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欢迎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报名参与！ 索取报名表请致电 022-23602820 23602838

参与投票方式

2021(第十一届)“榜样天津”
企业社会责任推选活动选票

第 二 轮 推 荐 和 自 荐 表

荣誉名称

您的姓名

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1.微信投票/关注“天津日报品天津”、“家在天津”微信，发送“推选企业编号及对应
荣誉名称”。

2.电子邮箱投票/编辑“推选企业编号及对应荣誉名称”发送至bytj2021@126.com。

补充说明………………………………………………………………………………………………………………

●初选投票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29日。
●未列入首轮初选名单的企业，主办方自即日起接受第二轮推荐和自荐。
请按如下表格内容要求发送至bytj2021@126.com，咨询电话：022-23602820。

荣誉名称

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企业

城市民生贡献企业

美丽天津建设企业

卓越金融机构

匠心服务企业

全面小康特别贡献企业

您的姓名

企业编号 (最多选10个）

联系
电话

关注官方微信，发
送“推选企业编号
及对应荣誉名称”
参与投票。

责任编辑：殷雯燕 2021年10月21日 星期四

6·7榜样天津

●●001 天津华电南疆热电有限公司

●●002 天津安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03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00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区分公司

●●005 中国石油集团渤海钻探工程有限公司

●●006 华为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007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008 天津市新天钢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009 招商物产有限公司

●●010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011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012 鸿富锦精密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013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14 天津渤海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15 中材（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016 中石化第四建设有限公司

●●017 一重集团天津重工有限公司

●●018 中铁四局集团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019 天津圣朗商业有限公司

●●020 中冀斯巴鲁（天津）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021 中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022 麦购集团有限公司

●●023 天津利和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

●●024 天津津滨威立雅水业有限公司

●●025 天津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026 天津全程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027 爱和谊日生同和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028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029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030 中国建筑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031 云账户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032 天津亿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33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034 天津华北集团有限公司

●●035 天津天士力大健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36 天津建龙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037 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038 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039 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040 天津市公共交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041 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42 天津源泰德润钢管制造集团有限公司

●●043 中冶天工集团有限公司

●●044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45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石化分公司

●●046 天津中煤能源华北有限公司

●●047 中交天津航道局有限公司

●●048 天津三星电机有限公司

●●049 天津忠旺铝业有限公司

●●050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大港油田分公司

●●051 天津象屿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52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053 天津市建工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

●●054 中国水电基础局有限公司

●●055 中铁十六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

●●056 三六零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057 天津娃哈哈宏振食品饮料贸易有限公司

●●058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059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哈弗分公司

●●060 天津纺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061 天津恒兴集团有限公司

●●06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63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064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6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6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67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68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06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

●●070 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71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07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074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7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76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7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078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07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08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08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8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83 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84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85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086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08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88 天津金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89 天津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090 天津市宝来工贸有限公司

●●091 中沙（天津）石化有限公司

●●092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93 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

●●094 天津市新宇彩板有限公司

●●095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096 嘉里粮油（天津）有限公司

●●097 天津市津乐园饼业有限公司

●●098 天津市金桥焊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99 中粮佳悦(天津)有限公司

●●100 天津电装电子有限公司

●●101 玖龙纸业（天津）有限公司

●●102 三星高新电机（天津）有限公司

●●103 天津市建筑材料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4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卷烟厂

●●105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6 天津顶益食品有限公司

●●107 奥的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108 纬湃汽车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109 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司

●●110 弗兰德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111 天津雅迪实业有限公司

●●112 天津国威有限公司

●●113 九三集团天津大豆科技有限公司

●●114 邦基正大（天津）粮油有限公司

●●115 天津大桥焊材集团有限公司

●●116 天津君诚管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17 天津巴莫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18 京粮（天津）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119 天津电装电机有限公司

●●120 北京凯撒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

●●121 弘道文化艺术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122 壳牌华北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123 天津长芦汉沽盐场有限责任公司

●●124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25 天津海河乳业有限公司

●●126 天津海鸥表业集团有限公司

●●127 天津津旅海河游船有限公司

●●128 天津肯德基有限公司

●●129 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0 安利（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131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132 天津市律师协会

●●133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4 仁恒伊势丹

●●135 天津陆家嘴中心

●●136 天津汇成广场

●●137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

●●138 天津海钢板材有限公司

●●139 天津英泰汽车饰件有限公司

●●140 天津富奥电装空调有限公司

●●141 天津丰津汽车传动部件有限公司

●●142 天津七一二通信广播股份有限公司

●●143 丹佛斯（天津）有限公司

●●144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45 天津利安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46 天津金发新材料有限公司

●●147 海斯坦普汽车组件（天津）有限公司

●●148 天津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149 天津瑞能电气有限公司

●●150 日立电梯（天津）有限公司

●●151 天津市天应泰钢管有限公司

●●152 天津瑞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3 天津新伟祥工业有限公司

●●154 天津市华明集团有限公司

●●155 爱信（天津）车身零部件有限公司

●●156 天津华能杨柳青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57 天津金山电线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58 日新（天津）塑胶有限公司

●●159 广晟（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160 天津矢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61 天津达祥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162 友元办公联盟（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163 天津润泽钢材加工有限公司

●●164 天津富通集团有限公司

●●165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6 环渤海金岸（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7 北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168 天津居然之家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169 天津市家居商会

●●170 天津市家具行业协会

●●171 天津红星美凯龙世贸家居有限公司

●●172 天津阳光力天装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73 保利（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4 碧桂园集团（天津区域）

●●175 金隅（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76 融创中国华北集团天津公司

●●177 首创（天津）置业有限公司

●●178 天津宝能投资有限公司

●●179 天津嘉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80 天津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181 天津华宁电子有限公司

●●182 博奥赛斯（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3 天津海特传动机械有限公司

●●184 天津中车唐车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185 天津铁路信号有限责任公司

●●186 天津市永昌焊丝有限公司

●●187 天津创世生态景观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88 天津市企商汇创科技有限公司

●●189 天津市中环电子计算机有限公司

●●190 天津百利阳光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191 中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192 天津航天机电设备研究所

●●193 天津市天友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194 天津亚克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195 天津创游世纪科技有限公司

●●196 北京麦禾阳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197 滨江商厦

●●198 天津爱琴海购物公园

●●199 天津大悦城

●●200 天津东凯悦酒店

●●201 天津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202 天津海信广场有限公司

●●203 天津利达粮油有限公司

●●204 天津盛世欣兴格力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205 天津世纪都会MPT

●●206 天津市登发实业有限公司

●●207 天津雀巢有限公司

●●208 丰益油脂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209 天津市宏冠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10 捷太格特汽车部件（天津）有限公司

●●211 天津建城基业集团有限公司

●●212 天津立中车轮有限公司

●●213 天地伟业技术有限公司

●●214 天津市宇润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215 天津丰铁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16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217 纳通医用防护器材（天津）有限公司

●●218 天津市依依卫生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19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0 天津广通汽车有限公司

●●221 神钢汽车铝材（天津）有限公司

●●222 林德英利（天津）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223 天津新龙桥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224 盛实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225 敏华家具（中国）有限公司

●●226 锦湖轮胎（天津）有限公司

●●227 天津正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28 蒙牛乳制品（天津）有限责任公司

●●229 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

●●230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31 国网电商科技有限公司

●●232 天津市山海关饮料有限公司

●●233 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234 天津天佑城

●●235 天津香格里拉大酒店

●●236 天津新燕莎奥特莱斯

●●237 天津一商集团有限公司

●●238 住总大光明中心

●●239 天津市酒类流通行业协会

●●240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241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42 天津现代集团有限公司

●●243 天津津路钢铁实业有限公司

●●244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45 中国烟草总公司天津市公司

●●246 中国天辰工程有限公司

●●247 天津启润投资有限公司

●●248 吉旗物联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249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250 嘉吉华北实业（天津）有限公司

●●251 汇金钢铁（天津）集团有限公司

●●252 天津捷通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53 中集现代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254 天津住宅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55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6 天津海纳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57 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

●●258 华润天津医药有限公司

●●259 京瓷（中国）商贸有限公司

●●260 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6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262 天津拾起卖科技有限公司

●●263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264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265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266 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267 天津恒运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68 北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269 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270 五八同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71 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有限公司

●●272 昌宜（天津）模板租赁有限公司

●●273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天津销售分公司

●●274 天津天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75 明日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276 星链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

●●277 华星北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78 瓜子汽车服务（天津）有限公司

●●279 瓜子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

●●280 沃尔玛（天津）商业零售有限公司

●●281 天津新滨江机电广场有限公司

●●282 天津物美未来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283 天津三和众诚石油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284 天津卓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85 天津艺点意创科技有限公司

●●286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7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隆顺榕制药厂

●●288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中药厂

●●289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仁堂制药厂

●●290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91 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

●●292 天津市海德堡联合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293 天津美中宜和妇儿医院

●●294 天津君诚口腔

●●295 天津京津医院

●●296 天津中物网络科技股份公司

●●297 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98 新兴燃气（天津）有限公司

●●299 天津滨海旅游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00 中远海运（天津）有限公司

●●301 天津北方合力叉车有限公司

●●302 天津市宽盛钢铁有限公司

●●303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304 永立建机（中国）有限公司

●●305 天津迎宾超市商贸有限公司

●●306 祖龙（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7 航天神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308 天津天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09 天津三安光电有限公司

●●310 未来电视有限公司

●●311 通用电气医疗系统（天津）有限公司

●●312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313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314 中冶建工集团（天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15 椿萱茂养老

●●316 国寿(天津）养老养生投资有限公司

●●317 爱康国宾体检中心

●●318 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319 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320 天津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321 中建方程（天津）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22 中建一局华北公司

●●323 中铁建（天津）轨道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24 佳沃农业产业示范园

●●325 中冶天工（天津）装备制造集团

●●326 中建五局第三分公司

●●327 空中客车（天津）总装有限公司

●●328 中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29 唯捷创芯（天津）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30 天津市碧水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331 信义玻璃（天津）有限公司

●●332 天津市中重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333 建科机械（天津）有限公司

●●334 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

●●335 北讯电信（天津）有限公司

●●336 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7 天津市康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338 中航装甲科技有限公司

●●339 浪潮（天津）数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40 天津七所精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

●●341 中海油天津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342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43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

●●344 天津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345 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

●●346 天津博雅全鑫磁电科技有限公司

●●347 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48 中铁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工程有限公司

●●349 平安融资担保(天津)有限公司

●●350 科瑞泰医疗信息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351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352 哈罗单车

●●353 美奥口腔

●●354 天津中德传动有限公司

●●355 天津天海同步科技有限公司

●●356 首瑞（天津）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357 贝特瑞（天津）纳米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358 麦格昆磁（天津）有限公司

●●359 大禹节水（天津）有限公司

●●360 天津七所高科技有限公司

●●361 天津金牛电源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362 天津易华录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63 天津金楠置业有限公司

●●364 天津金太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365 天津鲁能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6 天津龙湖置业有限公司

●●367 天津泰达建设集团格调置业有限公司

●●368 天津天成晟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69 天津万达中心投资有限公司

●●370 天津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371 天津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

●●372 天津中海地产有限公司

●●373 天津中冶名泰置业有限公司

●●374 天津自贸区万达置业有限公司

●●375 远洋地产（天津）有限公司

●●376 正荣（天津）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377 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8 中建地产（天津）有限公司

●●379 天津天大求实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80 天津精准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381 天津市特变电工变压器有限公司

●●382 中航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383 天津深之蓝海洋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384 天津国电洁能电力有限公司

●●385 天津天海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386 天津北玻玻璃工业技术有限公司

●●387 天津浩源慧能科技有限公司

●●388 天津碧水源膜材料有限公司

●●389 天津市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90 天津宝盈电脑机械有限公司

●●391 天津东义镁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392 信义汽车部件（天津）有限公司

●●393 天津静达合成材料有限公司

●●394 万可电子（天津）有限公司

●●395 中国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396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司

●●397 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98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99 天津阳光树口腔

●●400 天津奥尚户外装备有限公司

●●401 天津诺禾致源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02 铁科华铁经纬（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03 天津亚星世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04 天津福臻工业装备有限公司

●●405 天津优瑞纳斯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406 宜科（天津）电子有限公司

●●407 天津三英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408 天津平高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409 天津市精美特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410 天津六〇九电缆有限公司

●●411 天津市津汇通投资有限公司

●●412 天津市津维瑞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13 天津市津维迪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14 天津市津维长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15 天津市正信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16 天津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417 利星行（天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18 天津利星行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19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天津销售有限公司

●●420 天津波士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21 天津波士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22 天津波士盛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423 天津中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424 天津捷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25 天津市信德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26 天津市迅尔仪表科技有限公司

●●427 天津市通卡智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8 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429 天津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430 天津百利机构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431 天津渤海轻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2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433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434 立邦涂料（天津）有限公司

●●435 天津太合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436 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437 梦金园黄金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438 天津宝迪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39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440 天津金隅振兴公司

●●441 天津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

●●442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3 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44 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

●●445 天津市商联大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446 天津俊安煤焦化工有限公司

●●447 天津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448 天津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449 唯品会（天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450 中国天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公司

●●451 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

●●452 天津远大联合汽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453 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54 天津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455 滨海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6 天津贻成集团有限公司

●●457 天津长芦海晶集团有限公司

●●458 天津市鸿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459 天津大港油田天水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460 天津全景医学影像诊断有限公司

●●461 天津航天中为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

●●462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463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464 天津新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65 天津空间电源科技有限公司

●●466 天津慧医谷科技有限公司

●●467 天津浩洋环宇科技有限公司

●●468 天津市北海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469 天津环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470 天津市海王星海上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71 天津德高化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72 天津市天安博瑞科技有限公司

●●473 天津强微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74 天津明阳风能叶片技术有限公司

●●475 天津天瞳威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76 天津航联迪克科技有限公司

●●477 天津岩石科技有限公司

●●478 天津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479 西门子轨道交通设备（天津）有限公司

●●480 天津农信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481 天津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482 天津安华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83 天津优扬科技有限公司

●●484 天地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485 天津蓝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6 天津老美华鞋店有限责任公司

●●487 天津欧派集成家居有限公司

●●488 天津普光医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489 天津普兰娜天然植物化妆品集团

●●490 天津起士林大饭店有限公司

●●491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492 天津三林电器有限公司

●●493 天津三英焊业股份有限公司

●●494 天津生隆纤维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495 天津市鸿起顺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496 天津米立方海世界水上乐园

●●497 天津市边氏顺昌商贸有限公司

●●498 天津市哈瓦那商贸有限公司

●●499 天津市津誉酒业有限公司

●●500 天津市清水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501 天津市天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02 天津市裕隆达商贸有限公司

●●503 天津泰达酒业有限公司

●●504 天津玉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05 天津市华旗食品有限公司

●●506 天津市凯诺实业有限公司

●●507 天津市阔佬皮业有限公司

●●508 天津市冷轧薄板厂

●●509 天津市利民调料有限公司

●●510 天津市龙甲门业有限公司

●●511 天津市芦台春酒业有限公司

●●512 天津市鸵鸟墨水有限公司

●●513 天津市万达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514 天津市万力特建筑钢品有限公司

●●515 菲特（天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516 天津东洋油墨有限公司

●●517 天津耳朵眼炸糕餐饮有限责任公司

●●518 天津富士达集团有限公司

●●519 天津国际联合轮胎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520 天津红日康仁堂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