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天津建设企业候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088天津安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1988年 1 月创立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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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天津盛隆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盛隆电气成立于1979年，是我国智
能电网及智慧能源管理领域的领先企
业。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智慧能源系统规
划设计、智能输配电设备制造、电力及能
源互联网工程总包、运维服务一体化的行

业整体解决方案，帮助用户提高电力及能源系统的安全可靠
性及智能化水平，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碳排放量。

102天津津旅海河游船股份有限公司

海河游船在市委市政府、市国资委、市旅
游集团的正确领导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念，致力于宣传天津文化、展示天津

形象，以优质的服务赢得广大游客的青睐与信任。此外，公司
深入挖掘海河旅游资源，丰富海河经营业态，充分发挥了海河
观光带旅游名片作用，持续推进天津全域旅游发展，成为展示
天津新风貌的独特窗口，用实际行动做好天津城市的宣传官。

130绿城中国天津公司

绿城中国成立于1995年，坚持品质为先，不断满足人们
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营造美丽建筑，创造美好生活。面对复杂
的市场环境，绿城以稳健的经营能力，实现了全品质、高质量
的持续发展。2015年来到天津，以绿城式的匠造理念、对产
品精益求精的态度、多项高于国家标准的工艺工法细节，营造
出多个时代美学之作，成为多个区域、板块内的销冠红盘。

127保利（天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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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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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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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天津盛世欣兴格力电器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盛世欣兴格力电器贸易有限公司，是珠海格力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在天津建立的销售管理平台，目前在津城建立
百余家专卖店，并在各大卖场、家电连锁形成线下渠道全布
局。产品包括格力空调/晶弘冰箱/大松生活电器等全屋家
电，以高精尖产品，专业服务赢得津城消费者认可。

568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新中国成立之后组建的首批市政设计
单位之一，国内专业最齐全的市政设计单
位之一，国家认证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
综合型国家甲级设计研究院，恪守“以质量

求生存，以创新谋发展，以服务赢信誉，以品牌占市场”的经营
宗旨，致力于建设成为创新引领的国际型工程公司。

1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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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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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中冶建工集团（天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中冶建工集团(天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于
1977年奉命参与唐山大地震抗震抢建而进入天

津，自此开启了46年服务天津、融入天津、扎根天津、建设天津
的企业发展历程。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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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建筑工程和冶金工程
双一级资质。公司以天津为中心，在全国各地创造了近100项
优质工程，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天津作出了积极贡献。

092天津大港油田同欣石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同欣集团是大港油田公司与国联基金
公司共同持股的中石油集体经济领域第一家混合所有制企
业。集团旗下企业44家，资产总额60余亿元，用工总量近万
人，年产值超60亿元，创造利税超2亿元，拥有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8家，国家CNAS实验室2个，各类专利200余项，国家级
注册工程师326人，中石油技术、技能专家26人，全国和省部
级劳模5人，中、高级专业技术骨干767人，市场范围覆盖国内
14个油气田，产品远销30个国家和地区。

569中骏集团华北区域

中骏历经35载砥砺前行，穿
越周期，发展成为少有的优质稳健

房企。中骏集团华北区域坚定依托“一体两翼”差异化战略，
深耕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河南、陕西6省市10城，稳健布
局、韧性生长，中骏进入到天津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于天津热
点区域先后打造了18座城市标杆作品，未来也将持续深耕津
门，为业主打造“令人满心欢喜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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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服务企业候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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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装修公司品牌。

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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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追求品质生活的人士打造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236天津感恩福座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感恩福座位于天津市西青区辛口镇，是
天津市首家、也是在北方地区同等规模最大的民
政局批准的正规室内塔葬墓园。始终怀以诚挚初
心，极具温度的服务，不断创新的技术，满载爱心

做公益，是每一个感恩福座殡葬人孜孜不倦的追求。

197天津中远鑫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远鑫荣科技集团创立于2003年，业务范围涵盖金融投
资、资产管理、融资租赁、汽车销售及网约车出行服务等产业
领域。集团现拥有近40家汽车4S店，品牌涉及吉利汽车、领
克汽车、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上汽大众、几何汽车、smart、
知豆新能源、睿蓝汽车、华晨金杯等。旗下天津中远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曾连续3年获得吉利汽车全国销售冠军，是吉利汽
车全国最大的核心经销商之一。

561天津国威有限公司

正威集团在天津市西青区打造正威集团北方总部项目，
实施主体天津国威有限公司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为5亿元人民币。正威天津聚酰胺新材料项目是天津市重点
项目，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科技型企业和专精特新种
子企业，已经累计取得34项专利。

567国家电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是央企国家电投集团驻津
二级子公司，成立于2016年5月。公司发挥清洁能源和综合智慧
能源技术优势，在津投建绿色发电项目20余个，装机容量超65万
千瓦，清洁能源占比100%。同时，还牵头制定了天津市氢能产业
发展规划和滨海新区碳达峰实施方案，投建了天津市首座加氢母
站，有效助力了天津新旧动能转化及能源利用效率提升。

565天津浩洋环宇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浩洋环宇科技有限公司（掌上天津）自成立起，以“为
天津创造美好生活，为天津发展贡献力量”为使命，自主开发
运营了生活社区APP“掌上天津”。自2012年1月上线以来，
扎根天津，热爱天津，服务天津，并以生活为核心，打造大天津
生活圈。

224中交一航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一航局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是中国交建下属中交第一
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1997年1月，公司
以机电工程总承包业务为基础，强化“设计咨询-采购制造-
安装调试-运营运维-综合服务”一体化产业链的整体运营能
力，践行一航局对公司“立足港口机电安装基础，向新能源安
装领域发力”的发展定位，努力创建中交机电工程一流企业，
创建中国港口运维一流企业。

211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城南供电分公司

国网天津城南供电公
司负责天津市和平、河西、津南三个区的配电网运营和用电服
务工作，服务范围472平方公里，服务人口208万。先后获全
国文明单位、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状、中央企业先进基层党组织
等荣誉称号。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乡村振兴、“双碳”落
地、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坚强能源保障。

201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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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2菲特（天津）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菲特检测作为国家第二批重点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每年投入研发经费
8000万以上，在工业场景中实现超过50项
首台套。菲特检测始终秉承精益求精的
匠人品德，在汽车行业保持显著竞争优势
的同时，把市场延伸至化纺、医药、高端半
导体等新领域均取得了新的成就。

041杭州惠耳听力技术设备

有限公司天津第二分公司

惠耳听力在全国300多个
地市县设有连锁的专业听力服务中心，
1994年在杭州成立聋儿语训专业机构
——杭州聋儿康复中心，近三十年来，先
后接受了近8000名聋儿的听觉言语康复
训练，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曾多次受到国
家多部委的嘉奖。自2018年以来，天津惠
耳听力为天津地区听弱朋友提供专业服
务四千多人，深受广大听弱朋友的喜爱！

042今晚城安智慧（天津）消防

科技有限公司

今晚城安智慧（天津）消防
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以
从事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为主的企
业。企业注册资本2100万元人民币，实
力雄厚。在全媒体时代的全新环境中，
根据受众的需求，创新传播方式，在自己
的产品与受众之间找到有效的联结点，
让受众以优质体验转变理念，树立“信息
服务为王”理念，实现信息智能匹配。

235天津峻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公司目前已成为天
津业界知名的厂家经销
商，经过数载运营，已将
分销网络（批发流通、名

烟酒店）覆盖全天津。是百威啤酒、泸州老
窖、国窖1573系列白酒、东鹏特饮、华彬红
牛、王老吉、雀巢水、蒙牛产品、玛氏、好丽
友等经销商；是壳牌、中石化、道达尔油站
的优质供应商。独特的企业文化、专业的
经营理念，奠定了公司在业界的地位。

049锅圈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锅圈食汇是锅圈供应
链（上海）有限公司旗下品
牌，成立于2017年，是国内
首创的火锅烧烤食材品
牌，目前锅圈已升级为社
区餐饮数字零售化企业，

线上业务已经覆盖火锅、烧烤、快手菜、
卤味、速食和生鲜等品类，满足社区居民
多种家庭餐饮需求。

026美奥口腔

美奥口腔是一家全国连锁的大型齿科专
业机构，在全国18城拥有31家分院；天津美
奥口腔从2015年建院，迄今8年时间已经成
为天津人民长久信赖且一贯支持的口碑单
位。美奥口腔两院分别开设在南开和河西地
区，从距离上很大程度满足了市内六区居民
对于口腔诊疗的需求；硕博团队组成的专家
阵营，为美奥口腔打下了坚实的医疗基础，最
新的数字化诊疗设备也是在不断提升顾客的
就诊体验，让诊疗变得更加精准、更加人性化。

563天津市河西区康之源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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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级标准、2021年我院荣获“天津市金口碑养
老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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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防控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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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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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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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天津捷通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捷通达汽车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投资汽车4S
店为主的集团化企业，主营汽

车销售、售后服务、汽车配件、二手车、平行
进口汽车、汽车租赁、汽车衍生服务，注册资
本19375万元。历经20多年的共同奋斗，位
列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百强之39名，天津
市百强企业之56名。截至2021年底，拥有
子公司93家，与25个国内外知名汽车品牌
建立了经销合作业务，经营汽车4S店70余
家，2021年当年实现营业收入近120亿元，
近三年累计缴纳税收超过5.68亿元。

551天津市红桥区津门技影工艺美术店

主要承担中国传统剪纸的制作、研
发、教学等工作。负责人尚君是天津市
河东区非遗项目——郝记剪刻纸花第三
代传承人，代表作有《齐天大圣》等，曾多
次参与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剪纸产品作
为礼品赠送过有关国家领导人和国内多
家著名旅游景点景区。

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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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环渤海金岸（天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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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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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津药达仁堂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乐仁堂制药厂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乐仁
堂制药厂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由
“乐家老铺”第十三代长房嫡传人乐佑申
先生于1921年创办。企业在传承传统宫
廷制药技艺的基础上，不断研发创新新剂
型，现拥有150个中药品种，涵盖丸剂、片
剂、颗粒剂、胶囊剂、糖浆剂、合剂、茶剂七
大剂型。

193中国长安汽车集团

天津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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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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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发展企业候选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179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隆顺榕制药厂

津药达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隆顺榕制药厂是著名的中
华老字号企业，始于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迄今已有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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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水等。形成了以三大品种为主导的现代中药销售品群。

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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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神州来店（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神州来店（天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致
力于新能源领域的发展与开拓，以绿色产品
为依托，精耕细作，打造自己的经营模式与
商业理念。赋予客户新型环保、绿色的健康

产品，从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到酒水饮料的经营，是客户值得信
赖供货商，获得业界良好口碑。

572日立电梯（天津）有限公司

日立电梯（天津）有限公司作为日立电梯在华北东北地区
的综合服务平台，始终坚持构建绿色制造体系，响应国家碳达
峰、碳中和的发展理念，不断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减少
对环境的影响，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理念，助力低碳发展；同时，
热心绿色公益，在公司内外积极参与、组织各类绿色脱碳、环
境保护公益活动，通过自身的行动和倡议，传播环保理念，努
力实现“为下一代留下更加美好的地球环境”的目标。

536国寿（天津）养老养生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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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殊荣，成为天津百
姓心中值得信赖的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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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科技天津分院，成立于1996年，作为
国内知名工业建筑设计院，参与建设多个天
津高端制造业标志性工程，涉及新能源、电子

高科技、生物医药及区域数据中心等多个领域，打造了多个地
方名片，尤其在新能源领域的突出表现，为天津融入国家双碳
战略，积极践行绿色发展之路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