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6天津市盛世怡家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盛世怡家装饰一直以“客户至上，服务
第一”为原则，以“绿色环保装饰，实惠价格，透明
服务”为经营理念，以“个性化、道德化、诚信化”
创造“永远的信誉，永远的质量，永远的服务”为
企业文化，竭诚为广大客户提供优秀的设计、优
秀的环境和优质的服务。

责任编辑：殷雯燕 2021年11月4日 星期四

7 榜样天津

176融创中国华北集团天津公司

融创天津，依托融创“地产+”战略，深度参
与城市建设开发，用极致服务构筑人们对于家的
至美想象，业主创造无限生活可能，打造美好生
活样本，共建美好天津。

366天津龙湖置业有限公司

龙湖集团1993年创建于重庆，发展于全
国，业务涵盖地产开发、商业运营、租赁住房、
智慧服务、房屋租售、房屋装修六大主航道业
务，并积极试水养老、产城等创新领域。2021
上半年，集团营业额606亿元。目前集团拥有
雇员42570余人，业务遍布全国100余个城市。

168天津居然之家家居建材有限公司

居然之家以中高端为经营定位，为顾客提供
设计、材料、家具、家电、家居饰品等“一站式”服
务，融家装设计、品牌专卖店、建材超市等多种业
态为一体的大型家居建材主题购物中心。凭借
其高端品牌定位、标杆售后服务及五星级购物环
境，雄踞家居行业前列。

174碧桂园集团（天津区域）

碧桂园，世界500强，中国地产三
强。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第139
位，连续五年排名提升；2021年位列
福布斯全球上市公司2000强第140

位。截至目前，已打造超过3000个高品质项目，有超
450万户业主选择在碧桂园安居乐业。碧桂园天津区
域深耕津冀13载，落位天津、唐山、张家口，打造了40
余个精品项目，致力于不断探索津冀人民的居住需
求，为津冀人民打造更适宜居住的美好社区。

521天津光电通信

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光电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国营第七五四厂）专业从事信息安全
办公、无线电通信、光网络通信、通信系统、技术服
务等多领域产品研发、制造和销售。公司注册资
本1.086亿元，拥有6个控股企业，员工总数1000
余人。长期以来，公司走技术崛起路线，加大研发
投入，在探侦和信安领域独树一帜，奠定了公司在
信息安全设备国产化中的地位。旗下“光电通”办
公外设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30%，位居前三。

347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荣程集团是天津大型民营企业之一。荣程创业
发展33年，扎根天津发展20年，现已形成钢铁能源、经
贸服务、科技金融、文化健康四大产业。荣程紧跟国
家发展步伐，实现和社会、自然生态和谐共生，并在灾
难救助、教育发展、乡村振兴、公益事业产业化、文化传
承等方面持续贡献荣程力量。此外，荣程积极响应国
家“双碳”战略，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和发展清洁能源。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铁
塔”）是在落实“网络强国”战略、深化国企改革、
促进电信基础设施资源共享的背景下，由三家电
信运营商共同出资设立的国有大型通信基础设
施综合服务企业。在各方支持下，中国铁塔对外
已成为全球最大通信基础设施综合服务商，对内
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标杆企业，开创“共享
竞合”的铁塔模式受到各方充分肯定。

265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分公司

320天津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
公司作为世界500强企业——中国中车集

团旗下企业，于2010年在津成立，主要从事城市
轨道交通车辆的制造、销售、维修、服务，具备年
产城轨车辆200辆、定修30列、架修24列、轮对
检修 600条的产能。公司秉承“追求卓越、诚信
四方”的企业精神，致力于绿色、智能、安全、快捷
的出行方式，打造京津冀区域最全面的城轨车辆
全寿命周期服务商。

002天津安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安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1 月创立
企业以来，历经30多年的艰苦创业，始终秉承“爱
国、敬业、求实、奋进”的企业精神，坚持“发展实业，
科技创新，是我们的未来”的企业口号，遵循“员工
富，安达强，国家兴”的企业理念，将集团打造成为
以现代物流产业为龙头、以高新科技产业为主体的
综合型集团公司。目前集团拥有现代物流、机械制
造、电子信息及生物医药四大核心产业。

535金侨投资控股集团

深耕天津10年，金侨集团足迹遍布武
清、红桥、河西、北辰，精筑六大精品楼盘，为
居者创造有品位、有价值的生活方式，也为助
力天津发展、提升区域价值，为天津的城市界
面升级和居民生活水平提升都做出企业应有
的贡献。

537天津印象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印象装饰成立于2000年，是以家装为
主，涉足商装、建材等相关产业的专业性装
饰公司。具有施工、设计、预算等一系列的
标杆地位。公司迅速成长，不断深化人性
化服务，推出“完整家居”理念。

00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区分公司

公司于2017年7月13日注册成立，
负责华电南港热电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

一期工程建设3×1172t/h（BMCR）超临界循环流化床锅炉和3×170MW双抽背压机组，配套建设3×
130t/h燃气锅炉，同步建设脱硫、脱硝设施，总建设规模105万千瓦，总投资50.59亿元，最大供汽能力
2000t/h，建成后将是目前世界上单机容量最大、参数最高的背压供热机组。项目于2016年7月核准，2017年
7月核准变更，2019年8月30日主体工程开工，1号机组计划今年11月份投产，2号机组计划今年12月份投产。

539天津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股权多元化
的中央企业，致力于创建聚焦绿色产业的一流企
业。作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公司以京津冀区域为
发展重点，先后打造鲁能城综合体、鲁能泰山7
号、体北鲁能公馆等区域标志性项目，是行业绿
色建筑的引领者。

416天津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之星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6年，公司隶属于利星行
集团。公司位于天津空港经济区汽

车园，是天津地区首家梅赛德斯-奔驰授权经销
商。公司自成立以来，不断完善、不断创新，在天
津及周边地区有良好的声誉，拥有稳定的客户
群。公司的目标是成为最有影响力、能提供最全
面的产品与高质量服务的经销商。

370天津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天津万科成立于1992年，至今已29年，开发40
余个住宅项目，开发面积近千万平，打造了水晶城、霞
光道5号、东丽湖万科城等市场口碑项目，服务10万余
家庭业主。目前在建项目23个，从万科进入天津开
始，一直以来，始终用产品与服务为天津营造美好生
活。在前行的步履中，始终以怀抱维新之心，与城市共
进化；以研新产品与城市一起变化，实现与城市共生。

167北京全包圆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全包圆是业之峰集团全资子公司，是业之峰
匠心筑梦 20 年，全力打造的家庭整装新品牌，突
出一站式整装和极致性价比。2017年依托集团
实力在北京成立，短短几年的发展，已做到7城11
店，覆盖了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武汉、青岛、
济南等一二线城市；目前是家装整装板块领域内
首屈一指的装修公司品牌。

172天津阳光力天装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家装行业健康生活方式的引领者，力
天装饰坚守初衷，始终保持诚信致远、厚德载物
的服务精神。力天装饰在不断创新、精益求精
的工作理念下，始终秉承“以人为本，为百姓打
造自然和谐、安全低耗的健康人居使命”而奋勇
前进，致力为社会追求品质生活的人士打造绿
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171天津红星美凯龙世贸家居有限公司

红星美凯龙家居一直为实现“打造中华民
族的世界商业品牌”的企业愿景而不懈努力，通
过欣赏家居艺术、家居文化，提升消费者自身的
生活品位，红星美凯龙不断升级创新，通过打造
线上线下一站式购物平台，满足消费者家居购
物极致体验。

353美奥口腔

美奥口腔入驻天津已近七个年头，凭借汇聚
各界口腔行业骨干人物，为天津十万余百姓解决
牙齿问题，除做好业务范畴工作外，美奥口腔还
为各界人士提供专业会诊、面诊、诊疗等服务，积
极参与公益事业，践行企业责任，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悬壶济世医苍生，妙手回春解疾疼。

201天津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天津国美电器有限公司是中国五百强企
业国美零售旗下分公司，进津20年中，已有
门店30余家，除传统品类家电外，现已引进
智能家居、舒适家等新业务，通过国美APP、
线下门店、美店三端合一，为消费者提供全方
位家生活解决方案。

233天津天宁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苏宁作为智慧零售的先行者和国际领先
的O2O智慧零售商，创立于1990年，拥有25
万员工，服务全球6亿用户。天津苏宁成立
于2002年，大区各业态门店规模突破360家，
仓储面积超13万平方米，在建北辰物流基地
25.43万平方米。

504天津玉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玉屏旅游，全国连锁旅游机构，创立于
2003年，先后在全国六十余座大中城市设立
旅行社，公司秉承“安全、专业、诚信、超值、微
笑”的5S服务理念，以先进的一站式经营模式
创造出直接快捷的优质服务和高品质的旅游
产品，成为享誉全国的大型旅行社集团公司。

538天津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2017 年以来，天津中国青年旅行社有
限公司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号召，着眼新时代国有企业的责
任担当，以“津和号”旅游产品为载体，在实
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天津旅游扶贫新模
式，向津新两地群众亮出了一张靓丽的旅
游扶贫“名片”。

130安利（中国）日用品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1997年进入天津市场。作
为一家经营60余年的老牌直销巨头，安利不断探索
传统行业在数字化变革下的运营新模式，运用大数
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前沿技术为平
台赋能，开辟“数字驱动+线下展业+线上社交电商
一体化”的新路径，通过线下线上充分融合的“新零
售”变革，安利拥抱变化果断转型，打造了一个突破
传统直销、以数字化和社交电商驱动的“新安利”。

540天津康宁津园老年

公寓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旅游集团投资
建设开发运营的康宁津园新型养老社区，位居中
日（天津）健康产业发展合作示范区，紧邻团泊湖自
然生态保护区，坐拥自然生态资源、健康医疗资源、
体育运动资源和文化商业资源。秉承为长者创造
全新的养老生活方式的理念，以服务特色为核心
竞争力，不断丰富康宁品牌内涵，得到了社会的广
泛认可和赞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持续增长。

515菲特（天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菲特（天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多年扎根于
汽车行业，积累了完整的工业知识库，同时紧跟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引领，注重提升制造装
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打造了成熟的AI软硬件
产品平台、SMART数据中台，逐步发展为汽车
行业最懂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领域最懂汽车工
艺的领先企业。

522天津中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自2018年成立以来用心服务客户，致力打
造精诚专业的汽车服务企业，自2019年起连续三年
天津中轩荣获领克汽车评选的年度十佳服务团队、
优秀服务团队荣誉，2020年荣获领克汽车2020年
服务技能大赛冠军。凭借成熟的业务优势，力争为
广大客户提供更优质、更专业、更便捷的服务。

318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天津有限公司

作为立足体检行业多年的专业体检机构，慈
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天津有限公司目前在津拥
有四家各具特色的高标准体检中心，公司不仅引
进了国际知名品牌的体检设施，确保了体检设备
及试剂的国际标准化，还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
队和强大的专家医护团队，确保体检服务的质
量，提供系统化、彰显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319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作为集团总部布局全国的发展重点，美年大
健康天津公司凭借雄厚的品牌实力和迅猛的发
展速度，不断提质增效，持续稳步扩张，分院遍布
南开区、河西区、和平区、滨海新区等各区域繁华
地段，各科室拥有临床经验丰富的精英医师团
队，以精益求精的技术和贴心服务，着力于为津
门百姓打造专业、前沿的健康医疗服务。

425天津市信德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信德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坐落于
南开区咸阳路71号。信为本，德为先，诚信
经营是信德行永恒的准则，广汽丰田始终贯
彻“顾客第一”的宗旨，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
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

422天津波士盛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波士盛达坐落于天津市东丽
区新立街津塘公路407号，地理位置优
越，处于东丽区密集商业经济圈，交通

十分便捷，为广大客户到店购车、修车提供便捷服
务。对于售后维修车间的检查也是细化到每一个
地方，从机修工位到配件储藏，从操作台的仪器检
查到对每一个操作间的灯泡的检查都显示出了奔
驰一直以对“The best or nothing”理念的持之以恒。

417利星行（天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利星行（天津）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公司隶属
于利星行集团。公司位于天津市

西青区津港公路大寺汽车园内，是目前利星行
汽车在天津地区面积最大的旗舰店，致力于为
每一位奔驰用户打造个性化定制的客户服务
体验，成为天津地区更便捷、更专业、更贴心的
奔驰品牌经销商。

418天津利星行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利星行之星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公司隶属于
利星行集团。公司位于天津市西

青区中北镇汽车园，是继天津利星行空港店及
大寺店成立后，利星行汽车在天津地区的第三
家店，该店将继续秉承“最佳客户体验”的理
念，始终努力为尊贵的梅赛德斯-奔驰车主带
来全方位的“星徽”服务。

289天津中新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乐仁堂制药厂

乐仁堂始建于1921年，是
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集众多荣誉于一身，现
为中新药业旗下的骨干企业。乐仁堂现拥有七
大剂型、150个优质产品。“乐仁堂”商标被认定为
“中国驰名商标”。拥有三项天津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乐仁堂汲取和继承传统中医药精华，
让传统医药与现代科技完美融合，为“中华老字
号”赋予更多的内涵。

“榜样天津”美丽天津建设企业候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445天津市商联大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商会联合大厦由苏商科技
集团旗下“天津商联大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运营，是天津市首家
商会经济智慧楼宇，已有40余家商协会、校友会、服务机构入驻。大厦

自创建以来，发扬党建引领作用，创立党建联盟及党群中心，为商协会企业提供科技成果转化、财税法律咨询、
业务拓展等服务，为政府提供招商引资服务，初步建成商协会企业合作发展的生态圈，近年来发起成立“大厦爱
心基金”、“乡村振兴产品展示中心”，积极投入公益慈善事业，助力乡村振兴，贡献社会组织和民营企业的力量！

421天津波士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是北京波士集团投资兴建
的梅赛德斯-奔驰4S店。坐落于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 57 号

东-1。距津滨轻轨列车会展中心站仅2公里。
主营业务涵盖梅赛德斯-奔驰品牌在内乘用车
的销售、维修保养、零配件供应等业务。公司将
以高效的管理，先进的技术、优质的客户服务诠
释奔驰的“星徽”内涵。

420天津波士信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是北京波士集团投资兴建
的天津地区梅赛德斯-奔驰4S店。坐

落于天津市西青区卫津南路以东，服务半径可覆
盖天津东南部地区。五大客户休闲体验区充分
满足客户们的需求，贵宾餐饮区、特色茶道区、按
摩区、迷你影院、高速上网等休闲娱乐设施，会为
每位波士信达贵宾营造一个真正温馨、贴心的奔
驰之家。

541绿地置业发展(天津)有限公司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经营
的特大型企业集团，创立于1992年7月，2021
年位列《财富》全球企业500强第142位。

天津作为绿地进驻华北的第一个城市，目
前已在北辰、蓟州、静海等区形成了六大项目同
耀津门的格局，总开发面积约245万平方米。

543天津农垦佳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农垦佳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隶属于天津市农垦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负责开发农垦含章雅著项目，该项
目坐落于河东区向阳楼板块，紧邻中环
线，周边地铁 2、5、4（在建）号线，双换乘
站步行可达，多商圈全配套，东方山水园
林，致力于为老百姓铸造品质宜居的阳
光家园。

“榜样天津”匠心服务
企业候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