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7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作为天津首家养老保险公司，平安养老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一直肩负着服务
天津民生保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以自身
专业的年金资管、保险及健康管理经验，通过
产品和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持续为天津广大
市民、企事业单位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为
天津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047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坚守保险本源，保持战略定力。上市初期，

新华保险便确立了以寿险为核心，保险姓保、回
归本源、聚焦主业的发展思路。多年来，新华保
险初心不改，着力打造“中国最优秀的以全方位
寿险业务为核心的金融服务集团”，战略方向不
反复、不摇摆。新的一年，新华保险将加快业务
创新、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通过金融
科技为传统业务赋能，持续优化客户的保险体
验，满足不同群体多样化的保险需求。

037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秉承“笃守诚信，创造
卓越”的核心价值观，浦发银

行积极探索金融创新，资产规模持续扩大，经
营实力不断增强，已架构起全国性、国际化商
业银行的经营服务格局。近年来稳步推进集
团化发展，已构建覆盖信托、基金、金融租赁、
境外投行、村镇银行、货币经纪等多个业态的
综合化经营格局。

055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作为“中国银行业改革试验田”，中国民
生银行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己任，致力于为
中国银行业探索现代商业银行建设之路，致
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特色的现代金融服务，
致力于为投资者创造更高的市场价值和投
资回报。

066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有可为的战略

机遇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将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进“特色
化、综合化、轻型化、智能化、集约化”转型发
展，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着力提高服
务客户能力，努力建设成为客户信赖、特色鲜
明、稳健安全、创新驱动、价值卓越的一流大
型零售商业银行。

077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分公司
中国人寿财险坚决执行党和国家关于保险

业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充分依托中国人寿集团
化综合经营优势，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积极抢抓财产保险行业机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打造具有
自身特色的一流财险公司，已稳步成长为具有较
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财产保险市场主体。

028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北京银行成立于1996年，抢抓时代机遇，
相继实现引资、上市、跨区域等发展突破。新
时期，北京银行紧密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
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强化
党建引领，依法合规经营，加快数字化转型升
级，加强全方位风险管控，扎实推动全行各项
业务高质量发展。

029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渤海

财险”）由天津的国有骨干企业发起设立，2005
年10月18日开业，是首家总部设在天津的全
国性财产保险公司。渤海财险秉持“诚信、规
范、创新、开放”的经营理念，合规经营、规范管
理、创新服务、开放共赢，用完善的产品体系、
全面的风险管理能力、多元的服务模式满足广
大客户不断增长的保险服务需求。

039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进入新时代，中国太平坚持“国家所需、

太平所向”战略导向，确立国际化新战略，努
力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化现代金融保
险集团，积极投身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创新
中国等战略，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与国家、客户、伙伴、股
东、员工以及社会各界一道，实现“共享太平”
的美好愿景。

061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主动加强合规
管理、提升风险防范水平，在平安集团“金
融+科技”的战略指引下，各渠道均衡发展，
实现价值稳健增长。同时，为应对市场、行
业及科技变化，公司持续推进全面改革转
型，通过“渠道+产品”双轮驱动及科技赋能，
夯实未来可持续的稳健增长平台，打造数字
寿险新模式。

071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79天津金城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2015年4月27日的天津金城银行是
天津自贸区内注册设立的唯一一家民营法人银
行，也是全国首批、北方首家民营银行，坚持稳健、
专注、创新、凝聚、融合、共赢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普
惠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提供更便捷的金融供给；
拥抱金融科技，坚持创新驱动和互联网驱动，打造
基于供应链的互联网化的公司银行，致力于打造
公司治理完备、商业模式先进、管理体制健全、经
营理念领先、客户体验最佳的一流商业银行。

036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交通银行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

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正在加快推进战略
转型，朝着创办一流现代金融企业的目标迈
进，“交流融通，诚信永恒”是交通银行与您的
共同心声，交通银行将为此不懈努力，为客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为
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046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威海市商业银行坚持“立足山东，精耕细作，

特色发展”的区域定位，多年以来，银行经营业绩
持续攀升，经营质量持续提高，经营效益持续增
长，综合实力持续增强，各项监管指标全面达标
并持续向好改善，在支持区域经济发展、追求内
外和谐共赢中，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
路，成为全国颇具发展潜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05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建设银行正努力打造成为“国内最佳、国
际一流”的最具价值创造力的银行。在各项
业务取得稳健发展的同时，积极支持实体经
济、加大民生金融投入、支持低碳经济发展、
为客户提供创新金融服务，同时关注员工和
社会发展，积极支持公益事业，争做企业公民
行业标兵。

065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中国银行是中国全球化和综合化程度最
高的银行，在中国内地和61个国家和地区设
有机构，拥有比较完善的全球服务网络，形
成了公司金融、个人金融和金融市场等商业
银行业务为主体，涵盖投资银行、直接投资、
证券、保险、基金、飞机租赁、资产管理、金融
科技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服务平台，为客户提
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073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诞生于中国

改革开放前沿——福建省福州市，2007年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是经国务院、中国人民
银行批准成立的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现已
发展成为横跨境内外，线上线下结合，涵盖信托、
租赁、基金、理财、期货、资产管理、研究咨询、数
字金融等在内的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稳居全
球银行30强、世界企业500强。

024平安普惠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上海银行以“精品银行”为战略愿景，以“精
诚至上，信义立行”为核心价值观，近年来通过推
进专业化经营和精细化管理，服务能级不断增
强，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科创金融、民生金融、
投资银行、交易银行、跨境银行、金融市场、消费
金融、养老金融、在线金融等特色逐步显现。近
年来，上海银行把握金融科技趋势，以更智慧、更
专业的服务，不断满足企业和个人客户日趋多样
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038上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泰康人寿天津分公司于2001年4月11日落
户天津，始终坚持“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的企
业价值观，坚持稳健经营、开拓创新的经营理念，
致力于为日益成长的工薪白领人群提供专业化、
高品质的人寿保险服务。天津分公司以雄厚实
力、专业形象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认可——今晚报
“今锐榜”年度优秀金融服务奖、“榜样天津”卓越
金融机构等荣誉。

045泰康人寿保险有限
责任公司天津分公司

成立以来，招商银行一直谨记创办初期“为
中国贡献一家真正的商业银行”的使命，始终坚
持市场导向、客户至上、科技驱动、专家治行，以
自身的转型发展推动社会经济持续进步。未来
五至十年，招商银行着眼于实体经济不断升级
的融资需求和居民财富持续高涨的配置需求，
以“大财富管理”为工作主线，以金融科技为动
力，致力打通资产和资金的供需两端，向“轻型
银行”的高级形态不断演进。

048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52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工行天津市分行始终坚守服务本源的
初心，坚持创新与发展，持续加大服务实体
经济力度，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深入
推进渠道转型与创新发展，优化网点布局，
持续深化服务管理内涵，聚焦客户体验、优
化业务流程，服务品质、服务效率和服务形
象稳步提升。

053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不断改革创新，锐意进取，
通过加快产品、渠道和服务模式的创新，在资
产管理、投资银行、电子银行和信用卡业务等
方面培育了较强的市场竞争优势，基本形成了
各业务主线均衡发展、风险管理逐步完善、创
新能力日益增强的经营格局。

060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行

作为天津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多年
来农行天津分行励精图治，奋勇争先，不断发展
壮大，成为一家服务城乡、功能齐备的大型国有
控股现代化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农行天津分
行以服务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满足百姓各类金
融需求为己任，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
做好各项金融服务，不断深化改革，开拓创新，
业务经营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064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市分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寿险
行业的龙头企业，作为《财富》世界500强和世
界品牌500强企业——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的核心成员，公司以悠久的历史、雄厚的
实力、专业领先的竞争优势及世界知名的品
牌赢得了社会广泛客户的信赖，始终占据国
内寿险市场领先者的地位，被誉为中国保险
业的“中流砥柱”。

中信银行以建设成为有担当、有温度、有特
色、有尊严的最佳综合金融服务企业为发展愿
景，坚持“以客为尊”，秉承“平安中信、合规经营、
科技立行、服务实体、市场导向、创造价值”的经
营理念，向企业客户和机构客户提供公司银行业
务、国际业务、金融市场业务、机构业务、投资银
行业务、交易银行业务、托管业务等综合金融解
决方案，向个人客户提供零售银行、信用卡、消费
金融、财富管理、私人银行、出国金融、电子银行
等多元化金融产品及服务。

070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072天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农商银行始终坚持专

注本业、立足本地，以服务地方
经济为己任，在稳健发展的同

时持续回报社会，助力天津经济稳定发展。牢记
“耕耘美丽天津，共享吉祥生活”的核心价值观和
“稳健经营、践行责任、回报股东、成就员工”的使
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津滨“双城”发展战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聚势”而起，整装待发，力
争成为“天津市最大、最具特色的、最优质社区银
行”，为实现复兴农商、做一流农商银行”的目标而
奋斗，为天津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078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平安银行是一家总部设在深圳的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以打造“中国最卓越、全球领
先的智能化零售银行”为战略目标，以“科技引
领、零售突破、对公做精”为策略方针，坚持“三
不变”，即坚持零售转型方向不变，坚持“综合
金融、科技赋能”两大核心优势不变，坚持均
衡、协同发展思路不变，着力打造“数字银行、
生态银行、平台银行”三张名片。

030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渤海银行是1996年以来国务院批准设立的
首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总部设在天津，
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31 日，天津分行成立于
2008年 4月，自成立以来，分行植根津沽大地，
始终坚持锐意进取、持续创新，把自身发展同助
力津城建设紧密结合，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
时，创造了优良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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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金融机构候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参与投票方式

扫一扫
参与投票

2022(第十二届)“榜样天津”复选选票

荣誉名称

非凡十年·特别贡献企业
（年度特别奖）

城市民生贡献企业

美丽天津建设企业

卓越金融机构

匠心服务企业

绿色发展企业

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您的姓名

企业编号 （最多选10个）

联系电话

补充说明………………………………………………………………………………………

●1、复选投票截止时间为2022年11月21日。

●2、未列入复选名单的企业，主办方自即日起接受推荐和自荐。

索取报名表请致电：022-23602820。

081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作为最贴近京津冀区域政府、企业、百姓的本
土银行之一，廊坊银行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秉持“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经济、服务人民
群众”的历史使命，落实“党建领航、创新兴行、依
法治行”的基本方针，持续提振解放思想、奋发进
取的精气神，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
的区位优势，以奔跑的状态笃定前行，以实际行动
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力量。

平安普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
惠担保’”，主要服务于传统金融机构无法覆盖
的小微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等小微客群。普惠
担保以可持续的方向向小微客群提供产品设计
合理、价格可承担的信贷服务，真正意义上化解
小微、三农人群的融资难题，践行了普惠金融的
发展理念，切实服务了实体经济发展。

2006年，引入澳新银行作为境外战略投资
者；2007年 2月，更名为“天津银行”；2016年 3
月，在香港上市。截至2021年末，天津银行在
全国范围内设有1家营业部、6家中心支行、7
家一级分行及6家二级分行，共计216家营业机
构。出资设立了天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蓟州村镇银行，以及宁夏和新疆7家津
汇村镇银行，机构布局覆盖京津冀、长三角及
中西部地区重要城市。

1、微信投票/关注“天津日报品天津”微信，点击菜单栏

“榜样天津”进行投票。

2、电子邮箱投票/参照选票表格样式，

填写后发送至bytj2022@126.com。

3、网页投票/登录北方网，进入“榜样天津”专题页进行投票。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文艺频道

18:15女人如花（17、
18、19）

■化工厂经营面临困
境，厂领导决定成立讨债
小组，凡是讨要外债成功
者均能拿到提成。白玉萍
鼓励老瘪报名，老瘪却推
三阻四。白玉萍决定自己
试试，成为了讨债小组的
一员……

20:30艺品藏拍

■从素陶到原始青
瓷，从唐三彩到五大名窑，
从元青花到清粉彩……陶
瓷发展史记录并承载着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杯子上没有梅花，
却为何叫梅花杯？中国古
代著名的五大白釉瓷器都
有哪些？被誉为“中国白”
的又是哪一种？敬请关注
本期节目。

都市频道

18:05家居大变身

■本期节目邀请了
两位首届天津室内设计
大赛获奖设计师一起探
讨获奖案例。同为简约
设计风格，但看上去却完
全不同，简约之下，如何
彰显不同主人的个性？
一套 97 平方米的房子，
房间内却略显拥挤，如何
打造一个宽敞舒适的待
客空间？

21:00双面胶（2、3）
■丽娟的公婆来到上

海。出租车上，婆婆看着
不停蹦字的计价器，着实心
疼。到了丽娟家，婆婆像参
观博物馆一样欣赏，公公则
一直坐在餐桌边抽烟。看
着要坠落的烟灰，丽娟的心
悬着，决定明天就去买块玻
璃桌面，换掉这500多元的
亚麻桌布……

天津卫视

19:30运河边的人们
（15、16）

■路长河和路长发决
定为母亲捐肾，经配型检
验，路长河配型成功。路
母得知后，坚决不同意，让
大夫不要准备手术了。正
当路长河准备说服母亲的
时候，母亲的病情突然恶
化，全身多器官衰竭，医生
和护士想尽一切办法急
救，依然没能挽回母亲的
生命。母亲的突然离世，
令路长河、路长发两兄弟
悲痛不已……

天津卫视（101）

19:30运河边的人们
22:00爱情保卫战
天视2套（103）

18:15女人如花
20:30艺品藏拍
天视3套（104）

19:00飞哥战队
22:00特战英雄榜海

边女人
天视4套（105）

18:05家居大变身
21:00双面胶
天视5套（106）

18:55体坛新视野
教育频道（107）

20:10百医百顺
21:00二哥说事儿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