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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表彰 1999 年度个体私营经济 

工作先进单位的决定 

津政发〔2000〕11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 

  1999年，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在全市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奋力拚搏，

我市个体私营经济取得了显著成绩，在繁荣城乡经济、加快科技进步、增加地方财政收

入、安置下岗职工再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弘扬先进，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再上新水平，实现更快、更好地

发展，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市体改委等 10 个优质服务单位、东丽区等 19 个先进区县、

武清县杨村镇等 50 个先进乡镇、天津富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等 15个市重点私营企业和天

津富士达集团有限公司等 100个百强私营企业予以表彰。 

  希望全市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各单位及广大个体、私营企业经营者，进一

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乘势而上，再创佳绩，为全市经济全面上水平作出新的贡献！ 

 

  附： 

   一、天津市 1999年度个体私营经济优质服务单位名单 

   二、天津市 1999年度个体私营经济先进区县名单 

   三、天津市 1999年度个体私营经济先进乡镇名单 

   四、1999年度天津市重点私营企业名单 

   五、天津市 1999年度百强私营企业名单 

天津市人民政府   

               二 000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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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 

 

天津市 1999 年度个体私营经济优质服务单位名单 

（10个） 

   

  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天津市发展计划委员会 

  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天津市财政局(天津市地税局) 

  天津市公安局 

  天津市国家税务局 

  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津市人事局 

  天津市统计局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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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 

天津市 1999 年度个体私营经济先进区县名单 

（19个） 

  东丽区 

  经济技术开发区 

  南开区 

  塘沽区 

  武清县 

  津南区 

  北辰区 

  和平区 

  宝坻县 

  河西区 

  红桥区 

  蓟 县 

  河东区 

  静海县 

  西青区 

  宁河县 

  大港区 

  河北区 

  汉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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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天津市 1999 年度个体私营经济先进乡镇名单 

（50个） 

 

  武清县杨村镇 

  北辰区天穆镇 

  塘沽区河头镇 

  东丽区军粮城镇 

  北辰区北仓镇 

  北辰区双街镇 

  东丽区程林街 

  东丽区新立镇 

  塘沽区中心桥镇 

  津南区葛沽镇 

  宝坻县城关镇 

  津南区咸水沽镇 

  东丽区大毕庄镇 

  宁河县桥北镇 

  津南区小站镇 

  北辰区宜兴埠镇 

  津南区辛庄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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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沽区新城镇 

  津南区八里台镇 

  津南区双桥河镇 

  北辰区西堤头镇 

  宁河县董庄乡 

  蓟县城关镇 

  宝坻县马家店乡 

  津南区南洋镇 

  西青区杨柳青镇 

  津南区双港镇 

  武清县王庆坨镇 

  东丽区小东庄镇 

  大港区中塘镇 

  东丽区华明镇 

  武清县汊沽港镇 

  西青区李七庄街 

  蓟县别山镇 

  静海县静海镇 

  津南区北闸口镇 

  北辰区双口镇 

  宝坻县大口屯镇 

  西青区中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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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海县蔡公庄镇 

  蓟县洇溜镇 

  宁河县芦台镇 

  西青区大寺镇 

  宝坻县石桥乡 

  宝坻县大钟庄镇 

  静海县大邱庄镇 

  宁河县大北乡 

  武清县崔黄口镇 

  北辰区小淀镇 

  北辰区青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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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 

 

1999 年度天津市重点私营企业名单 

（15个） 

 

    天津富士达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德祥(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华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中纬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大维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宝成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德利得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家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福光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宝乐器有限公司 

    天津隆达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炳胜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万隆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天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银座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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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 

 

天津市 1999 年度百强私营企业名单 

（100 个） 

 

  天津富士达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德祥(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华业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中纬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大维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宝成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德利得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家世界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福光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宝乐器有限公司 

  天津隆达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炳胜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万隆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天骄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英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凯镛保健品有限公司 

  天津银座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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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鹏天阁酒楼有限公司 

  天津市森源电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市颐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东海燃气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大本营电器市场 

  天津市渤海石油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中盈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长亮商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银龙预应力钢丝有限公司 

  天津市和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天龙杯汽车辊轧件厂 

  天津市大港区天成化工厂 

  天津市玉德福火锅城 

  天津市瑞源制衣有限公司 

  天津市大中服装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西区迎宾大饭店有限公司 

  天津市佳成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县环联旅游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金海马家具有限公司 

  天津市大海肉类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塘沽区金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金海马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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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宝坻县恒瑞制衣有限公司 

  天津市塘沽区红光化工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新贸纸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武清县开源地毯厂 

  天津市塘沽区红光开关配件厂 

  天津市塘沽区宏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富贵食品厂 

  天津市北王旅游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县三达服装厂 

  天津市文光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奇特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凯威化工有限公司 

  天津市原野地毯有限公司 

  天津市登发装饰大世界有限公司 

  天津市生态美普兰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应氏服饰有限公司 

  天津市达盈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和平混凝土搅拌站 

  天津市晨华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天津市诚通运输有限公司 

  天津市威力工程千斤顶厂 

  天津市景宏实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宝化学工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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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澳宇肠衣有限公司 

  天津市荣昌煤炭有限公司 

  天津市唐弘机械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县新源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丽区圣发烛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北洋弹簧厂 

  天津市日商卫生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外贸东明塑料公司 

  天津市万士达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县中源建筑有限公司 

  果仁张(天津)食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阔佬皮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博马车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悦和置业有限公司 

  天津市奥环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天津远东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县福永制衣有限公司 

  天津市东丽区联合运输有限公司 

  天津市朝日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新联达电子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县金贵地毯有限公司 

  天津市银港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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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运东轧钢厂 

  天津市兆钢物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晨化工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东区巨鑫工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宁发进口汽车维修服务中心 

  天津市同兴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天津市金城制衣服饰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强电梯配件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县利源制衣有限公司 

  天津市化工设计院电力设备厂成套分厂 

  天津市石桥服装有限公司 

  天津硕林工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林宝地毯有限公司 

  天津市宝坻县正大绗缝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宁河县立达针织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津宝帆布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市捷达铁柜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