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疫风采

国药集团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国药
器械北京公司”）是国药集团在京四级子企业、中国
医疗器械在京全资子公司、中央战略物资储备单位、
北京市应急防控物资储备单位，2019 年加入中国生
物医学工程学会临床医学工程分会成为单位会员。
主营各类医疗器械产品，包括医疗设备、医用耗材、
诊断试剂等，基本覆盖北京市所有三级医院及重大
二级医院，公司建有一套完善的质量合规管理体系，
通过 ISO9001/ISO1348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并建立
全信息化操作系统，具有从院内采购到物流配送的
ERP、SPD、WMS 系统，确保全流程可追溯。公司
以“让更多民众享受更好的健康服务”为使命，秉承
“关爱生命 呵护健康”的企业理念，倡导 “简单 向
上”的企业文化，致力于打造医疗器械综合运营服
务商。 

央企总部，助力院校、企事业单位复工复学及海外
抗疫，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ぁぁ履责任，保障服务各大医疗机构ぁぁ
全力保障医疗机构、市储防疫物资供应。疫情期

间，市储物资保障团队 24 小时待命，共累计供应各类
紧缺防疫物资 160 余万件，配送 380 余次，配送医疗
机构 150 余家遍及北京市各区县，累计行程超 2 万公
里。在陆续收到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大
人民医院等 40 余家医疗机构发来的紧急请购函后，公
司春节期间紧急协调 900 多家厂家，多次去物资产地
协调货源，确保物资第一时间供应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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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以来，国药集团北京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作为驻京央企，主动

发力，整合各方资源，全员动员、全

力以战时状态做好医疗物资应急保供

等各项工作。在保障首都地区各大医

疗机构物资供应的同时，还服务于国

家各部委、“两会”以及各大在京央

企总部，助力院校、企事业单位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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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担使命，践行央企社会责任 

1、保障服务国家部委及北京各

大政府机构。公司作为首都地区驻京

央企，肩负着保障服务国家各部委的

政治任务，目前已为国务院办公厅、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机关事务管理

局、国家发改委、国资委、等机关部

委，累计供应防疫物资 680 余万件。 

2、顾大局，保障服务“两会”。

5 月初，公司接到全国政协和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做好“两会”保障服务的

指令后，迅速成立工作组，利用自身

资源优势，连夜加班协调货源，确保

“两会”防疫物资保障到位。期间，

共累计采购口罩等防疫物资 50 余万

件，并于 6 月 2 日收到政协第十三届

全国委员会发来的感谢信。 

3、响政策，助力大中小学校复

学复课。6 月初，北京市学校复学复

课的通知一经发出，各大中小学校相

继拟定开学计划，公司按照北京市教

委、区教委等安排，支持学校复学复

课，现已为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林业

大学、中央财政大学、华北电力大学

及中国传媒大学附小等 10余所大中

小学校供应防疫物资累计 5 万余件。 

 

三、齐发力，助力海外抗疫 

全球疫情迅速蔓延，公司积极响

应政策要求，助力海外抗疫，已向意

大利、瑞士、加拿大、阿联酋等国家

供应各类防疫物资 500余万件。3 月

份的一笔订单，公司外贸团队经过 2

天 2 夜的频繁交涉和往复沟通确定合

同条款及交付时间，近 450 万件医疗

物资，从签订合同到最后一批货物出

口报关，仅用 29 天，出色完成全部

工作，得到当地使馆及中国国际商会

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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