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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榜样天津

“榜样天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企业候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73保利（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6环渤海金岸（天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0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86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4中冶建工集团（天津）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19中国长安汽车集团

天津销售有限公司

203天津利达

粮油有限公司

公司承担着确保天津区域粮食和粮油食品安
全、确保市场供应与稳定的重要社会责任。公司
以打造粮食全产业链为目标，坚定不移地改革创
新，科学调整产业布局，构建了粮油仓储、粮油贸
易、综合物流、粮油食品加工、租赁服务五大主导
产业集群。作为天津区域重大放心粮油企业，利
达粮油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严
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防线，用创新引领健康
粮油食品产业，努力服务天津市民“放心菜篮子”。

001天津华电南疆热电有限公司
458天津市鸿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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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中药厂

第六中药厂是中新药业核心企业之一，企业
始终坚持“现代中药滴丸专家”的战略定位，以中
药滴丸制剂创新研发及生产经营的专业化为方
向，推动中药现代化的发展。企业拥有心脑血管、
上呼吸道及妇科三大门类的中药滴丸产品群，中
药滴丸制剂产品数量位居行业首位。

321中建方程（天津）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自2016年9月成立以来，哈啰出行凭借差
异化策略、智能技术驱动的精细化运营、优秀的
成本控制能力和极致的用户体验，从激烈的共
享单车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两轮出
行服务的领先者，并进化为囊括哈啰单车、哈啰
助力车、哈啰车服、哈啰换电和哈啰顺风车等综
合业务的专业移动出行平台。

达仁堂始于1914年，是以中成药生产为主
的中华老字号企业，是中国第一家中药制药工
厂。企业先后荣获国家一级企业、国家质量管理
奖、“中华老字号”等荣誉称号。达仁堂始终秉承
“达则兼善，仁者爱人”的企业精神，良心制药，让
传统中药造福人类。

264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041天津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6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87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隆顺榕制药厂

352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哈啰出行）

411天津市津汇通投资有限公司523天津市河西区康之源养老院

国网天津电力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六个力
量”作用，创新实施“1001工程”，努力为我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保障。建成首
批国际领先的智慧能源小镇、津门湖新能源车
综合服务中心等一批标志性项目，打造电力“双
碳”先行示范区。出台“电十条”“双十条”“三新
三服、30项举措”，助力天津连续两年获评全国
营商环境标杆城市。

038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是天津市委、市政府为
推动我市水务事业发展，着
力打造的城市水务统一运营
平台和责任主体。“十四五”
期间，集团聚焦“供水为主，环保、工程为辅”的一
体两翼发展战略，实施国企改革、管理提升、资本
运作、智慧水务、科技创新、党的建设“六大工
程”，逐步构建起一条完整的水务产业链的“一二
六一”战略，为城市发展和人民美好生活提供高
质量的供水保障。

天津食品集团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坚守城市保障供应底线，打造老百姓放心
“菜篮子”，实施“产业扶贫+消费扶贫”双轮
驱动，勇做脱贫攻坚突击队，助力贫困地区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践行
国企责任。

263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312国网天津市

电力公司 397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16国寿(天津）养老养生投资有限公司

396中国石化销售

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司

保利发展控股自2008年进入天津以来，从环
城区域到城市中心，历经13载，先后开发打造28处
人居名盘，缔造了保利品牌的良好口碑并连续多年
荣获“榜样天津”上榜企业荣誉。保利天津将始终
坚守央企责任与担当，为天津城市建设做出努力。

中建津南城发公司负责投资、建设、运
营的天津津南葛沽镇城市综合开发PPP项
目以完成津南区葛沽镇城市更新和产业升
级、助力葛沽城市转型、改善民生、经济腾
飞为目标，倾力打造生态防护林、公园、学
校、市民中心等多个民生项目，为城市民生
贡献力量。

国寿嘉园·天津乐境坐落于空港经济区，是
中国人寿旗下首个医养结合养老养生项目，自运
营以来，以高品质的健康养老服务获得好评，在
2021年分别荣获“海河工匠杯”全国养老护理职业
技能大赛二等奖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颁发的“影
响力企业品牌”称号等殊荣，成为天津百姓心中值
得信赖的好品牌。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天津医药集
团化学与生物制药板块的龙头企业。力生制药
始建于1951年，拥有光辉的企业发展史，是国
内知名的大型国有上市制药企业。公司多年来
一直秉承“做好人，做好药”的企业宗旨，致力于
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433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医药集团是以绿色中药、化学原料
药、化学制剂与生物药、特色医疗器械、现代商
业物流五大板块为主体，科研、生产、商业销售
一体化运作的一家国有大型综合性制药集团，
拥有100多家企业，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制造业
企业500强、中国医药工业百强。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中药创新为特色，集生产、经营、科研为一体，涵
盖中药工业和医药商业两大核心业务板块，并
在新加坡、上海两地上市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公司秉承“品质中新”的核心价值理念，始
终致力于优质、高效、低毒药品的创新研发和制
造，且营销网络覆盖全国，众多优质产品远销世
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享有盛誉。

诚实守信，感恩有您，在
每一次客户体验中坚守初
心，时刻践行“榜样”精神。

在经营中，始终保持以客户服务为中心，时刻
践行诚德立信、身体力行的价值使命，始终坚
持为每一位客户提供愉悦体验，奉献感动服
务，将国企担当、信誉保障发挥到实处，更好地
履行“万友汽车诚行天下”的服务承诺，全力打
造国内一流客户体验与价值创造服务供应商。

丹娜生物专注于侵袭性真菌病（IFD）、新冠
病毒病等早期快速联合检测新技术和新产品的
研究开发，率先提出侵袭性真菌病联合检测方案
并自主提供全部产品，并为全球新冠疫情防控做
出了贡献。国家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科技型企业。荣获军队科
技进步一等奖、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7项奖
励。2021年，荣获中国医药行业自主创新先锋
（50）民营企业、中国医疗器械创新企业、天津市
质量奖提名奖等多项荣誉。

423天津中远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

中冶建工集团(天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始
建于 1976 年, 是主要经营大中型工业建设工
程、民用建设工程、市政建设工程、冶炼工程等
建设的驻津央企。45年来，公司以天津为中
心，在全国各地创造了近100项优质工程，为建
设美丽天津作出贡献。今年公司先后获得
2021年度工程建设诚信典型企业、中国工程建
设企业AAA级信用企业等荣誉。

2018年9月，我院荣获了由天津市民政局
颁发的《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达到三级标
准、2021年我养老院荣获“天津市金口碑养老
机构”的荣誉称号。日常消防安全工作更是不
放松，尤其疫情防控期间，我养老院的防控措施
严谨，各项应急预案完备，实现“零病例”、“零感
染”，在各级检查中未出现任何问题。养老院消
防设施配备齐全完善，经常开展各类消防演练
和消防基础知识培训，在消防检查评选中被评
为五星级。

公司隶属于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建筑集团有
限公司旗下中建一局集团，是全国首批获得房建
新特一级资质的企业，一局发展以房建业务为核
心主业，全面实施投资建造业务、基础设施业务、
设计业务、以建筑工业化和新型节能环保业务为
代表的新业务，形成“1+4”产业布局；在产品结构
上，在超高层建筑、高科技电子厂房、大型公共智
能建筑领域确立行业领军优势。

443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MC怡和嘉业2001年成立于北京，为全
球用户提供睡眠呼吸障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的整体解决方案。至今，已在天津、西安、深圳
等地设立分、子公司，员工总数逾400人。经过
20年不懈努力，已成为中国无创呼吸机领域产
品和服务的领先者，同时在国际上也取得了全
球排名前五的优异成绩。

于2013年2月在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注册
成立，注册资本金6.6亿元，是华电集团天津区域
发展的新兴力量。南疆公司二期燃机项目是
天津市供热规划的热电联产项目，1套F级二拖
一“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于2019年4月28
日投产，总装机容量 930MW，供热能力为
650MW，最大供热面积约1300万平方米，为滨海
新区改燃并网的重要热源。

天津贾大厨餐饮有限公司始创于2018年，
是专业从事企事业单位团膳服务及食材配送业
务的公司。全面贯彻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
要求，落实市委、市政府“民心工程”的工作要
求，做好食品安全及农副产品质量安全的管
理。为甲方提供健康、安全的菜肴。

534天津贾大厨餐饮有限公司

460天津全景医学

影像诊断有限公司

天津全景是以专业医学影像诊断为主要技
术支撑，汇聚全国知名医学影像教授、专家，为受
检者提供肿瘤、心脑血管、神经系统等疑难病方
面“一站式”影像检查、多模态融合诊断服务的医
疗机构。并提供远程影像会诊、重疾筛查管理和
绿色转诊通道，达到“早发现、早治疗”。天津全景
获得2020年度京津冀影像质控“MRI、CT、DR、
医学影像学诊断报告”四项质量控制优秀奖。

天津市鸿远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
年，2014年7月在“新三板”挂牌上市。18年间，公
司共取得34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6项、软件著作
权6项、两项技术填补行业空白。获得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认证、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认证、市知
识产权局专利试点单位、市安全生产协会常务理
事单位、市消防协会常务理事单位。

天津市津汇通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一直秉承“对用户负责、对员
工负责、对社会回报”的企业经营

理念，用诚信经营、热心服务，为近30万车主解决
了出行烦恼，向社会提供了600余个就业岗位。
目前已成长为一家以汽车4S店投资运营管理为
主、其它投资为辅的集团公司。集团现拥有8家
汽车4S店和2家城市体验中心,，主营上汽大众、
比亚迪王朝、比亚迪E网、广汽传祺、中国长安等
品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形成良好品牌信誉的中
华老字号企业。深深牢记社会责任，十分重视回
馈社会，致力为社会公益事业多做贡献。企业与
天津市养老院、天津市儿童福利院、天津SOS国
际儿童村，签订了长期捐赠的协议，定期捐赠药
品、食品，组织慰问活动，与老人一起度过节日，
为小朋友购买空气净化机、冰箱等电器以及乐
器、文具和生活用品等贴心实用的礼物。2017年
至今已累计捐赠物资价值合计186万元。

533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

作为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的核心企业之一，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始
于清朝道光十三年 (1833年)，迄 今已有 188年
的历史。现注册有四个剂型共83个 品种,涉及
八大领域，包括肿瘤、糖尿病、泌尿、心脑血管和
儿妇科用药等。目前拥有 17个 独家品种，有效
专利 24项，其中发明专利 23项 ，主打产品有：
紫龙金片、癃清片、精制银翘解毒片、金芪降糖
片、藿香正气水、内消瘰疬片、连翘败毒片等。

天津市总工会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天津市民政局

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天津市商务局

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天津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

天津市妇女联合会

天津市青年联合会

天津市企业家协会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主办
单位

静海湾健康智慧小镇位于
天津市中日(天津)健康产业发
展合作示范区内，总占地 2611

亩，计划总投资120亿元；定位华北地区的硅
谷与湾区；全国首个健康示范小镇、智慧示范
小镇；天津首个海绵示范小镇、5G 示范小
镇。静海湾愿景成为国际学术交流、国际峰
会、行业论坛常会址，国际体育赛事音乐节、
文化活动定点承办地，打造国际知名小镇。

天津能源集团作为能源保障和民生服务
型国有企业，以民生为首要，提早着手，迅速
行动，全力以赴保发电、保供气、保供热，践行
政治之责、经济之责、社会之责、民生之责，做
好410万燃气用户和110万供热用户能源保
障和服务工作，发挥国有企业压舱石和主力
军作用。

天津联通是天津地区最
大的宽带通信及信息服务提供商,是国内规模
最大的数据中心之一，始终以推进天津市信息
化建设为己任，大力创新、锐意改革。目前服
务于公众和政企客户超800万户，能够为客户
提供WCDMA 和GSM移动通信、固定电话、宽
带等通信业务。同时还承担着重要及应急通
信保障任务。天津联通将一如既往地做好信
息化服务和支撑，积极倡导并服务于政府信息
化、企业信息化、家庭信息化建设，全面满足广
大客户的综合信息服务需求。

261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天津有限公司

公司拥有雄厚的移
动通信建设和维护技术力量，已建成天津地区最
大的移动通信网络，覆盖通达全市各个角落，网络
质量位居全国前列。公司多年来一直坚持“质量
是通信企业的生命线”和“客户为根，服务为本”的
理念。面向未来，中国移动天津公司将全面贯彻
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思想，持续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发挥5G+强劲动力，引
领开创发展新局面，不断创造丰富价值，打造智慧
天津，展现美好生活画卷，以更高水准、更强应用
支撑天津市民生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天津电信时刻谨记和发扬“人民邮电为
人民”的优良传统，多年来为更好地服务人
民群众信息化需求而不懈努力，推出了智慧
社区、智慧养老、智能煤电气表具等一系列
便民应用，开展网络及服务“双提升”、用户
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等专项治理，远程修障、
“抗疫义诊”等服务，用户足不出户便可享受
电信优质服务，近期正积极推行“服务好不
好 用户说了算”评价标准，将“用户至上 用
心服务”刻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司作
为中国石化在津直属销售企业，是天津市成品
油供应的主渠道。数十年来，中国石化天津石
油分公司始终在为这座城市的发展与腾飞提供
着动力之源，为天津的城市建设和发展贡献力
量。作为天津成品油供应的主渠道，中国石化
天津石油分公司担负着国企的经济、政治和社
会责任，为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544静海湾（天津）

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129天津市房地产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创建于1981年，是天津市最早成立的房地产综合开发企业，是国
家房地产开发一级资质企业。天房发展始终以“以人为本，以高度社会责

任感铸造高品质生活空间”为企业使命，围绕“和谐天房、责任地产”的核心理念开展各项工作，致力于
天津城市开发建设和保障性住房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天津市经济适用房、保障房和商品房开发，为天津
城市开发建设和民生保障做出了突出贡献。

天津中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自2003年成
立以来，秉持着“坚持从客户利益出发，不断满
足客户需求”的经营理念服务，通过管理创新、
服务创新，现代化、人性化的硬件配套设施，专
业化的售后维修服务体系以及一站式车务、金
融贷款、二手车评估置换等相关团队，使客户
在选车、购车、用车的各个环节均能享受到优
质高效的服务。逐步发展成一家以吉利汽车
营销为主、兼营多项业务的集团化公司，是
天津市领先的大型汽车经销集团之一。

442丹娜（天津）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是天津建材集团所属国有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环渤海”创建于1997年，注册资本
19634.4万元，营业面积30余万平方米，入驻经营商户近
2000户，目前已发展成为专业从事家居主题商业开发、建
设、经营与管理的集团化公司，业务领域涵盖家居展示交
易、仓储、工业后服务领域等，云集国际、国内家居建材品
牌，是覆盖天津市区和滨海新区的家居专业市场。

天津市海德堡联合口腔医院响应天津市政府
招商引资项目，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成都道167
号，占地面积超6000㎡，拥有40余张牙椅。天津
市海德堡联合口腔医院由德国海德堡大学口腔
种植学博士森德带领创建，引进德国智能数字化
设备，在中国率先开启UNIC全数字化智能时
代。 作为“海河口腔计划”官方唯一指定医疗机
构，已经为天津上万缺牙市民进行了免费口腔检
查，同时还为数千名缺牙市民完成了种植牙修复。

“榜样天津”城市民生贡献
企业候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