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04中国联合网络通信

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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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
期间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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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1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1
年，于2018年10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覆盖生命信息与支持、体外诊
断、医学影像三大领域，通过前沿技术创新，提供更
完善的产品解决方案，帮助世界改善医疗条件、提
高诊疗效率。历经多年领域内深耕，公司已经成为
全球领先的医疗器械以及解决方案供应商。

562天津武清通和社会服务中心

009深圳前海新之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拼多多）

乡村振兴

天津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是经天津市人民
政府批准设立和唯一指定的集体资产资源流转交易
服务平台,主要负责全市范围内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信息的登记与发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活动的组织
及配套服务工作，制定全市统一规范的市场管理制
度和交易规则，是国内第一个建立标准化、系统化、
规范化市场网络和交易系统的农村产权交易所。

武清通和社会服务中心从
2020 年开始派驻 2名志愿者参与
韩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建设项
目，截至 2021 年 7月底，共组织各

类活动百余场，并协助韩村成立“益韩社乡村
公益发展中心”（备案）。韩村在2021年6月获
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并先后获得天津
市科普示范基地、天津市五爱教育基地，以及
天津市、武清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拼多多是中国领先的新电商平台，国内最大农产
品上行平台。创立于2015年4月，由专注农货生鲜拼
团模式发展而来。2018年7月，拼多多在美国纳斯达
克上市。作为新电商开创者，拼多多致力于为最广大
用户创造价值，让“多实惠，多乐趣”成为主流消费方
式。截至2021年6月，拼多多平台年度活跃用户数达
到8.499亿，商家数达到860万，平均每日在途包裹数
逾亿单，成为全球唯一具备规模的纯移动电商平台。

080天津农村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责任先锋
091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

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567国家电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088天津安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崔洪金多年来
围绕民计民生、着眼解决当前社会焦点问题不
断研发创新，始终将社会责任和担当精神作为
企业发展的原生动力。带领团队科研人员研发
出“泔净沃土”牌厨余垃圾生化处理机，有效解
决厨余垃圾回收及产出有机肥改善土地碱化、
板结问题，实现薄田变沃土。

余才志，中共党员，现任十一科
技高级副院长、华北区总裁、总部区

联席总裁、天津分院董事长、无锡十一新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四川爱德中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长；中国信息产业商会新能源分会秘书
长、天津新能源协会副会长、中外散文诗学会理
事；高级工程师，建设部一级建造师，是我国高
科技设计领域与光伏发电领域的知名专家。

冯俊杰，现任国家电投资产管理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天津市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河东区人大代表。
作为央企驻津单位负责人，她以履行社会责任、深化央
地融合发展为己任，推动国家电投的全国性资产管理
版块和京津冀综合智慧能源产业平台落户天津；两次
主导天津地方国企混改，积极在津布局绿色低碳清洁
能源产业，助力天津市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美丽天津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疫情防控

214丹娜（天津）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丹娜生物立足中国、面向全球,秉承“技术即生命”“质量即生命”的
宗旨,坚守“提高病原微生物精准诊断能力，提高抗生素合理使用水平”
的使命，注重技术创新和品质提升，拥有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打破了多
年来国外在侵袭性真菌病体外诊断领域的技术垄断，解决了侵袭性真菌
病临床研究重大关键问题，推进了中国真菌病诊治事业创新发展，快速发
展为全球细分领域有核心竞争力的知名品牌。

218天津提尔科技

有限公司

致力于向客户提供专业高效的下一代数字
基础设施以及云平台服务一体化解决方案，获颁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天津雏鹰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等荣誉称号。公司汇集了一批具有深厚
专业理论、丰富实践经验的网络能源专家和AI领
域专家，将浸没式液冷系统与现有的智能化一体
化机柜方案相结合，实现设备的模块化、标准化。

220天津壹鸣环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壹鸣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集环保产品的
研制开发、工程配套、技术咨询于一体，并能提供固体废
弃物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服务的高技术专业环保公司，
业务包括飞灰处置利用、污染土壤治理、市政及工业废
水、污泥、稳定剂、CMA环境检测等环保产业服务项
目。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公司已成长为“技术领先、水
平一流、成果卓著”的飞灰处理系统化解决方案提供“专
家”，十余年来，“壹鸣环境”为近百家客户提供了垃圾焚烧
飞灰处理服务，赢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221天津朗誉机器人

有限公司

成立于2020年，是一家全球领先的重载AGV
公司，致力于重载AGV及智慧工厂、智能物流领
域的专业研发与生产。拥有60余项专利（9项发
明专利）。客户涵盖航空、航天、军工、高铁、工程
机械装备、风电、船舶、变压器、港口、冶金、水电
设备、重卡、模具等众多领域的全球百强企业五
十余家。2021年实现销售收入超6千万，拥有员
工150余人，研发人员占比55%以上。

科创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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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北京怡和嘉业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81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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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十年·特别贡献企业
候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183天津市海德堡联合

口腔医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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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5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哈啰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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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天津有限公司

005中国电信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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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属于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建筑集团有限
公司旗下的中建一局集团，业务覆盖全国五大
区域和部分国际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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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石油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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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民生贡献企业
候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天津三建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始建于1952年，是国
家住建部和天津市大型骨

干施工企业。公司始终坚持“筑造精品工程、
提供优质服务”的质量宗旨，严格贯彻标准化
管理，秉承“诚实守信，追求卓越”的企业方针，
承建了大量津门及国内外地标性建筑，综合实
力始终保持天津市同行业领军水平。

083天津三建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002中建一局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小橙是一家集“智能养老产品、养老护
理服务、数字化医养平台”为一体的数字化
医护解决方案提供商，目前拥有管理团队
200+，服务团队近3500+，在全国多个省市均
设立子公司，形成以天津为基点，覆盖华北、
辐射全国的格局，旗下设有多个品牌，初步
形成业态矩阵。

040天津小橙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作为天津市政府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是
天津市规模较大的二级口腔医院。我院有
中韩德百名专家智库，配备全套德国数字
化设备，实现精准、舒适化种植。海德堡联
合口腔始终发挥企业担当，活跃于公益医
疗第一线，发起“海河口腔公益活动”已惠
及天津数十万市民；全力支持抗疫事业，屡
派志愿者下沉核酸检测一线、捐款捐物，为
疫情防控做出了切实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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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务集团坚持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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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天津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荣程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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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
年底，累计实现利税280亿元，累计社会贡献
总额334亿元。荣程集团紧扣制造强国、科技
强国、交通强国、绿色低碳等时代命题，为天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大都市贡献荣程力量。

226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10南京领行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T3出行）

207中建方程（天津）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043渤海智慧生活（天津）云技术有限公司

175天津市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绿色中药为
核心，集药材种植加工、医药研发、药品生产、医药商
业、大健康产业于一体，是全产业链、多剂型、多品种
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津药达仁堂是传统中药精
粹的传承者，现拥有4家中华老字号企业，5个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中国现代中药品种资源
最丰富的企业集团，拥有22个剂型、599个药品批准
文号、114个独家生产品种。“十四五”期间，公司坚定
推进“1+5”战略规划，以品牌为引领，突出“三核九
翼”，努力打造航向蓝海的中药新“航母”，谱写属于
津药达仁堂的新时代绚丽华章。

176津药达仁堂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天津市首批混改成
功的企业集团，自 2019 年末

加入辽宁方大集团以来，以“党建为魂”企业文化管
理发展企业，坚持“变、干、实”工作总要求，以市场化
运营机制推动新业务拓展，形成批发贸易、现代物
流、物业服务、百货零售四大核心主业发展格局，全
力打造现代商贸流通产业集团，流通渠道辐射全国并
延伸海外。混改三年来，经营业绩稳步提升。

163天津一商集团有限公司

177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

达仁堂是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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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中药厂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中药厂
坚持“现代中药 滴丸专家”的发展定位，实施中
药滴丸制剂创新研发及生产制造的专业化战
略。企业逐步形成以国家机密品种速效救心丸
为龙头的现代中药滴丸产品群，滴丸产品数量
位居行业首位。目前是全国唯一一家“中药滴
丸质量管理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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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中建地产（天津）有限公司

155天津利达

粮油有限公司

166天津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中建方程（天津）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是央企中国建筑旗下负责城镇综合投资建设
运营的子企业，是津南区葛沽镇城市综合开
发PPP项目的实施主体，主要负责葛沽全镇
域 44.1 平方公里综合开发，致力于改善葛沽
民生，提升葛沽居民幸福指数。

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历史
悠久，形成良好品牌信誉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京万红药业一直倡导和谐，把“构建和谐”作为企
业根本文化目标，提出“企业与员工的和谐，企业
与社会的和谐”。京万红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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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万红药业以“心存仁志，业精天成”作为企
业品牌口号，彰显了以恒心守初心，着力构建“健
康中国”事业新格局的底气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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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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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地产（天津）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是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成员企业，拥有房
地产开发一级资质，秉持“五个建造”理念以及“匠
造健康幸福家”的品牌主张，在全国多地积极布
局，累计完成投资超300亿元，开发运营精品项目
20余个，形成了商品房开发、保障类地产开发、综
合文旅开发、城市综合体运营、物业管理五位一体
的高速稳定发展态势，具备强大的综合竞争力。

南京领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T3出行）是由中
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联合腾讯、阿里巴
巴等互联网企业共同投资打造的智慧出行生态平
台。始终以“成为中国最值得信赖的出行服务企业”
为愿景，“科技引领愉悦出行”为使命，倡导“可信，
更自由”的出行理念，致力为用户提供“可信、安全、
品质”出行服务，让用户感受更加自由的出行体验。

185天津市津汇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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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渤海智慧生活(天津）云技术有限公司，成立
于2015年，位于天津市，是一家科技推广和技术
应用为主的企业。企业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
币，知识产权方面有商标信息，与四十几家公司
拥有战略技术合作关系。

集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市场为根本,创新为动
力,人才为保障,致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不动摇，抢抓
经济高地,开启了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企业始终胸
怀“国之大者”,践行央企社会责任,多次参与隔离点
改造和疫情防控任务，以及抗洪抢险、困难群众救
助、社企共建等志愿服务活动,为天津经济社会发展
和城市人居环境改善做出了突出贡献。

232中建六局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社会责任优秀案例候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