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网上超市线上集采说明 

根据集团公司装备保障部年度采购工作计划及相关要求，集团公

司电商平台网上超市是办公设备、办公用品及耗材、公务用车、润滑

油脂、轴承、工业消耗品等品种的指定采购渠道。经过子集团推荐、

组织现场考察、集团级供应商评定委员会办公室评定等规定程序，

2020年 8月集团公司增补了办公用品及耗材、劳保鞋、公务用车、保

密办公设备、劳保防疫、搬运存储、工具磨具、电器控制、照明类物

资的集团公司级供应商。 

交易模式：  统谈分签，采购企业与供应商直接交易 

采购方法：  企业在网上超市下单并支付货款 

供应商来源：集团级准入 

采购价格：  集团统一议价，采购量大可与供应商协商二次议价 

供货及服务：由集团准入供应商指定属地代理商提供服务 

集采率目标：目标为 100%，表示该品类所有物资均需从集团级 

            优选供方中选购； 

            目标为 80%，表示如果集团级供方产品及服务无 

            法满足企业特殊要求，可自行推荐渠道入驻超市 

            交易，但采购金额不能超过总金额的 20%。 

                    

联系人 高梦蛟  010-68730707转 8268



一、 润滑油脂  

 

集采品种 集采目标率值 小类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 备注 

润滑油 
80% 

 

发动机油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品牌：壳牌） 

北京海联双宝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品牌：美孚） 

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品牌：中兵之星）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润滑油分公司（品牌：昆仑）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润滑脂分公司（品牌：长城）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品牌：长城） 

如果集团公司级供应商的

产品无法适配，则需要子

集团为子集团级供应商出

具推荐函，供应商注册后

在网上超市交易 

齿轮油 

汽轮机油 

液压油、导轨油、传动油 

压缩机油、冷冻机油及真空泵油 

轴承油、变压器油 

润滑脂 

其他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润滑油分公司       王洪斌   17710497219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润滑脂分公司           房登红   18522803632 

中国石化润滑油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陈钟琛   17631773514 

壳牌（中国）有限公司                         张婧雯   15339070173 

北京海联双宝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美孚）       王  瓒   13901008449 

盘锦北方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石宝亮   18204268311 

山东力牌石油化学有限公司                     于  宁   15163130333  

 



二、  七类办公自动化设备 

 

集采品种 集采目标率值 小类 集团级供应商 备注 

七类办公

自动化设

备 

100% 

 

计算机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品牌：联想） 

传真机、扫描仪、投影仪

集团未指定集团公司级供

应商，建议在集团公司级

办公用品供应商处采购，

集团公司级办公用品供应

商包括：北京苏宁易购销

售有限公司、欧菲斯办公

伙伴控股有限公司、领先

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商贸分公司、上海晨

光科力普办公用品有限公

司、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鼎科纳米技术研究所

有限公司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品牌：戴尔） 

惠普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品牌：惠普）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清华同方） 

打印机、复印机 

惠普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品牌：惠普）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品牌：佳能） 

北京世纪畅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品牌：爱普生）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品牌：奔图） 

传真机 集团未列供应商 

扫描仪 集团未列供应商 

网络产品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品牌：华为）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品牌：迪普） 

深圳市深信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品牌：深信服）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浪潮）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北京）有限公司（品牌：曙光） 

投影仪 集团未列供应商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联想（北京）有限公司                      宋  涛 13501025489  张  勇 18911778102 

戴尔（中国）有限公司                      朱  宁 13301177722 

惠普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韩  新 13911705765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刘  欣 13810479005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邹剑锋 13501012850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任志刚 13911593170 

北京世纪畅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陈会芳 13910432360 

珠海奔图电子有限公司                      赵  亮 13910272725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尹  萌 15810185388 

杭州迪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海潮 18610288660 

深圳市深信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李帅帅 15652376356 

曙光信息产业股份（北京）有限公司          周  俊 18600093120 

  



三、 办公用品及办公耗材 

集采品种 集采目标率值 小类 集团级供应商 备注 

办公用品

及办公耗

材 

 

80% 

 

书写、修正用品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企事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商贸分公司 

上海晨光科力普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鼎科纳米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七家集团级办公综合类供应

商基本可以涵盖所有的办公

用品及耗材类商品，集团公

司级供应商在全国各地均有

自己的分子公司或服务站，

可以为企业提供服务 

办公纸类 

办公文具 

文件管理 

财务用品 

打复印设备耗材 

其他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刘曌宇    13426288913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赵  利    18602324186 

企事通集团有限公司                     于金铂    15022267991 

北京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               潘  辰    18910011823 

史泰博（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商贸分公司   黄  莹    18616865456 

上海晨光科力普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任晨宇    17601621909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李  健    15313111837 

南京鼎科纳米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赵  岩    13621123465 

  



四、 计算机操作系统 

 

集采品种 集采目标率值 集团级供应商 

 

计算机操作系统 
100% 

北京信诺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品牌：微软） 

中标软件有限公司（品牌：中标）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服份有限公司（品牌：金山）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北京信诺时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魏  冬    13810804005 

中标软件有限公司                      崔金生    18519779765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服份有限公司          刘  磊    15011009182 

 

 

 

 

 



五、 标准量具及测量仪器 

 

集采品种 集采目标率值 小类 集团级供应商 备注 

标准量具及

测量仪器 

80% 

  

标准量具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西域、震坤行、领先

未来为主流 MRO类商

品的供应商，基本可

以涵盖市面上所有的

标准量具及测量仪器

类商品。如果集团公

司级供应商的产品无

法适配，则需要子集

团为子集团级供应商

出具推荐函，供应商

注册后在网上超市交

易 

测量仪器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谭梦成    13814972598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刘亚军    15802948786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刘曌宇    13426288913 

  



六、 工业胶片 

 

集采品种 集采目标率值 集团级供应商 

工业用胶片 100% 
乐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品牌：乐凯） 

沈阳中兵物流有限公司（品牌：富士）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乐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张  超    15232987639 

沈阳中兵物流有限公司        郭经理    18642046102 

  



七、 轴承 

 

集采品种 集采目标率值 集团级供应商 备注 

轴承 
80% 

 

洛阳 LYC轴承有限公司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集团公司级供应商的产品无法适配，则需要子

集团为子集团级供应商出具推荐函，供应商注册后

在网上超市交易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洛阳 LYC 轴承有限公司           陈惠军    13837949441 

瓦房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王利辉    13997120995 

洛阳轴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时连卫    18567590808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魏  震    13895685986 



八、 公务用车 

 

集采品种 集采目标率值 集团级供应商 

公务用车 
80% 

（别克、一汽、北汽、红旗、大众、广汽、上汽品牌车型 100%） 

国兴汽车服务中心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国兴汽车服务中心                  龚  庆   13811189240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岳兴光   13910655126 

北京中润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武斌斌   13911250353 

  



九、 安防产品 

 

集采品种 集采目标率值 集团级供应商 

 

 

安防产品（监控设备） 80%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               梁经理    18612355691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陈文涛    18968007279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张立超    18969188891 

  



十、 劳保鞋 

 

集采品种 小类 集团级供应商 

劳保鞋 

防砸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百集鞋业有限公司 

西安赛狮鞋业有限公司 

上海澳翔鞋业有限公司 

浙江中麦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防穿刺 

防静电 

绝缘 

多功能 

其他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孙  宁    13032999737 

上海百集鞋业有限公司       张建华    13916371831 

西安赛狮鞋业有限公司       李  领    15829317730 

上海澳翔鞋业有限公司       殷  亮    18221810586 

浙江中麦安防科技有限公司   詹仁杰    13705772959 

  

  



十一、 劳保、防疫类 

 

集采品种 小类 集团级供应商 

劳保、防疫类

物资 

手部护具 
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面部防护 

耳部防护 

防护坠具 

防疫物资 

其他 

 

集团公司级供应商联系人： 

山西新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郝  勇    13327514166 

际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孙  宁    13032999737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赵  利    18602324186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刘曌宇    13426288913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谭梦成    13814972598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刘亚军    15802948786 

 

 



十二、 工具磨具 

 

集采品种 小类 集团级供应商 

工具磨具 

手动工具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动工具 

气动工具 

组合工具 

液压工具 

磨具 

 其他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赵  利    18602324186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刘曌宇    13426288913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谭梦成    13814972598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刘亚军    15802948786 

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  鹏    17856574119 

  



十三、 搬运存储 

 

集采品种 小类 集团级供应商 

搬运存储 

搬运平台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搬运车 

梯子 

起重吊装 

存储工具 

其他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赵  利    18602324186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刘曌宇    13426288913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谭梦成    13814972598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刘亚军    15802948786 

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  鹏    17856574119 

  



十四、 电器控制 

 

集采品种 小类 集团级供应商 

电器控制 

断路器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接触器 

隔离电器 

继电器 

电源 

指令电器 

 其他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赵  利    18602324186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刘曌宇    13426288913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谭梦成    13814972598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刘亚军    15802948786 

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  鹏    17856574119 

  



十五、 照明 

 

集采品种 小类 集团级供应商 

照明 

照明电子 企事通集团有限公司 

中兵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光源 

便携式灯具 

室内灯具 

防爆灯具 

室外灯具 

 其他  

 

企事通集团有限公司             于金铂    15022267991 

中兵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严文静    13810363576 

欧菲斯办公伙伴控股有限公司     赵  利    18602324186 

领先未来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刘曌宇    13426288913 

西域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     谭梦成    13814972598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刘亚军    15802948786 

浙江宏伟供应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  鹏    17856574119 

 



十六、 保密办公设备 

 

集采品种 小类 集团级供应商 

保密办公设备 

保密文件柜 

北京华安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天大清源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安兴坤科技有限公司 

屏蔽机柜 

红黑电源 

手机干扰器 

碎纸机 

其他 

 

北京华安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赵进军    13601012340 

北京天大清源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梁  琦    18911973388 

北京中安兴坤科技有限公司               王  竞    18910270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