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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天津食品集团

企业概况天津食品集团是2015年
经天津市批准，由原市农垦集团、二商
集团、粮油集团和立达集团整合重组的
国有法人独资公司，由天津市国资委直
接监管的大型综合产业集团。集团以
食品产业为核心，致力打造从“田头到
餐桌”、纵贯三次产业的食品全产业链，
为大众提供安全、绿色、健康的食品，努
力建设政府信赖、百姓放心、保障有力
的大型综合食品产业集团和民心工程
龙头企业。重点产业包括现代农牧渔
业、食品生产加工业、仓储物流及贸易
服务业、房地产开发业。截至2020年
底，集团资产总额464亿元，拥有企业
212户、事业单位1户、从业人员1.2万
人，拥有利达、迎宾、海河、利民、王朝、
山海关、桂顺斋、祥德斋、玉川居等中华
老字号及知名品牌30余个，营销网络立
足京津冀、辐射全国、延伸海外。正在
实施百万头生猪、百万只肉羊、百万只
蛋鸡、万头奶牛牧场等民生保障项目建
设，保障米面油、肉蛋奶、糖酒茶、果蔬、
水产、调料等12大类3000余种放心食
品的城市供应。

企业理念集团以责任、诚信、创新、
奉献为核心价值观，以职工幸福、百姓
信赖、保障民生、引领生活为使命，以打
造从田间到餐桌食品绿色发展产业链，
建设具有行业领导力和品牌竞争力的
国内一流大型食品产业集团和民心工
程龙头企业为发展愿景。

责任理念 集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积极落实中央和天津市
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坚持履行好
国有企业政治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
任，促进企业发展，确保民生保障，履行
好天津市“菜篮子”“米袋子”职能。坚
持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深化改革，推
进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升级，确保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坚持服务社会，积极
承担食品安全、脱贫攻坚、环境保护、社
会文明等责任，让企业发展成果惠及更
多人民，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公司治理集团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实行“权责法定、权责透明、协调运转、
有效制衡”的治理机制，治理效能不断
提高。集团打造“法制天食”，坚持总法
律顾问制度，强化法律风险防范体系，
实现了企业规章制度、经济合同、重大
决策审核率100%，有效防控重大决策
的廉洁从业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打
造“数字天食”，建立了重大决策、投资
与项目管理、审计等12个子系统和1个
大数据中心，实现了信息化全贯通。
2020年，集团“数字经济助力传统企业
转型发展”的经验被国务院国资委作为
典型宣传报道。

二、社会责任履行
1.实现“双战双胜”目标

2020年，集团统筹实施抗疫保供和
企业发展，以“双战双胜”为目标，深化
改革，推进重点项目，拓展营销渠道，提
质增效，保持了较好的经济运行质量。
2020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57.39亿
元，利润总额10.94亿元，国有资产保值
增值率104.31%。

2.疫情面前勇挑重担

2020年新冠疫情突发后，集团作为
天津市群众生活供应保障组成员单位，
第一时间向市民承诺“储备充足保障供
应，门店连市服务民生”，党员们自备车
辆组建突击队服务保障供应一线，慰问
援鄂医护家属；参加天津市新冠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就食品保供应、保
安全为群众答疑解惑；集团助力疫情防
控、稳定市场价格、保障城市供应情况
广受主流媒体和社会关注。旗下利达
粮油公司荣获“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系
统先进企业”和“榜样天津”企业社会责
任“战疫先锋企业”；商贸公司董事长付
鑫权荣获“天津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劳
动模范”。

保障民生勇逆行 集团确保粮、油、
肉、蛋、糖、奶等储备物资随时投放调
用，各企业确保最大产能；百余家直营

店、专卖店和上千个销售网点不间断经
营和服务；为645户中小微企业、个体
工商户减免房租4600余万元。

疫情初期，渤海农业完成3500吨
成品大米、每日200吨鸡蛋的储备保障
任务；利达粮油完成19万吨进口大豆和
2万吨大米接卸任务，投放市场米面油
产品12万吨；迎宾肉食每日冷鲜肉保障
能力250吨以上，春节期间以低于市场
价格投放储备肉；海河乳业以优于国标
品控标准守护市民“奶瓶子”；商贸公司
紧急调运新鲜蔬菜供应市场、平价销
售，为保食品安全，食品研究所直接进
驻集团蔬菜仓检验农残；商贸公司优选
的鲜蔬蛋品礼包、桂顺斋的中式糕点和
鲜打元宵均配送上门，壳牌便利店24小
时供应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系统为80
多家复工复产单位提供食品直供服务，
“天食厨房”为复工企业和街道社区供
应营养配餐；经贸学校烹饪大师开设线
上家常菜烹饪课程。抗疫保供中，集团
围绕补齐城市供应短板、提升应急保障
能力，规划总投资百亿元打造“天津市
菜篮子应急供应保障体系”。

确保抗疫英雄后顾无忧 疫情最严
重的二月，集团广大纸业完成支援武汉
火神山医院急需的1554箱医用记录纸
生产；宝德包装将1400件防疫医用包
材送抵武汉。集团落实市委、市政府嘱
托，慰问天津援鄂一线的1073名医护
人员家属；受市总工会委托，承担连续
慰问援鄂及本市一线医务人员家庭任
务，至2020年底陆续发送慰问品超10
万份，总金额2600余万元。

3.全力干好扶贫事业

集团勇做脱贫攻坚突击队，“产业+
消费”双轮驱动精准扶贫，形成健康可
持续发展长效机制。截至2020年底，
集团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0亿元，带
动投资近6亿元，帮助近2万贫困户增
收。集团扶贫成果被主流媒体重点报
道，央视《焦点访谈》栏目报道了集团
“扶贫扶智”模式。2020年，集团荣获
“全国脱贫攻坚奖”组织创新奖，参加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团”
作巡回报告，津垦牧业科技公司荣获
“天津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2021
年2月，集团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
大会”上，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津垦牧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景龙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打造立得住的产业帮扶项目 集团
在新疆和田、河北承德投资建设百万只
现代肉羊养殖项目，构建肉羊全产业
链，带动两地农牧业转型升级。2020年
底，已在两地建成规模化肉羊产业园、
扩繁场、育肥场，各类羊只存栏近11万
只；配套饲料厂年产饲料近万吨，两家
屠宰场年屠宰能力50万只以上，肉羊产
业布局基本形成。探索多种扶贫带贫
模式，实现与贫困户的个性化对接，形
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三级肉羊养
殖管理体系，与当地人民共同创造总结
出“希吾勒”扶贫经验，有效助力贫困户
持久受益。

因地制宜构建更多产业帮扶模式
集团在西藏昌都建设阿旺绵羊胚胎工
程技术中心，帮助藏区牧民保种育种、
提纯复壮；挖掘甘肃苦水玫瑰、藜麦、蕨
麻、青稞农产品价值，开发研制“王朝九
香”玫瑰露葡萄酒和桂顺斋特色糕点；
在内蒙古敖汉旗种植牧草为农民增收；
帮助河北海兴张常丰村发展粮食加工
项目；帮助天津宝坻区推动育肥猪场项

目建设。
增强地域产品市场运营活力 集团

在西藏、甘肃、河北等地建立12家贸易
公司，与当地50余家企业建立伙伴关系
并派员帮扶。先后将西藏雪岩泉水、河
北白旗小米、甘肃沙棘汁等39个县区的
千种特色产品引津，设立了35家扶贫馆
和扶贫专区，采购总额1.7亿元，带动当
地8000余户贫困户增收。在天津、昌
都两地开设扶贫产品旗舰店和扶贫馆，
汇聚西藏11个县区约450种农产品和
手工艺品，初步形成西藏特产营销体
系。

增强受援地区持续造血能力 集团
抽调农业专家和骨干组建了津垦牧业
公司和10家扶贫项目企业，专职扶贫
项目；选派90余名青年骨干及招收67
名少数民族大学生到扶贫一线工作；为
新疆、河北肉羊产业组建技术中心，开
展科学养殖培训和入户技术指导6000
余人次；在甘肃甘南开设糕点实体店并
开展从业培训。

4.弘扬国企品牌

集团弘扬民族品牌，振兴老字号，
打造以“天津食品集团”母品牌统领子
品牌的体系。整合升级“农鲜生活”直
销店，建设“天食”直播基地，举办“天食
5.18购物节”等活动，扩大品牌集群影
响。旗下黄庄洼米业等5家企业荣获
“津农精品”企业品牌，利达小麦粉等6
款产品荣获“津农精品”产品品牌，“嘉
立荷”等5个品牌获“国内知名”品牌认
定，“利民”品牌获“国际有名”品牌认
定，海河乳业入选中国奶业“融智创优”
品牌企业名录，桂顺斋月饼获中国月饼
文化节“中国名饼”奖；海河老酸奶、王
朝生肖纪念葡萄酒、桂顺斋糕点、迎宾
熟食、玉川居酱菜、山海关熟豆浆等产
品入选“天津礼物”旅游商品，成为天津
城市名片。

5.做好老百姓放心菜篮子、米袋子

（1）确保食品安全
集团层层压实食品安全责任，构建

“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过程可控、责任
可究”的食品安全体系。2020年，全系
统未发生食品安全重大事故；开展食品
安全培训480次/9861人次；3家食品检
验监测机构共完成2.5万余批次国家和
地方农产品食品检测任务，监测中心
“生鲜乳项目”飞行检查成绩名列全国
监测机构首位。

（2）建强科技队伍
集团“科学技术协会”是天津市示

范单位，全系统现有国家级高新企业、
科技领军企业、国家及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省级重点实验室、研究院所、博
士后研究站等科研机构11家。2020
年，集团16名科技人员入选天津市科
技专家库；嘉立荷牧业获得天津市“十
三五”技术中心建设优秀案例；《食品
研究与开发》期刊连续七年入选“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学术影响力指数跃升
至行业第四位。2020年，集团科研投
入资金近 1.8 亿元，开发新产品近 80
款，取得授权专利73项，获批科技项目
10项，申请软件著作权6件，发表科研
论文16篇；举办第二届食品研究与开
发创新创意大赛，吸引了全国107所高
校600多项作品参赛。
（3）健全食品产业链
做优农业源头基地 集团构建现代

农业体系，2020年组建了国际现代农业
联合研究院，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
大学、天津农学院等专家团队合作开展
新项目。当年，集团黑龙江15万吨粮油
收储基地运转良好，天津小站稻种植基
地初具规模；天津、山东奶牛饲养混合
群存栏3.7万头，年头平均单产12.2吨，
在中国牧场单产12吨俱乐部中占席7
家；天津、海南蛋鸡基地养殖规模已达
百万；新疆、河北两个百万只肉羊养殖
产业完成布局；天津百万头生猪养殖基
地完成8千头基础母猪存栏；天津本地
1353亩高标准淡、海水产品养殖基地鱼
虾生长良好；内蒙古种植基地完成苜蓿
和小米的有机认证。

做精优质食品生产 集团具备年加
工稻谷15万吨、生鲜乳20万吨、乳制
品12.8万吨、调味制品7.5万吨、生猪
屠宰100万头、猪熟肉制品4万吨、葡
萄酒2.25万吨、糕点类休闲食品近1万
吨、鸡蛋1.3万吨以上、鲜品及冻品水
产品 390吨的产能。2020 年上市 35
款新产品，如：黄庄洼米业的小站稻食
味米和长粒香米，利达粮油的米糕和
红糖馒头，迎宾的添加膳食纤维的功
能性肉制品，利民的适宜减脂人群的
油醋汁等调味品，山海关的高持水性
南豆腐和配餐香干，桂顺斋的藜麦粽
子、巧克力排等食品。王朝的锦邑18
年XO白兰地荣获“2020国际葡萄酒
（中国）大奖赛”大金奖，锦邑桶藏8年
VSOP白兰地、梅鹿辄干红陈酿分获
“2020国际领袖产区葡萄酒/烈酒质量

大赛”铂金奖和金奖。
提升服务百姓餐桌能力 2020年，

集团新开和升级门店45家，开设首家
“天食菜篮子”放心菜市场，在津直营及
加盟门店、专柜达355家，提供主副食
品和服务，并服务社区养老；为1300余
家企事业单位、66所中小学供应优质食
品；铺设海河巴氏奶24小时冷藏智能
柜，方便居民就近取奶；举办“天食年货
节”“蔬菜到家”“天食品牌月”等惠民便
民服务，实现线上线下网点互联，推进
天津2小时城市配送圈覆盖。

6.积极投身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1）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
实施“小站稻”产业振兴工程 集团

实施“小站稻”产业振兴工程，打造稻米
全产业链。2020年，与中国科学院李家
洋院士团队共建的小站稻研究院投入
使用，与天津农学院共建了小站稻品质
与食味分析评价中心，与多家科研机构
联合开展种植实验，建成万亩小站稻物
联网监控系统；投资4560万元打造天
津市优质小站稻开发有限公司；在津建
立了小站稻集散中心，有570余家销售
网点销售天食小站稻产品，在云南昆明
成立天津小站稻运营中心。集团小站
稻种植面积达15万亩，其中稻鱼、稻蟹
立体种养4万亩。“利达”牌天食小站稻
获“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交易
会”金奖。

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集团在天津
临港经济区建设60万吨饲料加工项目，
提升保障天津优质“肉禽蛋奶”能力；在
河北承德投资建设百万只肉羊示范项
目，在唐山建设辣椒种植加工基地、万
头奶牛牧场示范区，增加京津冀优质特
色农产品供给；在雄安新区建设的“安
新天食职业培训学校”一期竣工，将为
新区建设培养和输送技能型人才。
（2）投入“一带一路”建设
搭建亚欧农业桥梁 集团在保加利

亚建设的农业大基地项目拥有耕地13
万余亩，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农业合作示
范区的主导项目，2020年基地获批开展
“起步区”建设，农作物长势良好，并开
展了粮食等贸易。为深化中欧合作打
造农业对外开放新高地，集团在津按照
“一院、一体、一镇、五产业”的总体布
局，规划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开展国际农业联合研究院、稻香田园综
合体、中东欧特色小镇和优势农业等重
点项目建设。

传播中国饮食文化 集团在英国开
设的“鲁班工坊”项目，使中国烹饪技艺
及饮食礼仪成为国际化教学标准的学
历教育和资格培训，荣获“中国企业海
外形象建设十大优秀案例”和“海外传
播创新优秀案例”,2020年该项目启动
“云”教学模式。保加利亚、加纳“鲁班
工坊”正在顺利推进。

拓展更多合作平台 集团加纳番茄
酱加工厂已投产，“中蒙设施蔬菜科技
示范园”正在建设。2020年与英国农业
工程精准创新中心签署《智慧农场项目
开发1.5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精准农
业、智能农业设备、农业大数据应用、健
康食品开发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
此外，哈萨克斯坦农牧业产业园区、智
利-中国示范农场等合作项目也在洽商
推进中。

7.助力政府活动参与社会公益

倡导厉行节约 集团积极倡导健康
文明生活方式，集团本部食堂带头践行

“光盘行动”；利达粮油请社区家庭走进
生产基地，感受爱粮节粮文化；小站稻
公司开展“每一粒米都值得被珍惜”行
动；经贸学校将勤俭节约美德纳入《开
学第一课》；集团和市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等单位举办“世界粮食日”主题宣传
活动，现场举行“天津好粮油”标识揭牌
仪式。

助力政府活动 集团承办了中国首
届“菜篮子”产业安全高峰论坛；参与承
办了第四届“羊业发展高级研讨会”、天
津市“乳制品肉制品风险排查及质量安
全提升推动会”。

投身公益事业，科普食品知识集团
与天津体育局共建“天津食品集团男子
排球俱乐部”，推进体育强市建设；经贸
学校青年志愿者二十年如一日开展敬
老服务；海河乳业向福利机构捐奶1300
箱，荣获“大爱无疆”企业称号；嘉立荷
饲料公司义务为农户开展科技帮扶并
服务农村留守老人；壳牌华北公司助力
天津“文明出行好司机”公益文明行
动。集团坚持食品知识科普行动，迎
宾、海河、利民、绿色世界4家企业科普
工作入选“天津市全域科普”典型案例。

8.深化国企改革和农垦改革

集团积极推进国企改革和农垦改
革，落实现代企业制度。2020年，清退
“僵尸企业”67户，解除了诸多历史包
袱；事业单位企业化改革取得重大进
展；全面推行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
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用工机制，激发了企
业活力和内生动力。集团剥离企业办
医疗工作全部完成，2个在建保障房项
目将为老农场职工陆续改善居住条件。

9.努力创建绿色企业

发展循环农业项目 集团黑水虻生
态循环养殖项目实现畜禽粪便减量率
40%以上；养殖场利用沼液还田对农作
物进行有机肥灌溉，环境和效益双获
益；全年开展4次海水增殖放流半滑舌
鳎69万尾、褐牙鲆60万尾，为促进渔业
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重视能源节约和绿化集团坚持水、
电、气等资源消耗考核制度，落实节约
责任。壳牌华北公司采用绿色环保理
念设计运营7座光伏电加油站，每年约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0余吨、节电10万
度、节水800吨，荣获“中国优秀节能减
排绿色环保企业”称号。集团继续巩固
完成天津1328亩绿化带管护任务，在
新疆治沙工程中新增680亩地种植青
贮高粱。

10.关爱职工

重视职工主体地位 集团系统各单
位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等法律法规，保障职工基本权益；坚持
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职工成为企业
主人共享企业发展成果，2020年开展
“企业集体协商质效评估工作”，推进
集体协商工作提质增效，构建和谐劳
动关系。

关心职工生产生活 2020年全系统开
展各类安全生产培训1625次、安全检查
3133次,整改安全隐患6419项；新冠疫情
发生后，为职工配购防疫用品和营养食品，
慰问一线职工7000余人；开展全系统食
堂和配餐食品安全监查；为1000余名农
民工、困难职工免费体检；为患大病职工办
理专享保障等救助服务。

满足职工精神需求 集团结合发展
战略引进和培养人才，为职工搭建学习
发展平台。2020年，招收应届大学生约
100人，培训职工1.65万人次，举办各
类技能比赛60余场次，系统第一期“青
马工程”学员圆满毕业。开展职工论文
征集、“最美逆行者”主题宣传、“云集合
健步行竞赛+学习”、书画摄影展等多项
职工活动。系统4家企业分别被评为全
国和天津市文明单位。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和“十四五”开局之年。天津食品集
团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牢记使
命，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
履行好国企责任，为人民美好生活做好
服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贡献力量。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天津食品集团（简称集团）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在党中央和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积极融入国家战

略和天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彰显国企时代担当，带领职工投身抗疫保供、企业发展和脱贫攻坚等

项工作，发挥了城市菜篮子、米袋子安全供应主力军作用。集团克服疫情影响，向改革要动力，向项

目要潜力，向开放要助力，向市场要活力，资产规模和创效能力显著提升，服务人民美好生活的能力

更强，面向未来的信心更足，实现了集团“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为集团“十四五”规划擘画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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