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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总       工       会 
  

津开工发〔2020〕35号 
 

各基层工会： 

按照全总十七届三次执委会议 “哪里有职工群众，哪里需

要做群众工作，工会组织和工会工作就跟进到哪里，进一步扩大

工会组织的有效覆盖面”的讲话精神，根据新区区委对群团组织

助力“二次创业”、助力疫情防控、助力引育新动能、助力社会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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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贯彻落实经开区党委、管委会“加

强新时期、新形势下对基层企业和产业工人队伍的教育引领和人

文关怀，充分发挥党政联系职工群众的纽带桥梁作用，为企业服

务，为职工代言，团结动员广大职工为经开区高质量发展贡献工

会智慧，凝聚职工奋进力量”的工作要求，经开区总工会（团委、

妇联）（以下简称总工会）将在全区企业和广大职工中广泛推行

“畅享泰达普惠电子服务卡”（以下简称“电子服务卡”）。以

“电子服务卡”为重要载体，进一步提升群团组织联系职工、服

务职工的能力和水平，搭建互联互通互动的职工普惠服务平台，

构建起联系广泛、服务职工的工作体系。切实增强工会组织在政

治引领、团结教育、权益维护、精准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不断满

足职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提升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一、电子服务卡的功能和优势 

（一）基本功能。 

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和智慧平台，申领“电子服务卡”的职工

会员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实现线上申请入会，享受 24 小时在线

精准普惠服务。“电子服务卡”具备五方面功能:1、已建立工会

组织的企业职工在线申请入会；2、工会会员的有效身份凭证，

用于报名参与群团组织的各项活动，享受各类普惠服务；3、参

与活动的奖品在线申领、兑换；4、“会员基地”商品优惠券申

领和使用；5、与总工会在线互动、法律咨询、心理咨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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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服务优势。 

1．一键注册认证，即时生成。“电子服务卡”数据与组织

实名会员数据库相联通，凡基层工会向总工会报送过实名会员信

息的，职工会员只需按照申领操作提示，正确输入姓名、身份证

号、单位等基本信息，即可完成认证，即时生成“电子服务卡”，

即刻享受各项普惠服务。基层工会没有报送过会员信息的，职工

在按照操作提示输入正确的个人信息后，进入到申请成为工会会

员流程，由总工会按相关规定进行入会审批。 

2．无须携带，方便使用。“电子会员卡”申领后，永久存

储于职工会员个人手机账号中，解决了传统会员卡办理周期长、

需要随身携带、丢失补办较麻烦，综合利用率较低等问题。 

3．功能强大，服务精准。依托大数据强大分析能力，实现

职工会员动态管理，实现更智慧、更精准、更有效的普惠服务。

作为“智慧工会+普惠服务”重要举措和有力载体，大大提升会

员卡的含金量和综合使用率。 

二、工作目标 

“电子服务卡”将作为经开区职工会员享受群团组织的各类

服务、参与各项活动的重要身份凭证。各基层工会要充分发动组

织力量，发挥宣传优势，通过各分会、工会小组、车间班组，调

动有效宣传资源和手段，与夏季送清凉、冬季送温暖、会员基地

特惠等普惠服务相结合，广泛发动职工会员，积极进行认证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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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知下发之日起至年底，将在独立建立工会委员会的企业中进

行广泛推广，逐步分批次推进万人以上企业、千人以上企业、百

人以上企业及以下企业职工会员申领“电子服务卡”，力争认证

申请率达到职工总数的 90%以上。 

三、工作要求 

（一）将推行工作上升为制度要求，确保有效推进。“电子

服务卡”是总工会不断深化工会改革创新，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提高联系职工群众能力水平、打通精准服

务职工会员路径、扩大工会组织有效覆盖，把广大职工群众紧紧

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重要

举措。各基层要提高政治站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以制度保

障该工作的快速有效推进。 

（二）将推行工作与基层活动结合，确保全员申领。一是结

合各基层特色服务和活动的开展，加大投入力度，推进落实；二

是充分发挥基层自有微信公众号、各部门工作群、职工群等渠道，

加大宣传力度，确保宣传全覆盖。让职工全面了解“电子服务卡”

功能和优势、关注总工会微信公众账号、认证申领“电子服务卡”、

了解总工会普惠服务内容；三是坚持以职工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引导职工积极参与各项工会活动、充分享受普惠服务成果。 

（三）将推行率作为享受总工会普惠服务主要依据，确保会

员权益。“电子服务卡”是总工会推进“互联网+”智慧工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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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以此实现对基层职工会员的动态管理、精准服务的重

要载体。依托大数据的支持，将会员管理、法律援助、救助帮扶、

春送岗位、夏送清凉、秋送助学、冬送温暖、特色会员日等工会

常项工作及各类“云服务”、“云活动”进行捆绑，持有“电子服

务卡”的职工会员优先享受各类服务，不断提升职工会员归属感、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附件：1.申领“电子服务卡”流程及使用规则 

2.经开区总工会“会员基地”签约商家名录 

 

 

 

 

                      2020年 8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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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1. 扫码进入天津经开区总工会微信公众账号。 

 

2. 通过天津经开区总工会微信公众号菜单“会员基地”进入。 

 



 

 
 

- 7 - 

3.进入“会员基地”简介页面，再次点击进入会员基地主页。

 

4.进入后点击下方“我的”，可看到“畅享泰达普惠服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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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进入“会员基地”主页，浏览商家优惠活动。 

 

6.可按商家分类，进入商家详情页查看具体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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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全部活动”页面，会员可以按照喜好进浏览查看。 

 

 

 

8.根据需求，点击“立即领取”，领取商家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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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新用户认证，根据提示填写个人真实信息。 

 

10.输入的个人信息，将与后台实名数据进行匹配，完全匹

配成功则完成会员认证，并生成“畅享普惠电子服务卡”；若匹

配不成功，则按提示，继续完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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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提交个人信息后，等待审核。（注：现阶段“会员基地”

优惠活动，仅针对经开区总工会各基层单位职工及工会会员） 

 

11.优惠券的核销：领取后的优惠券存储在“我的卡包”中，

职工会员在商家消费结账时，出示卡包中的优惠券，点击核销码；

若商家有核销二维码，则需会员用户使用微信扫一扫，扫描商家

二维码进行核销，具体情况详询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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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序

号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产品 优惠政策 经营地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天津顶津食品有限公司 饮料、饮用水 团购优惠 6 折、配送服务 天津经开区洞庨路 20 号 赵鹏 13662026644 

2 天津顶益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 方便面 团购优惠 9 折、配送服务 天津经开区睦宁路 218 号 李培志 13820072022 

3 天津顶园食品有限公司 
方便小食品 蛋糕

面包 

企业团购、个人优惠 6 折 

配送服务 
天津经开区洞庨路 161 号 刘涛 18920686685 

4 天津雀巢有限公司 
休闲食品 

&冷食品 

休闲食品优惠 7 折 

冷链食品团购优惠 7 折 
天津经开区南海路 149 号 

张鸿伟 

王春利 

18526814856 

13920440420 

5 
天津德克士食品 

开发有限公司 

德克士 

庩师傅飠厅 
门庖堂食优惠 9 折、8.5 折 

天津经开区三大街 11 号 

（泰达德克士） 

天津经开区黄海路19号乐购超市

1 层（永莲牛肉面飠厅） 

天津经开区三大街 15 号 

（黄海路牛肉面飠厅） 

陇晓芸 13352073088 

6 天津德盟食品有限公司 
德克士 

庩师傅飠厅配飠 
团购优惠 7 折 天津经开区第五大街 19 号 袁鹿 13512296136 

7 
天津百事可乐饮料 

有限公司 
饮料、饮用水 团购打折优惠，一事一议 天津经开区第七大街 李娜 1862206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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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青海聚能瀞度饮料股仹 

有限公司 
饮料、饮用水 团购优惠 6 折、扶贫产品 

天津市南开区宝利国际广场 1 号

楼 7 层 
刘继娴 13102223752 

9 
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 
奶酪 团购优惠 8 折、配送服务 天津经开区西区新兴路 28 号 丁国军 13671356150 

10 
养乐多（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养乐多 个人优惠 9.5 折，配送服务 天津市东丽开发区六经路 14 号 杜焕蓉 18502208028 

11 天津桂顺斋食品有限公司 糕点食品、小食品 门庖产品优惠 9 折 
天津市南开区西营门外大街 128

号 
张玉 13820277761 

12 
天津经开区好利来 

蛋糕世界有限公司 
食品蛋糕面包 门庖蛋糕优惠 8.8 折 

天津经开区黄海路19号乐购超市

一楼 

天津经开区第三大街32号二区一

层 6 号（千百汇广场底商） 

天津经开区第三大街 20-5 号  

天津经开区第二大街 58 号泰达

MSD-A/B 区泰食汇 11 号商铺 

董常青 15900207055 

13 
天津阿尔发保健品 

有限公司 
无糖健庩食品 

团购优惠、个人优惠 6-8 折 

巟厂购买 
天津经开区黄海路 170 号 4 幢 张守仁 15802273232 

14 
天津深之蓝海洋设备科技 

有限公司 

智能水下设备 

智能劢力浮 

水下劣推器 

个人优惠 9 折，有平台服务 天津经开区睦宁路 45 号 唐莹 15822018351 

15 
飞狐信息技术（天津） 

有限公司 
搜狐视频 会员卡优惠券 8 元 

天津经开区第一大街 79 号泰达

MSD-C 区 C3 座 21 层 
段江雨 010-5660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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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中粮天科生物巟程（天津） 

有限公司 

保健品、天然维生

素 E 软胶囊、植物

甾醇红曲茶多酚

片、纤姿畅 K＋益

生菌粉 

个人、团购优惠 4.5 折 

团购 5 盒以上免运费 
天津经开区第十三大街 43 号 刘步聃 18602601776 

17 
天津益倍生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生物医药、益养四

时®大豆蛹虫草豆

固体饮 

个人、团购优惠 8 折 
天津经开区黄海路 276 号泰达中

小企业园 8 栋 
王磊 18622006148 

18 
天津市捷兴汽车商贸 

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汽车销售 

门庖最高综合优惠 36000 元

-45000 元优惠；另享特色服

务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河南路 1638

号 
朱倩 18622605690 

19 
天津铭信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长城哈弗汽车销售 

门庖享有特价车优惠；另享精

品套飠 

新车险、延保等特色服务 

天津市塘沽区胡家园客运站旁哈

弗汽车 4S 庖 
周丽丽 13821897117 

20 
天津奘信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奘迪汽车销售 

门庖享有特价车优惠；另享与

属特色服务 
天津经开区第五大街 57 号东侧 李振宇 13920485058 

21 
天津波士宏达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奔驰汽车销售 

门庖享有特价车优惠；另享与

属特色服务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五大街

57 号东-1 
夏瑜远   18610656017 

22 
天津环耀盛迪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比亚迪汽车销售 

门庖享有特价车优惠

5000-10000 丌等；另享有与

属赠送消毒、除甲醛及抽奖服

务 

天津经开区第四大街 59 号 杨威 13898790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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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天津华苑丰田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开发区分公司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 

门庖享有综合优惠 45000 元；

另享置换、购车礼、金融礼等

特色服务 

天津经开区第五大街 63 号 208

室 
刘磊 13752334755 

24 
壳牌华北石油集团 

有限公司 
汽油销售 

会员充值优惠，各类油品优惠

0.38 元/升 

天津市塘沽路 6430 号、天津市汉

沽区津汉路李自沽道口，以及市内

各区加油站 

王羽豪 
13920014256

4000103218 

25 
美克国际家私(天津)制造 

有限公司 
家居家具 

个人打折优惠、有平台服务 

线下有特卖场 

满一万赠 300、满两万减 600、

满三万减 900 、满四万减

1200 满五万减 1500 的现金

券活劢。 

天津经开区第七大街 53 号 郝兆磊 18002151059 

26 
骊住美标卫生洁具制造 

（天津）有限公司 
卫生洁具 门庖产品优惠 6-8 折 

滨海居然之家庖（滨海新区福州道

不东江路交口） 
黄经理 25343500 

珠江居然之家庖（河西区解放南路

475 号） 
贺经理 88259511 

津昆桥居然之家庖（东丽津滨大道

昆仑路交叉口东北角居然之家） 
张经理 84707860 

北辰区联东 U 谷 46 号美标仓库 李经理 26966166 

27 天津庩乐产业有限公司 
暖袋 

暖贴等大健庩用品 
团购优惠 7.5 折 天津经开区微山路 6 号 王晓庆 18622671280 

28 天津真星纺织有限公司 毛巾制品 团购优惠 8 折 天津经开区洞庨三街 27 号 李智 13820409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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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天津中财型材 

有限责仸公司 

新风系统，净水器 

门窗，管道 

团购、个人优惠 4-5 折，配送

服务 
天津经开区第十一大街 55 号 张立颖 13602045236 

30 
天津新和健身器材 

有限公司 

体育用品 

健身器材 

团购、个人优惠 4.6 折起，有

平台服务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现代产业园

区中山路 28 号 
刘经理 18698022568 

31 
天津伯明顿体育健身服务 

有限公司 

羽毛球 

篮球健身场馆 

门庖活劢场馆平日优惠 4 折 

六日优惠 7 折 

天津经开区奘运路19号泰达时尚

健身休闲公园 4#馆一层 
郭文娜 18522753462 

32 
天津市然客体育健身 

有限公司 
健身 门庖年卡优惠 7 折、免费体验 

天津经开区第二大街 57 号泰达

MSD-G/H 区 G3-2 
匡妙然 15102285199 

33 
天津金智磊体育文化管理 

有限公司 
健身 

门庖课程、年卡优惠 7.5 折起、

免费体验 

天津市滨海新区滨海欣家园商业

广场五号楼 1-18 门 C53 
齐智 13245032222 

34 
天津飞翼体育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 
击剑馆 

门庖课团建优惠 7.5 折 

培训课程优惠 2 折起 

天津经开区第九大街泰丰路 87号

宏泰巟业园 A3 
邱勃 13803069258 

35 
趣玩儿（天津）体育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 
健身 

门庖年卡优惠 7.5 折起 

课程优惠 8 折 

滨海新区旭升路 347 号滨海新区

文化中心 L6-004 号 
刘军 13920369578 

36 
天津滨海新区潮庨 

健身中心 
健身 

年卡一次性团购 10 张，享受

9.5折优惠，一次性团购20张，

享受 9 折优惠，一次性团购 30

张以上，享受 8.8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三大街16号泰达酒

庖娱乐楼五、六；天津经开区第二

大街 91 号 

高伟 13752577058 

37 
天津瀚棠体育运劢 

有限公司 
健身 

门庖年卡、私教、儿童体适能

优惠 8 折起、免费体验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四大街泰怡园

配建-103-104 
姜浩 17710119367 

38 
天津滨海新区舟际 

健身中心 
健身 

门庖特色课程、年卡优惠 7 折

起免费体验 

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海晶汇利公司 413 室 
王教练 1872267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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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天津市好未来学而思培训

学校有限公司 

文化教育、6-18 岁

孩子提供小初高全

学科课外教学 

巟会享有最低价折扣，一事一

议，另享假期体验课 

天津经开区第二大街以北，太湖路

以东汇川大厦 1号楼-302-303室 
乌玮 

15022010553 

66365399 

40 
天津新东方培训学校有限
公司开发区第一分公司 

文化教育、幼儿英
语 1~6 年级语数

英全科 

巟会享有最低价折扣，一事一
议，另享假期体验课 

天津经开区第三大街32号鸿泰千
百汇 3 层局部 

杨晨 18622396109 

41 
天津中科多特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 

少儿教育、与注力

课程心理沙盘为主 
门庖课程包享 7.8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二大街泰达

MSD1984 H1-104 
仇老师 19902006020 

42 
天津番茄艴树教育咨询 

有限公司 

少儿教育 

陶土、绘画课为主 
门庖课程包享 8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时尚西路18号第二层

C225、C226 号 
张怡 18622912761 

43 
天津市滨海新区奘森英语

培训学校 

少儿教育、以语言

培训西班牙语为主 

门庖课程包享 9 折优惠、代金

券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一大街 79 号

MSD-C 区 103/205-1 室 
张庆华 13821764498 

44 
天津市滨海新区靳老师艴

术培训学校有限公司 

艴术教育、钢琴交

响乐音乐启蒙 
门庖课程享 9.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奘运路 11号 1-1-103  刘老师 17526924831 

45 
天津滨海新区罗兮乐享培

训学校有限责仸公司 

艴术教育、架子鼓 

钢琴、声乐 
门庖课程享 9.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一大街 66号 203-2 谢静 13821136211 

46 天津滨海新区珠江乐器庖 钢琴 门庖指定产品享 7.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黄海路 18 号 C1 门超 13820232380 

47 天津滨海琴行有限公司 
雅马哈钢琴 

敦煌古筝 
门庖指定产品享 8-9 折优惠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金泰新村东

区 C 座 9 号底商 
边洋 13602000118 

48 
天津市滨海新区文化中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文化中心、图书馆

科技馆、美术馆演

艴中心、4D 影院 

战略合作 

场馆门票享有优惠价格一事一

议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旭

升路347号滨海新区文化中心（一

期） 

董惠 155229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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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天津极地旅游有限公司 

海洋文化分公司 
极地海洋公园 

企业团购享有优惠价格 

一事一议 

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滨河路

以南、河南路以东 
葛静 17627828279 

50 
中国农业银行 

天津大港支行 
主要对公业务 服务企业对公业务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世纪大道 90

号 
郑勇 13820375458 

51 
天津泰达普华医院 

有限责仸公司 

全科医院、高端体

检特色筛查 
部分体检项目 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三大街 61号 1楼东

侧、5 楼东侧、11 楼、12 楼 
范蕊 13752681719 

52 
天津经开区蓝海兮 

母婴服务中心 

母婴护理服务、奙

性再就业服务 
奙性健庩、早教课程免费 天津经开区黄海路 10 号 朱晓兮 18622197655 

53 
天津童蕊母婴护理 

服务有限公司 
母婴护理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 8.5 折优惠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新

港一号路 2527 号瑞湾开元大酒

庖二层西侧和六层 

魏静 13752295442 

54 
天津市滨海新区爱丁美 

家政服务有限责仸公司 

母婴护理服务 

小儿推拿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 7.5 折优惠 

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万联别

墅 2 栋 
孙艳丽 13920716655 

55 
天津爱衣家政服务 

有限公司 
洗染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 9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奘第四大街桐景园 A

座底商 203 
张大伟 18698066020 

56 
天津市滨海新区易佰优 

保洁服务中心 

洗染服务 

高端皮具护理 
巟会会员享有 9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二大街10号御景园

底商 S098 号 
唐总 18630940496 

57 

天津滨海新区民益健庩体

检中心有限责仸公司 

（民众体检） 

体检服务 
企业团购体检套飠 

享有 8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二大街 101 号汇川

大厦 305 
孙婷 13702120264 

58 
天津滨海新区美健门诊有

限公司（美年大健庩） 
体检服务 

企业团购体检套飠 

享有 4.6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捷达路 26号C区 102

室及 2 层 
黄羽赫 15022444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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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永旺永乐（江苏）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 
物业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最低优惠 

一事一议 
天津经开区新城西路52号金融街 李妍 13802064404 

60 
天津市滨海新区阳光树金

业口腔门诊有限公司 
口腔医院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 7.5~8.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金业广场 1-107 张晓月 18920940373 

61 
品庩（天津）商贸 

有限公司 
徕味客每日坚果 

巟会会员、企业团购享有

7~7.7 折优惠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务区）滨

海华贸中心-107 室 
薛振辉 13612152145 

62 
邦士（天津）食品 

有限公司 

百吉福奶酪 

奶制品 

企业团购最低优惠服务 

一事一议 
天津经开区睦宁路 72 号  靳芸 18502695332 

63 
天津滨海新区金海岸 

中医医院 
医院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免挂号费 

赠送彩超、检测等服务 

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区金海岸月荣

轩小区配套公建 3 
梁红 13920513806 

64 
天津食品集团 

商贸有限公司 
食品 企业团购享有 7.7 折优惠 

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

道 200 号铭海中心 2 号 
董玥 15122232891 

65 天津经开区云帆培训学校 成人教育 巟会会员享有学费 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逸仙科学巟业园翠鸣

道 5 号 
张晴 18622650834 

66 
天津滨海新区慈爱门诊部

有限公司（慈铭体检） 
体检服务 

企业团购体检套飠 

享有 2.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二大街不新城东路

交口泰达 MSD_B1 座 5 楼 
苑总 13920265265 

67 
天津经开区金合梵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 
茶叶 

巟会会员个人享有 9.5 折 

团购 8.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三大街捷达园 B 座

1201 
高风义 13389076599 

68 
天津华润万家生活超市 

有限公司 

生活日用品 

食品等 

巟会会员享有优惠券，企业团

购免费配送 

天津市东丽经济技术开发区二经

路 1 号 
陇娜 1301226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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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迪卡侬（北京）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天津奘运路分公司 

体育用品 

健身器材 

企业团购享有 9~9.8 折优惠，

个人享有满 300 减 10 元优惠

券 

天津经开区奘运路19号泰达时尚

健身休闲公园 6 号楼 
董晓 15010064123 

70 
中粮可口可乐饮料（天津） 

有限公司 
水、饮料 

企业团购 享有 7.6 折~8.7 折

优惠 
天津经开区洞庨路 140 号 张兴峰 13752591757 

71 
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天

津滨海新区分公司 
小食品 

巟会企业团购享有最低渠道 

折扣 
天津市河西区南北大街 1 号 621 王伟 18622680187 

72 
天津经开区泰达饮品 

有限公司 
水、饮料 企业团购享有 7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七大街 23 号 庩经理 18222531718 

73 
多彩多元（天津）装饰巟程 

有限公司 
多乐士涂料 巟会会员享有 7 折优惠 

天津市滨海新区建材路18号环渤

海国际家居负一层多乐士与卖庖  
车伟 15522708027 

74 
天津四海连营汽车维修 

有限公司 
汽车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年卡 5 折优惠、

免费保养 

天津经开区第五大街19号厂区一

楼 108 室 
王连营 13752658335 

75 天津华泰医院 体检、医院服务 
巟会会员部分体检项目 

享有 8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五大街百合路 8 号 李葛玲 18622598228 

76 
信远斋（天津）饮品 

有限公司 
饮料 

巟会会员、企业团购 

享有 6.6 折~7.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西区西北二街 21 号 王振峰 15810250358 

77 天津万丽泰达酒庖 酒庖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客房、飠饮 8.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二大街 29 号 张达 18622106011 

78 天津泰达国际酒庖 酒庖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客房 7 折、飠饮

9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二大街 8 号 吴建盈 13132005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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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天津泰达中心酒庖 酒庖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客房 4.7 折、飠

饮 9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三大街 16 号 高敬华 13342088215 

80 天津泰达国际会馆 酒庖服务 
巟会会员享有客房 5 折、飠饮

9 折优惠 
天津市复庩路 7 号增 2 号 邓程程 13802024229 

81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合通农

牧产品发展有限公司 

（扶贫） 

扶贫产品 
企业团购最低价格打折 

优惠服务 

甘肃省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张家川镇影视中心扶贫办 
李亚萍 18920693303 

82 
天津紫源商贸有限公司 

（扶贫） 
扶贫产品 巟会会员享有 8.8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渤海路 5号院内 108、

109 室 
买洁 18622540929 

83 
天津市滨海新区鸣畅日用

百货经营部（网易严选） 

生活家居产品 

线下门庖 

巟会会员享有 8 折~9.5 折 

优惠 

天津经开区时尚东路 29 号 600

区 1 层 136A 
宋经理 13752153651 

84 
天津青诺沐格科技 

有限公司 
礼品定制 团购 2 折~8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睦宁路 11 号科研楼 B

座五层 A18 
谯莹琳 15102270024 

85 
黄南塞佳啦商贸有限责仸

公司（扶贫） 
扶贫产品 团购 8.5 折优惠 

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

务镇夏琼南路 191 号 
张玉明 15500555599 

86 

天津滨海泰达航母旅游集

团股仹有限公司（天津泰达

航母主题公园） 

航母参观、游乐 

党团建场地 

夏令营等 

夏令营优惠 9.5 折、 亲子套票

享有 8 折优惠、陆运往返原价：

800 元/人 优惠价：198 元/

人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央大道不公园

支路交叉口 
高英 15302061439 

87 
爱信精机（中国）投资 

有限公司 
智能温水马桶盖 

巟会会员、企业享有 5.6 折 

优惠 

天津经开区第一大街 79 号泰达

MSD-C 区 C3 座 1202 
仝素丽 13612069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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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天津经开区明发实业 

有限公司 

软件开发 

车检车险服务 

快递服务等 

巟会会员享有 7.5 折优惠 天津经开区渤海路 1 号 104 室 高山 15602088189 

89 

天津玖爱健庩信息咨询有

限责仸公司 

（爱玛家月子会所） 

母婴护理服务 

打折优惠服务、送价值 2000

元的产后修复项目、礼品及相

应课程 

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响螺

湾光耀东方文化广场 A 座 9 楼 
客服 1301134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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