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物资应急保障运输企业名单 

现将北京市疫情防控物资应急保障运输企业公布如下：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备注 

1 祥龙物流有限公司 马昕 13910660677 普货 

2 北京鑫平物流有限公司 张春雨 13311118322 普货 

3 江苏京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高超 13910196549 普货 

4 顺丰冷运 张海军 13910262333 普货 

5 北京市陶然亭搬家有限公司 刘满云 13552211663 普货 

6 北京和众奥顺达物流有限公司 郭海龙 13911759152 普货 

7 嘉里大通物流有限公司 雷旭堂 13522000075 普货 

8 北京朝批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侯军辉 13501023896 普货 

9 北京春溢通搬家有限公司 余强 13381205713 普货 

10 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 李林 15311860358 冷藏 

11 北京一路行货运有限公司 赵周存 13810798275 普货 

12 北京张国良货运有限公司 张国良 13901353976 普货 

13 北京华欣物流有限公司  张丹 13683034284 冷藏 

14 北京捷奥通物流有限公司  王甜甜 13901028103 普货 

15 北京三全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全慧娟 17729775722 冷藏 

16 北京华速物流有限公司 李慧卓 13311220015 普货 

17 北京常青兴盛商贸中心 李国华 19972407214 危货 

18 北京二商东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李锐 13522774574 普货 

19 北京邦您诚达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李振轩 13260136786 普货 

20 北京信诚汇益商贸有限公司 林光青 13301368391 普货 

21 北京腾韵达运输有限公司 张永胜 13522238815 普货 

22 北京博华物流有限公司 耿浩 13522605181 普货 

23 北京德利得物流有限公司 李军 18611256611 普货 

24 北京京隆伟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王东 18910020123 普货 

25 北京蓝天运通环境管理有限公司 李阳 13910328886 
建筑垃

圾 

26 北京市通县永升化工厂 张保祥 13810891699 危货 

27 北京东方安通物流运输有限公司 于玖君 
13801208158 

13910589761 
普货 

28 北京盛达利建筑设备租赁有限公司 毛海全 13911152632 普货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备注 

29 北京顺佳达物流有限公司 江万刚 17717267778 普货 

30 北京朝顺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王朝基 18910612719 普货 

31 北京振山运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胡玉波 13810098683 
普货冷

藏 

32 北京宾宜昌盛宏达运输有限公司 马中波 13683685463 普货 

33 北京杰昌佳宝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梁维东 15801146221 普货 

34 北京鸿运泰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赵滨 13501226219 危废 

35 北京市门头沟液化气站 师建华 13681332016 危货 

36 北京祥坦纵横运输有限公司 董宇 13810019806 普货 

37 北京千圣云泰运输有限公司  

李新辉 

17718306777 

 

危货 

38 荣庆物流供应链（北京）有限公司 冷藏 

39 北京永盛昌盛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汲洪建 13381062651 冷藏 

40 北京金叶安顺通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刘惠勇 13910654861 普货 

41 北京华通运输有限公司 郭井顺 13801268466 冷藏 

42 北京福瑞达物流有限公司 
高凤木 13911386299 

冷藏 
王学明 13811772350 

43 北京快行线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刘培军 18911160203 冷藏 

44 北京京兴奥通快运有限公司 陈  冲 13701164883 普货 

45 北京吉顺隆货运有限公司 李德亮 13391666708 普货 

46 北京比欧思运输有限公司 郭海军 13311005687 普货 

47 蜀海（北京）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韩  岳 18910738803 冷藏 

48 北京三新冷藏储运有限公司 冀子旺 18910577100 冷藏 

49 北京北整东信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吴东雨 13810559263 普货 

50 北京华冠商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吴松 
18610754575 

普货 
13301368391 

51 北京京福银通物流有限公司 王新明 13801093890 普货 

52 北京蒙合吉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汪洲 18911667509 普货 

53 上海华振运输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张显军 18911290244 普货 

54 北京润福通达油品配送有限公司 高长满 13810117837 危货 

55 北京燕宾顺时达运输有限公司 隗永文 13311392370 危货 

56 北京市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马  涛 15810006778 危货 

57 北京燕东畅达运输有限公司 胡东风 13264211511 危货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备注 

58 德邦(上海)运输有限公司密云分公司 张利君 13163088710 普货 

59 北京秀珍爱东运输有限公司分公司 程秀珍 13701092186 普货 

60 北京市延庆区大榆树镇秦守国汽车运输户 秦守国 13716356620 普货 

61 北京田元海汽车运输户 田元海 13716584057 普货 

62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赵秀迎汽车运输户 赵秀迎 13501099917 普货 

63 北京市延庆区延庆镇郎红利汽车运输户 郎红利 18516953539 普货 

64 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闫伟光运输户 闫伟光 13911795037 普货 

65 北京市延庆县沈家营镇肖秋江汽车运输户户 肖秋江 13693575632 普货 

66 北京爱国鹏翼装饰装潢有限公司 李爱华 13701282862 普货 

67 北京市延庆区沈家营镇王金娥汽车运输户 王金娥 13661352409 普货 

68 北京嘉轩供应链有限公司 姜才根 13517048858 普货 

69 北京奥图包装运输有限公司 刘进 13811626781 普货 

70 北京子吉子轶商贸有限公司 刘少东 13801085756 普货 

71 北京日报报业发行有限公司 单立萌 13801370871 冷藏 

72 北京四通搬家有限公司 郭永生 13051087657 普货 

73 北京澳德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赵凡超 13910337747 冷藏 

74 北京世纪畅通物流有限公司 王宁 13811865772 普货 

75 北京华欣物流有限公司 张丹 13810665772 冷藏 

76 圆通速递（北京）有限公司 杨冬 18519635025 普货 

77 北京跨越速递有限公司 何应刚 17701325899 普货 

78 北京钥途冷运物流有限公司 赵永刚 15391056456 冷藏 

79 北京首钢气体有限公司 袁富强 18600328258 危货 

80 北京盛丰宏泰商贸有限公司 余长柒 13910383998 普货 

81 北京菜篮子配送股份有限公司 刘守江 18911570801 普货 

82 北京春溢通物流有限公司 李娜 13701097153 普货 

83 北京和众奥顺达物流有限公司 陈娟 13810769875 普货 

84 北京华夏汇通物流有限公司 代利庆 13718230999 普货 

85 北京吉顺隆货运有限公司 王浩 13366776708 

普货、集

装箱运

输 

86 北京金成亚信商贸有限公司 李林 15311860358 冷藏 

87 北京金叶安顺通货物运输有限公司 刘惠勇 13910654861 普货 

88 北京凯华物流有限公司 张明炯 13120033933 冷藏 



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备注 

89 北京路通天下物流有限公司 陈岩峰 13311158051 普货 

90 北京天瑞鼎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刘雪峰 18611103182 普货 

91 北京鑫亿伟业物流有限公司 艾明旺 13810674939 普货 

92 北京兄弟搬家服务有限公司 菅会来 13683355770 普货 

93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王唯 13071347555 普货 

94 北京中城新能源物流有限公司 杨岳 13581805801 普货 

95 北京捷奥通物流有限公司 王甜甜 13910303312 普货 

96 京东 高超 13910196549 普货 

97 世盟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王丽琦 13311037639 

普货、集

装箱运

输 

98 中外运久凌储运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孙中福 13261010666 普货 

99 中外运物流华北有限公司 孙中福 13261010666 普货 

100 北京红通力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毛成富 13801101292 普货 

101 北京华龙中成运输有限公司 李锁来 13911852715 普货 

102 北京环宇京辉京城气体科技有限公司 付炳楠 1.36014E+11 

危险品

2类1项

2项 

103 北京金路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张九龙 18610244521 普货 

104 北京京津冀物流有限公司 陈铮 18010191719 普货 

105 北京老兵农庄有限公司 林海峰 13439531459 冷藏 

106 北京市三街薛希武货物运输服务中心 薛希武 13601258160 普货 

107 北京拓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苏树有 13910662819 

普货 
瞿靖桓 13911283962 

108 北京万兴金利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杨志旗 13910067961 普货 

109 北京西南兆隆物流有限公司 罗存山 13701061857 普货 

110 北京兴业昊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蔡红岩 13911262313 普货 

111 北京永顺兴旺大型设备运输有限公司 孙慧 13901125554 普货 

112 北京展鹏仓储物流有限公司 刘传强 13301188927 冷藏 

113 三易智慧道路运输有限公司 喻泽亮 13522651521 普货 

114 谭武先 谭武先 15801010517 普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