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组后全新成立的融诚物产集团成功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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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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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巡礼篇

一种责任 坚持发展成果与社会共享

非凡十年 奋进荣程 砥砺深耕 履践致远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共同富裕是人民
群众的共同期盼。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
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
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
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

作为美丽中国的建设者、共同富裕的践行
者，近年来，荣程集团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在探索中实践和完善“三次分配”，书
写着传播大爱、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
同富裕的时代篇章。

初次分配坚持效率优先，为位同频，付富

对等，和团队共生，和上下游客户共生。

针对不同业务板块经营模式的不同特
点，制定有针对性的薪酬绩效激励政策，
近些年员工工资涨幅均高于 10%。持续提
升员工幸福感与获得感，提供免费工作
餐、住宿、班车，年度体检、节日和生日问
候、工龄补贴等多项福利。借助平台经济
发展，形成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模式，
依托“荣程智运”平台提高个体司机收入
30%以上。

二次分配兼顾公平，合规合法，诚信经营。

荣程坚持 将 诚 信 放在企业发展首
位，依法诚信经营，做到不偷漏国家一
分钱税款、不拖欠工人一分钱工资、不欺
骗客户一分钱货款；坚持依法纳税，努力
回报国家和社会，为推动区域绿色高
质量发展做出贡献。截至 2021 年底，荣
程累计实现利税 280 亿元，累计社会贡
献总额 334 亿元，先后获得“全国文明单
位”“全国守合同重信用先进单位”“全国
就业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等多项
荣誉称号。

三次分配凸显社会责任，感恩社会，传

承爱心，和社会、自然生态共生，公益事业

产业化。

荣程集团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秉承
“感恩社会，传承爱心”的公益理念，公益慈
善事业遍及湖北、河南、甘肃、青海、新疆、
贵州、黑龙江等全国 23个省、市，累计投入
超9亿元，涉及灾难救助、乡村振兴、教育发
展、扶弱助困等多个领域，帮扶人口 300 万
人次，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捐款 1 亿
元，2021 年河南抗洪救灾捐款 2000 万元。
在 2021 年，荣程集团荣获中国公益慈善领
域最高奖项——“中华慈善奖”，这也是荣程
第二次获此殊荣。

每一次回望，都是为积蓄力量再出发，每一次回望，都是为列队扬帆再启航。传

承是责任，创新是动力，发展是使命。荣程人将继续做时代的奋斗者，心怀国之大

者，用长征精神走人生、匠人精神打磨人生、冠军精神塑造人生，将个人进步、企业发

展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深度融合，讲好中国故事、时代故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荣程，必将书写出更为壮丽辉煌的新篇章。

岁月年轮，十年一记，绿色荣程，步履铿锵。

十年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津沽大地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指明前进方向。

于荣程集团而言，这是加快推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十年，是蹄疾步稳奔向

百年绿色荣程的十年。作为扎根天津发展20余年的大型企业，荣程集团紧扣

天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的目标定位，以红色党建为引领，以绿色

发展为导向，以履行社会责任为核心，与国家及天津市战略同频共振，一二三产

业全面发力，跑出了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高质协同发展“加速度”，走出了跨界

融合、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格局。

——党建工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探索
非公企业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形成荣程党建“11133”工作法，走出了一
条红色党建助力绿色发展的实践之路；
——钢铁能源向“精优特强”升级成

效显著，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智能制造全
面提速；
——经贸服务高起点开篇，当年混改当

年见效，开启了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和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成服务商的新征程；
——科技金融勇立创新潮头，运用大

数据、云计算，打造和不断完善产业链条
金融生态圈，服务应用场景更广，赋能实
体经济更强；
——文化健康坚持做“忠孝两全”的

事业，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健康中国”战略，以时代记
忆馆、五十六个民族研究中心、“为你来”生
活服务平台等为载体，传播红色文化，打造
“中国品牌、世界字号”，“引领健康生活方
式，引导健康消费模式”，非遗产品既坚守
传承又推陈出新，并扬帆出“海”。

十年来，荣程集团丹心未泯创新愿，
初心不忘勇登攀。朵朵钢花迸溅荣程温
度，条条铁路跑出荣程速度，跨界融合凸显
荣程厚度，创新发展走出荣程力度，精准扶
贫展现荣程精度……一个个重点工程、一
步步开拓创新、一句句温暖问候、一次次文
化熏陶，都以不同维度记载着荣程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的时代足迹和实干精神。

截至目前，荣程集团位列2022中国企
业500强第256位、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
91位、中国民营制造业500强第51位，荣获
“全国文明单位”“中华慈善奖”“全国就业
与社会保障先进民营企业”“全国厂务公开
先进企业”“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先进
民营企业”“全国绿色工厂”等荣誉称号。

一批成果 书写绿色高质量发展

荣程集团从来没有停止奋进的脚步，
弦歌不辍，履践致远。

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一个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所在。党的十八大
以来，天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动新旧
动能转换，努力打造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
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2月，中国用一场精彩绝伦的冰
雪冬奥再次惊艳全世界。服务北京冬奥
会的重点工程——京张高铁，用平稳的速
度、智能的技术和绿色的理念，向世界展
示了中国制造、中国形象。作为京张高铁
铁路钢材供应商，荣程集团再一次用卓越
的产品性能诠释了荣程钢铁“硬实力”。

京张高铁上的“荣程制造”，是该集团
紧扣制造强国、科技强国、交通强国、绿色
低碳等时代命题交出答卷的缩影，成为天
津“制造强市”的一张靓丽钢铁名片。

科技创新成果显著。这十年，荣程集
团坚持将主业做精，在推进钢铁材料品质
升级、解决“卡脖子”问题、变革生产工艺、
知识产权及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持续加
大创新力度，建设精品钢生产基地，提高
产品核心竞争力。

截至目前，荣程钢铁拥有授权专利55
项，25个攻关项目获天津市质量攻关奖，3
项标准获企业标准“领跑者”，累计主导或
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18项，战
略新兴材料占比达30%，产品应用于港珠
澳大桥、京雄高铁、国内单体最大的LNG

储罐等国家重大项目，出口埃及、印尼、巴
基斯坦等多个国家。企业连续多年荣获
中国冶金行业综合竞争力A级企业称号，
被天津市评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自主
研发的预应力钢丝及钢绞线用热轧盘条
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冠名“金杯优质产
品”，技术成果获评国际先进水平。

一件件国之重器，标注中国制造的铿
锵步履，彰显实体经济的十足底气。

绿色低碳加速推进。荣程集团积极
响应国家“3060”双碳目标，打出了绿色低
碳制造、综合利用废钢资源、持续推进低
碳冶炼技术应用等一系列组合拳，向着双
碳目标全速前进。

2021年，荣程钢铁吨钢碳排放同比下
降2.5%，获评“全国绿色工厂”；国内首家
“钢化联产-氢冶金”试验基地在荣程成
立，天津市首个氢能运输示范应用场景在
荣程投用，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正式
投产，55兆瓦煤气发电机组项目成功并网
发电，“公转铁”“海铁联运”比例持续提
高，建成国内钢铁行业首个渔光互补发电
项目，水效指标、余热回收技术、冶金渣综
合利用等绿色低碳指标走在行业前列。

智能制造全面发力。荣程集团以“万
物智联、数据智汇、低碳智造”的数智化发
展战略，全力以赴将数字化、智能化贯通
全流程、全场景、全业务，形成“智云、智
运、智造”三智合一模式。

荣程智运被交通运输部列为全国交
通运输大数据共享交换及应用“交通强
国”建设试点。

智慧工厂建设方面，铁区集控中心投入
运行，工业云及数据中台投入使用，智慧物
流平台正式上线运行，《基于大数据的铁区
多目标协同优化应用示范项目》成功入选国
家级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智慧物
流项目入选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智慧
物流建设方面，荣程智运成为天津市首批获
得“网络货运”运营牌照的企业之一，被交通
运输部列为全国交通运输大数据共享交换
及应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一次混改 激发融合发展新动能

荣程创业发展34年，扎根天津发展20
余年，始终坚持钢铁主业做精，跨界跨业
相关多元发展，现已形成钢铁能源、经贸
服务、科技金融、文化健康四大产业，成功
构建集团总部、四子集团、研究院、学院、
基金会“1+7”的总体布局，“智云、智运、智
造”三智合一的荣程模式和“城乡结合、产
城融合、产融联动、产教联合、产研协同”
城乡产融一体化的发展模型。

钢铁能源以混合为主，向“质”要效
益，向“智”要生存，优先布局产业集群；

经贸服务以联合为主，补链、串联、强
链，规模化、平台化、数字化、国际化，明确
优势产业，重点布局；

文化健康以整合为主，公益事业产业
化，品牌赋能，人类生存核心要素，明确主
导产业，有序布局；

科技金融以融合为主，融入平台植入
实体，创新模式，开发开拓补短为主，明确
主导产业，有序布局；

两院合力，荣程新智研究院解决技
术、研发、创新的问题，荣程学院链接大学
研究机构解决发展人力资源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冲击带来的国内外
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创
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荣程集
团借助国家和地方出台的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天津制造业立市等机
遇，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加快资源整
合，强化产业链融合，推动上下游协
同，形成了“1+7”整体布局，为打造百
年绿色荣程增添了新动能。

对天津物产集团贸易板块的
混改就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天津物产集团曾是全国大宗
商品流通领域的佼佼者和世界五
百强企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受
多重因素影响，于 2019 年全面爆
发债务危机。在国务院有关部委
和天津市委、市政府指导下，荣程
集团勇担社会责任，与天津物产集
团贸易板块顺利实现重组整合、牵
手“联姻”，融诚物产集团应运而
生。以此为标志，国内外首例大宗
商品流通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重组
成功。天津物产集团巨额债务风
险顺利化解，广大职工得到妥善安
置。最高人民法院将物产司法重
整列为2020年度全国法院十大商
事案例之一，评价该案例具有重大
社会影响和标志性意义。

2021年4月28日，荣程集团在天
津发展20周年之际，融诚物产集团
成功对外发布并举行了揭牌仪
式。蝶变重生的融诚物产集团以
打造“新天物”为目标，积极打造新
经济组织党建标杆，坚持“红色传
承”和“民营机制”两大法宝相融
合，在荣程集团的全面赋能下，销
售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实现了当
年混改、当年见效，在滚石上山、爬
坡过坎中迎来了灿烂春天。

2022年上半年，融诚物产
集团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6%，
利润同比增加8187万元。蝶
变重生后的融诚物产集团再
一次为天津区域经济的稳健
发展、突围腾飞打开了新视
野，注入了新活力。

如今，走进“十四五”
的荣程，正以“打造百年
绿色荣程”为愿景，以“数
字化转型绿色低碳高质
协同发展”为主线，以
“制造商、智造商、服务
商、整合商、集成商”为
战略定位，围绕“五生”
（生命、生活、生态、生
产、生物），通过五和（联合、
融合、混合、整合、共和），秉承
五共(共生、共建、共享、共赢、共
荣)，构建“智云 智运 智造”三
智合一的荣程模式和城乡结
合、产城融合、产融联动、城
乡产融一体化的荣程方案，
将企业发展与区域发展、
国家发展相融合。

天津市首个氢能运输示范应用场景在

荣程投用，图为新一批氢能重卡投用现场。

时代记忆非遗产品既坚守传承又推

陈出新，并扬帆出“海”。

荣程自主研发的预应力钢丝及钢绞线用热轧

盘条获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冠名“金杯优质产品”。

荣程集团积极助推共同富裕，图为在青海同仁

地区援建的“百草庄园”。

荣程集团党委组织开展“重走长征路”活动。

荣程智运被交通运输部列为全国交通运输

大数据共享交换及应用“交通强国”建设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