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疫风采

驼人控股集团始建于 1993 年，在各级党委、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文化于一体，专业从事麻醉、疼痛、
护理、检测、血液净化、微创介入、外科、电子智
能、医用防护等一次性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的现代化
企业集团。集团下属 55 家生产、研发及经营性企业，
并在全国 31 个省份设立了销售子公司。现有 5 个生
产基地，1 个研究院，总占地面积 750 亩，员工 8000

余人，并安置残疾职工 500 余人。拥有国家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国家生
物医用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河南省博士后研发
基地、院士工作站等国家和省级荣誉 60 余项，是 13 

项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理
事长单位。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员单位
驼人控股集团抗疫事迹

护工作准备充足的防护用品。
为解决医护人员面部由于长期佩戴护目镜、口

罩被压伤的问题，集团创始人王国胜亲自带领团队，
承接河南省科技厅 2 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研发新型
防护产品。经过 18 天的努力，研发出了新型防护头
罩、正压防护服、净呼吸口罩等 6 款新产品，获得了
54 项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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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长单位。

驼人集团鸟瞰图（局部）

新冠肺炎爆发初期，驼人集团创始人、总裁王

国胜当即结束海南度假，不顾疫情危险返回河南，

带领集团员工在大年三十复工，为抗“疫”一线医

护工作准备充足的防护用品。

驼人集团防护产品线复工复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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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科技厅下达科技攻关项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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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风采

疫情期间，集团先后捐赠湖北 22 家医院 1400万
元医疗器械及设备，捐赠信阳光山县 110 万元医疗器
械及设备，捐赠山西、宁夏、河南等省份 5 家医院
220 万元医疗设备，捐赠雷神山、火神山医院 310 万
元医疗器械，向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29 所高
校无偿捐赠 100 多万元口罩。国外疫情爆发后，集团
积极展现民族企业担当，王国胜主动向红十字基金
总会请缨，先后向巴基斯坦、意大利、法国等多国
捐赠 500 多万元防护用品，共同抗击疫情。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会员单位

驼人控股集团抗疫事迹

驼人控股集团始建于 1993 年，在各级党委、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现已发展成为一家集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文化于一体，专业从事麻醉、疼痛、

护理、检测、血液净化、微创介入、外科、电子智

能、医用防护等一次性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的现代化

企业集团。集团下属 55 家生产、研发及经营性企业，

并在全国 31 个省份设立了销售子公司。现有 5个生

产基地，1 个研究院，总占地面积 750 亩，员工 8000

余人，并安置残疾职工 500 余人。拥有国家认定企

业技术中心、国家高性能医疗器械创新中心、国家

生物医用材料生产应用示范平台、河南省博士后研

发基地、院士工作站等国家和省级荣誉 60 余项，是

13 项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副

理事长单位。

驼人集团鸟瞰图（局部）

新冠肺炎爆发初期，驼人集团创始人、总裁王

国胜当即结束海南度假，不顾疫情危险返回河南，

带领集团员工在大年三十复工，为抗“疫”一线医

护工作准备充足的防护用品。

驼人集团防护产品线复工复产现场

为解决医护人员面部由于长期佩戴护目镜、口

罩被压伤的问题，集团创始人王国胜亲自带领团队，

承接河南省科技厅 2 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研发新

型防护产品。经过 18 天的努力，研发出了新型防护

头罩、正压防护服、净呼吸口罩等 6 款新产品，获

得了 54 项专利。

河南省科技厅下达科技攻关项目通知

驼人集团防护系列产品驼人集团防护系列产品
疫情期间，集团先后捐赠湖北 22 家医院 1400

万元医疗器械及设备，捐赠信阳光山县 110 万元医

疗器械及设备，捐赠山西、宁夏、河南等省份 5 家

医院 220 万元医疗设备，捐赠雷神山、火神山医院

310 万元医疗器械，向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29 所高校无偿捐赠 100 多万元口罩。国外疫情爆发

后，集团积极展现民族企业担当，王国胜主动向红

十字基金总会请缨，先后向巴基斯坦、意大利、法

国等多国捐赠 500 多万元防护用品，共同抗击疫情。

驼人集团防疫抗疫物资捐赠

为弘扬广大抗疫英雄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中突出表现和为国奉献精神，驼人集团捐建的医学

博物馆二期——医疗器械史馆中设立了抗疫展馆，

使大众通过物化的发展史，加强对医疗器械的了解，

进一步奠定长垣“中国医疗耗材之都”的行业地位。

中国医疗器械史博物馆开工仪式

9 月 8 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驼人集团创始人、

总裁王国胜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称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驼人集团将秉承集团创始人、总裁王国胜不畏

艰险、创新不止的精神，以“改善医疗体验，呵护

生命健康”为使命，不断前行，向新目标迈进！

驼人医疗器械产业新城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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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奠定长垣“中国医疗耗材之都”的行业地位。

中国医疗器械史博物馆开工仪式

9 月 8 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驼人集团创始人、

总裁王国胜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称号。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驼人集团将秉承集团创始人、总裁王国胜不畏

艰险、创新不止的精神，以“改善医疗体验，呵护

生命健康”为使命，不断前行，向新目标迈进！

驼人医疗器械产业新城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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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集团先后捐赠湖北 22 家医院 1400

万元医疗器械及设备，捐赠信阳光山县 110 万元医

疗器械及设备，捐赠山西、宁夏、河南等省份 5 家

医院 220 万元医疗设备，捐赠雷神山、火神山医院

310 万元医疗器械，向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29 所高校无偿捐赠 100 多万元口罩。国外疫情爆发

后，集团积极展现民族企业担当，王国胜主动向红

十字基金总会请缨，先后向巴基斯坦、意大利、法

国等多国捐赠 500 多万元防护用品，共同抗击疫情。

驼人集团防疫抗疫物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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