费等；3、外事活

动费。用于邀请专家授课、

与兄弟省、市协会及社会各

界交流活动；4、印刷费。

用于印刷会刊、行业信息、

资料、会议材料等；5、行

政办公费。用于日常办公用

品、工作人员工资、生活补

贴、交通费等；6、聘请法

律顾问费用；7、枣庄建筑

业协会网站、《枣庄建筑业

》等宣传费用；8、专家库

维护费，专家培训费、评审

费；9、其他费用

3
枣庄市民营企业
协会

51370400MJE213633Q 王辉 会费
会长5000元/年，副会长2000
元/年，常务理事1000元/年，
理事500元/年

2013年12月会员大会 会费

组织民营企业间人才、
技术、信息、物资资金
等协作交流，开展理论
研究，学术交流，推广
先进经验

4 枣庄市青年商会 51370400MJE213959E 刘夫玲 会费
会员1000；
理事2000；
常务理事5000

2014年10月枣庄市青年商
会首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通过

会费 开展商会活动

5 枣庄市集邮协会 51370400MJE2124626 许波 无

6
枣庄市建设工程
造价管理协会

51370400MJE2142225 徐洪颜 会费

施工企业：一级3500元/年，
二级2600元/年，三级1500元/
年。
造价咨询企业：甲级5000元/
年，乙级3000元/年。

2015年4月10日第五次会
员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印发
《枣庄建设工程造价管理
协会会费标准和管理办法
》的通知（枣住建价协字
[2015]3号）

会费

为会员提供在政策、法
规及其他方面的信息服
务；获得减免本协会举
办的各种业务培训和研
讨班费用；获得本协会
给予的鼓励和授予的荣
誉

7
枣庄市民营水泥
企业协会

51370400MJE2133853 高焕友 无

8
枣庄市再生资源
旧车拆解行业协
会

51370400MJE213836D 戴宗新 会费 理事：1000元、会员：200元
2003年6月理事会会议制
订收取会费标准

会费
制订行规行约、开展行
检行评、交流经验及人
员培训。

9
枣庄市保险行业
协会

51370400MJE212681G 翟永兴 会费

1、基础会费：各会员公司3万
元
2、规模会费：财产险公司按
照上年度保费收入总额的万分
之一缴纳；人身险公司按照上
年度保费收入总额的万分之零
点六缴纳，最高不超过2万元
。

2017年10月六届一次会员
大会通过《枣庄市保险行
业协会会费缴纳管理办法
》

会费

制定并监督执行保险行
业自律公约，规范维护
保险市场秩序和行为，
组织开展保险调研、宣
传、咨询、培训及合作
交流

10
枣庄市房地产业
协会

51370400MJE214484W 侯成岗

会费

（一）副会长单位：每年5000元

（二）常务理事单位：每年4000元

（三）理事单位：每年3000元

（四）会员单位：每年2000元

2019年7月《枣庄市房地
产业协会关于规范会费管
理的通知》

会费

本会会员缴纳的会费，
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
开展相关政策研究，对
外宣传、网站维护及刊
物编印，支付秘书处、
专业委员会等日常办公
及开展活动费用。

销售资料
费

两书：8元/套  合同：3元/本 自定
其他经
营服务
性收费

为保障协会正常运转，缓解经

费不足，根据《山东省商品房

销售条例》，为企业提供《商

品房屋使用说明书》、《商品

房质量保证书》来源途径，方

便企业购买；根据企业需要提

供2013版老版本购房合同。（

上述销售行为已在国税、地税

登记销售，开具正式发票。每

季度正常报税，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照章纳税。）

信息服务
费

4000元-5000元/年 协商确定
其他经
营服务
性收费

为保障协会正常运转，缓解经

费不足，在房协网上房博会网

站进行企业的合法楼盘信息展

示及广告宣传，签订合同。（

上述经营行为已在国税、地税

登记，开具正式发票。每季度

正常报税，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照章纳税。）

11
枣庄市茧丝绸协
会

51370400MJE213772F 高菁 无

12 枣庄市燃气协会 51370400MJE214193R 黄鹏 会费
理事会单位3000元/年
会员单位1000元/年

2019年4月18日四届一次
会议通过的会费管理办法

会费

宣传有关法律、法规、
政策；总结交流经验，
开展行业技术咨询服务
，人员培训；参与有关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设计审查验收评估

13
枣庄市水泥行业
协会

51370400MJE214572B 尹旭 会费
副会长以上单位不低于10000
元，其他理事单位3000元，一
般会员单位2000元

2004年4月12日第一次会
员代表大会

会费

开展行业调研，提出行
业规划建议，制定行规
行月，协调行业内外关
系；提供人才培训及信
息咨询服务等

14
枣庄市特种设备
协会

51370400MJE212382J 刘莉

会费 无

技术咨询
服务费

双方协商 协商决定
其他经
营服务
性收费

技术咨询服务

15
枣庄市汽车流通
协会

51370400MJE213756R 管涛 无

16
枣庄市洗染行业
协会

51370400MJE214388K 马振同 无

17
枣庄市物业管理
协会

51370400MJE214257P 李铭戟 会费
副会长：5000元/年，理事
2000元/年，会员1000元/年

枣物协[2017]6号文，关
于交纳2017年度会费的通
知

会费

1、开展培训；2、管理
项目创优达标考评；3
、促进行业发展的评选
活动；4、提供经济、
法律、培训等咨询服务
；5、免费提供公益大
讲堂

18 枣庄市盐业协会 51370400MJE21306XA 黄维战 会费
原则上以单位缴纳，根据单位
大小，每个单位会员每年会费
为1-2万，个人会员不交费

2006年11月枣庄市盐业协
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

会费

19
枣庄市认证与质
量评价协会

51370400MJE213043P 王静

会费 无

咨询费 双方协商 协商决定
其他经
营服务
性收费

质量认证技术咨询及项
目服务

20 枣庄市浙江商会 51370400MJE214716W 吕金朝 会费

会长15万元；
执行会长3万元；
副会长1万元；
理事1000元；

2019年根据国家减税降费
有关政策规定，结合商会
《章程》和企业实际情况
制定本标准。

会费
 指导会员遵纪守法经
营自律依法经营，为会
员培训技术维权协调等

21
枣庄市旅游行业
协会

51370400MJE2150814 曹恒超 无

22
枣庄市再生资源
协会

51370400MJE2134491 王淑强 无

23 枣庄市医院协会 51370400MJE2128920 王鑫 会费

副会长单位25000元/年，常务
理事单位8000元/年，理事单
位3000元/年，会员单位2000
元/年

2009年5月22日一届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会费
管理办法，自定

会费

开展行业性调查研究和
医院管理学术活动，推
介医院管理经验，促进
会员间联谊交流，加强
行业自律管理，维护医
院合法权益。

24
枣庄市婚庆庆典
协会

51370400MJE2128252 张霖 无

25
枣庄市民族企业
商会

51370400MJE213406K 李瑛 会费
会长单位：1万元/年，常务副
会长单位：8000元/年；副会
长单位：6000元/年；

26
枣庄市粮食行业
协会

51370400MJE212219B 李建伦 无

27
枣庄市家用电器
行业协会

51370400MJE214919H 周长坡 会费
会长单位1000元，理事单位
300元，一般会员200元（没收
费）

2009年11月16日枣庄市家
用电器行业协会全体理事
会议通过会费标准

会费 无收费

28
枣庄市建设工程
招标投标协会

51370400MJE21402XD 宋照康 会费 3000元
2010年5月第一次会员（
代表）大会通过的会费管
理办法

会费

29 枣庄市保安协会 51370400MJE2136841 王鹏 会费

1.单位会员：年会费500元人
民币；2.理事单位：年会费
3000元人民币；3.常务理事单
位：年会费5000元人民币；4.
保安培训机构（颁发中专学历
证书）、保安服装（布料）定
点生产厂理事单位：年会费
5000元人民币。（以上费用暂
未收取）

《枣庄市保安协会会费收
取办法》
（2017年12月18日，经枣
庄市保安协会
第三次会员大会审议通过
）

会费

（一）指导帮助保安服务公

司提高服务质量和经营管理

水平，协调保安服务业与其

他部门、行业之间的关系；

（二）开展调查研究；

（三）组织培训保安服务公

司的骨干；

（四）开展保安服务业的理

论、法律研究，提供法律和

业务的咨询服务；

（五）开展宣传；

（六）组织、协调行业内外

的友好交往，举办研讨会、

经验交流会、展览会，开展

学术交流；

（七）组织协调保安技术、

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

；

（八）发展同省内外保安组

织、企业的友好往来，开展

对外保安业务及技术交流活

动；

（九）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反映保安服务公司和从业

人员的合理意见和要求；

（十）协调枣庄市保安服务

业需要统一办理的事项。

30
枣庄市银行业协
会

51370400MJE2120407 金冬 会费 8万元

2015年3月，枣庄市银行
业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届
理事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
会费收取标准

会费
行业自律，维护行业权
益，专业培训，协调服
务

31
枣庄市台湾同胞
投资企业协会

51370400MJE2131316 于春明 无

32
枣庄市企业家协
会

51370400MJE213713C 杨震 会费

副会长单位不低于10000元/年
；常务理事不低于5000元/年
；普通理事不低于2000元/年
；普通会员单位不低于1000元
/年

2017年5月11日换届大会
暨全体会员会议审议表决
通过《枣庄市企业家协会
会费收取标准及管理办法
》；
2018年4月28日经枣庄市
企业家协会第二届第二次
会议审议表决通过《枣庄
市企业家协会会费收取工
作方案及管理办法》

会费

建立企业家服务机制，
推进企业家队伍建设，
总结、推广、交流企业
管理经验，宣传优秀企
业家、维护企业家合法
权益。

33
枣庄市汽车销售
服务业协会

51370400MJE2124701

王宗清

会费
副会长单位2000元/年，普通
会员1000元/年

2013年12月21日召开第二
次常务理事会议及第二次
会员代表大会通过

会费

举（承）办汽车交易会
、博览会、组织企业开
展经营活动，开发市场
资源，参与指导相关产
品的市场建设

34 枣庄市书画商会 51370400MJE2134304
周庆海

无

35
枣庄市食品行业
协会

51370400MJE2138523

孙彦新

会费

会长单位，20000元/年；副会
长单位10000元/年；常务理事
单位5000元/年；理事单位
2000元/年；会员单位1000元/
年（2015年以来已停止收取会
费，近期召开理事会拟调整会
费档次）

2013年1月2日第一届理事
会议通过的收费标准及管
理办法

会费 行业管理、产品升级

36
枣庄市电子商务
协会

51370400MJE212788U

刘陵臣

会费
1、会长、副会长5000元/年
2、常务理事及理事2000元/年
3、会员1000元/年

2013年8月16日第一届一
次会员大会

会费

为会员提供信息化人才
培训，组织电子商务专
家对会员进行信息咨询
服务

37
枣庄市软件行业
协会

51370400MJE214329G

李玮

会费 0
2017年10月理事大会通过
的会费管理办法

会费

开展软件行业中长期发
展规划的咨询建议、企
业合作与交流；科技咨
询与服务；人才引进及
培训

38
枣庄市装备制造
业行业协会

51370400MJE213932W
张建素

无

39
枣庄市烹饪餐饮
业协会

51370400MJE212251N
王新权

无

40
枣庄泰州民营经
济合作商会

51370400MJE214492P 陆勇军

1、会长单位每届缴纳会费10
万元；2.常务副会长、副会长
单面每届缴纳会费5万元；3、
理事单位每届缴纳会费2万元
；4、会员单位每届缴纳会费6

千元。

枣庄泰州民营经济合作商
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

大会

1、开展公益活动、联谊等形式

，吸纳江苏尤其泰州境内企业

投资山东枣庄地区；维持好山

东枣庄境内江苏企业联盟。2、

宣传、贯彻国家对民营企业的

指导及其方针政策，加强对会

员的指导，引导会员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规范企业行为、促

进会员自律；3、依据国家经济

发展战略，对民营经济合作进

行调研，反映情况、提出建议

，积极建言献策。4、维护会员

合法权益，反映会员合理诉求

，帮助会员排忧解难，促进公

平竞争。5、建立网站、编辑出

版书刊，为会员提供信息、法

律、融资、技术、人才、培训

等方面服务；6、受政府委托，

组织和参与相关政策规则的研

究制订工作，并在会员中组织

实施；7、受政府委托承办或根

据发展需要举办会议、展览和

项目考察等活动，促进民间经

济交流与合作；8、支持和引导

会员自觉履行社会责任，积极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并为会员

提供相关服务，树立良好社会

形象；
41

枣庄市家政服务
行业协会 51370400MJE212972K 孙静

无

42
枣庄市动漫产业
协会 51370400MJE213625X 洪方坤

无

43
枣庄市微电商联
盟商会

51370400MJE212649
5

梁迪 咨询费 双方协商 协商决定
其他经
营服务
性收费

引导会员合法经营，为
微店商建设合作出谋划
策；组织会员参与社会
公益活动及会员相互学
习，组织微电商相关的
研讨会；承担政府及职
能部门交办的工作

44
枣庄市旅行社协
会 51370400MJE213123B 任杰

无

45
枣庄市侨商联合
会 51370400MJE212032C 安全平

无

46
枣庄市地方金融
协会

51370400MJE2140468

王利

会费
会长单位10000元；副会长单
位5000元；理事单位3000元；
普通会员1000元

枣庄市地方金融协会第二
次理事会

会费

社会宣传、业务培训、
内部管理、风险控制、
信息服务，行业内学习
、考察、交流

47
枣庄市二手车商
会 51370400MJE214396E 张建

会费 200元 自定 会费 召开会员大会

48
枣庄市家居建材
装修协会 51370400MJE2147082 吴临沂

无

49 枣庄温州商会 51370400MJE214978L 胡江华 会费 无

50
枣庄市茶艺师行
业协会 51370400MJE2152090 王爱玲

无

51
枣庄市标准化协
会

51370400MJE212841P 董凤钊

会费 无

咨询费 双方协商 协商决定

其他经
营性服
务性收
费

52
枣庄市航空运动
协会

51370400MJE213238H 张广伟 无 无

53
枣庄市民用爆破
协会

51370400MJE2143531 刘春斗

会费

1、理事单位10000元
2、理事单位2000元
3、会员单位1000元
4、个人会员100元

枣庄市民用爆破行业协会
全体会员大会通过的章程

会费

咨询费

1、0元/次
2、50元/次
3、100元/次
4、180元/次
5、1200元/次
6、2400元/次
7、双方约定，根据会员单位
要求定制服务内容，价格由双
方协商

依据枣庄市民用爆破行业
协会理事会决议

服务性
收费

1、0元/次，一般性技术问

题，电话咨询涉爆专用设备

、软件等简单问题

2、50元/次，提供涉爆相关

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

3、100元/次，需要远程电

脑服务协作处理涉爆软件、

专用设备

4、180元/次，法律、法规

咨询，标准解释，现场调试

涉爆软件、涉爆专用设备

5、1200元/次，爆破技术、

爆破现场指导

6、2400元/次，会员单位现

场短期培训（包含专用设备

、软件、爆破技术）

7、双方约定，根据会员单

位要求定制服务内容，价格

由双方协商

54
枣庄市工艺美术
行业协会 51370400MJE215161P

谢运国 无

55
枣庄市烹饪餐饮
酒店商会

51370400MJE214476
2

田勇 无

56
枣庄市城镇供水
排水协会

51370400MJE214732
J

刘海龙 会费
会长单位：4000元/年
常务理事单位3000元/年
理事单位2000元/年

《枣庄市城镇供水排水协会
章程》

会费
供排水技术交流、内部刊
物印发

57
枣庄市互联网协
会

51370400MJE212606
P

康胜伟 无

58
枣庄市饭店业协

会
51370400MJE212569H 梁茂华

会费

会长单位：5000元/年
副会长单位：3000元/年
理事单位：2000元/年
会员单位：1000元/年

2018年4月21日第一次会
员（代表）大会

会费

1、有本协会的选举权
、被选举权和表决权限
2、参加本协会举办的
活动
3、有享受本协会提供
的各项服务的优先权
4、当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时，有权请求协会给
予帮助
5、有本协会工作的建
议权、批评权和监督权

培训费 460元/人 协商决定
其他经
营服务
性收费

企业税改政策培训

培训费 150元/人 协商决定
其他经
营服务
性收费

枣庄市酒店业“高质量
酒店服务设计”及“酒
店的转型及变率”专题
培训

59
枣庄市卷烟零售
商协会

51370400MJE21330X
5

李晓亮 无

60
枣庄市美发美容
行业协会

51370400MJE213721
7

李崇阔 无

61
枣庄市汽车服务
协会

51370400MJE21357X
P

陈芳利 无

62
枣庄市汽车摩托
车运动协会

51370400MJE213561
0

邵磊 无

63
枣庄市汽车行业
协会

51370400MJE212243
U

张琦 无

64
枣庄市体育舞蹈
运动协会

51370400MJE213342
M

周忠勇 无

65
枣庄市网络与信
息化协会

51370400MJE214206
F

徐涛 无

66
枣庄市卫生监督
管理协会

51370400MJE214839
X

张厚兰 会费
个体会员单位200元
团体会员单位500元

协会章程 会费

卫生宣传、培训、交流
、咨询、服务；开展卫
生设计、卫生学评价、
等级评定。

67
枣庄市医学美容
协会

51370400MJE212307
R

姚飞 会费

会员：100元/年
理事：500元/年
会长：2000元/年
副会长：1000元/年

2015.11.20第一届会员代表
大会通过的《章程》及会费
标准

会费 会员学术交流费用

68 枣庄市足球协会
51370400MJE214038
D

张黎明 无

69
枣庄市电工产业
商会

51370400MJE213748
Y

李伟 无

70
枣庄市畜牧养殖
协会

51370400MJE214417
Y

米强 无

71
中国国际商会枣
庄商会

51370400MJE212630
8

王占军 无

72
枣庄市环保能源
机械商会

51370400MJE214361
U

唐秀波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