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企业能力渠道清单 

（物流运输、舆情传播两大类，包括物资运输、物资分发配送、销售服务、协助治理 4 个场景，共

30 条信息）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物流运输 

 

装卸搬运和运输

服务 
可提供物资装卸搬运及运输服务 物资运输 

四川铁投广润物流有限公

司 
李科 17348108068 

装卸搬运和运输

服务 
可提供物资装卸搬运及运输服务 物资运输 

四川驹马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林丹一 18628380054 

装卸搬运和运输

服务 
可提供物资装卸搬运及运输服务 物资运输 

成都传化公路港物流 

有限公司 
蒋金龙 13350095741 

物资运输 

利用自身成熟的欧洲贸易网络渠道和海外仓

集货优势，在德国、荷兰、克罗地亚等地迅速

集结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等物资。为美国、

欧洲等地区捐赠成都华西医院的慈善人士开

通免费服务，包括进口文件的梳拟，跟慈善总

会的对接，货物的清关与送达。经过与青白江

政府以及银行的联合配合，第一批 400 万左右

的医用防疫物资即将从欧洲发回，支援成都的

各个医院和单位 

物资运输 
四川欧城记跨境电商 

有限公司 
黄珊 18382085717 

物资运输 依托居家通自有物流体系实现防疫物资运输 物资运输 
成都居家通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 
鲍凌 13880475867 

物资运输 
将 RU 高精度定位系统应用在防疫物资运输

车辆，实时查看防疫物资位置，便于调控 
物资运输 成都精位科技有限公司 周宏亮 18011520283 

物资运输 依托 1919 线下门店资源，进行物资协调分配 物资运输 
壹玖壹玖酒类平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石磊 18010659355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物资配送 可依托速递易、易邮柜进行物资配送 物资运输 
成都我来啦网格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黎明 18030656296 

物资配送 
依托“人人快送”众包平台实现物资运输配送

服务 
物资运输 四川创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玛丽 15228919710 

物资配送 
依托泉源堂线上平台及线下药店资源对防疫

药品物开通行分发配送渠道 
物资分发配送 

成都泉源堂大药房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 
陈杨 18628211750 

运输服务 

准时达利用在全球的强大关务资源，自 2020

年 1 月 27 日起开放从美国、墨西哥、日本、

越南、澳大利亚、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香港、台湾的

13 条绿色免费跨国通道，确保驰援物资能安

全及高效运至疫情一线。另外将继续增加韩

国、捷克、荷兰、德国、法国 5 条绿色免费跨

国通道。目前，免费通道面向各国政府、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商业机构和医

疗用品生产企业开放，将优先确保口罩、消毒

液、护目镜、防护服等防护用品第一时间送达 

物资运输 
准时达国际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马岩 15038178571 

运输服务 物资运输服务 物资运输 
拉货宝网络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涂鹏程 18384222678 

农产品销售渠道 

为受到疫情影响的四川农户开通助农惠民绿

色通道，解决农产品滞销，农户的生计 

问题 

销售服务 成都丽维家科技有限公司 杨迪 13880901777 

舆情传播 舆情传播服务 

新潮传媒紧急刊播针对此次疫情的公益广告，

通过贴近群众生活的新潮电梯智慧屏持续播

放，提醒广大群众科学防护。自 1 月 24 日起，

新潮传媒已捐赠市场价值近 1 亿的电梯广告

资源用于防疫抗疫宣传 

舆情传播 

（疫情防护） 

成都新潮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夏婧 18615756157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舆情传播服务 

迅游加速器目前有 PC 客户端（电脑端）和手

机端(APP)两种形态。在 PC 客户端上加入了

防疫宣传弹窗、浮层等防疫宣传提醒，APP

上进行了公告、开屏海报等提醒。微信微博以

及官方抖音也在持续产出内容进行知识普及 

舆情传播 

（疫情防护） 

四川迅游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刘韬韬 13881887227 

舆情传播服务 
依托铁路交通 Wi-Fi 运营商、中国轨道交通信

息进行舆情传播服务 
舆情传播 

四川环媒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黄唯 15108495099 

舆情传播服务 

1. 喜马拉雅第一时间开设“抗肺炎疫情”专题

页面，联合央视新闻、新华社、人民网、生命

时报、健康时报等多家权威媒体，以及钟南山、

尹烨等数十位专家，全天候、全时效发布，及

时推送、报道疫情防控举措和动态，向用户传

递权威信息，正确引导舆论，助力抗击新型肺

炎疫情，累计发布各类信息上千条，收听量近

3000 万人次 

2. 为丰富百姓春节期间的文化生活，喜马拉

雅还送上“听”的福利，免费开放众多会员节

目，向所有用户送出单个价值上千元的会员年

货礼包 

舆情传播 

（疫情防护、教

育文娱） 

成都喜元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宋欢 15216639702 

舆情传播服务 
依托言几又线下门店及网络社群进行舆情传

播服务 
舆情传播 言几又文化有限公司 张壮 18683434447 

舆情传播服务 
依托极米投影仪庞大的用户群体进行舆情传

播服务 
舆情传播 成都市极米科技有限公司 郭雪晴 18980661406 

舆情传播服务 
依托侠客岛里庞大的企业社群资源进行舆情

传播服务 
舆情传播 

成都侠客岛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杨怡 13541045730 

舆情传播服务 
依托梦想加庞大的企业社群资源进行舆情传

播服务 
舆情传播 梦想加 刘辉 18583671388 

舆情传播服务 
依托公司“传播家”对中国、北美、欧洲、中亚、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进行舆情传播服务 
舆情传播 四川九虎堂科技有限公司 李鹤 13880765120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舆情传播服务 
依托线下 4 万间房屋资源及线上用户群体资

源进行社群舆情传播服务 
舆情传播 

优客逸家（成都）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董青云 13031186333 

舆情传播服务 
依托公司庞大的艺人及主播资源进行舆情传

播服务 
舆情传播 

成都华星兄弟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徐勇 18808055729 

舆情传播服务 
依托线下门店及线上资源传播疫情相关科普

知识 
舆情传播 

艾视医疗科技成都有限公

司 
石浪 18980016946 

舆情传播服务 

依托公司旗下母婴 APP“iBaby”广泛用户渠

道进行舆情传播服务 舆情传播 
成都互联分享科技 

有限公司 
陈映宇 13550331070 

卫星直播 

助力国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国星宇航利

用卫星遥感影像技术，通过直播地球 app 推出

疫情专题，用户可以免费获取国家最权威的疫

情防控政策信息，获取疫情地图地理信息，直

观了解疫区，关注武汉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

院施工进程，掌握国家发布的确诊病例乘坐车

次信息等；太空自拍“云拜年” 

舆情传播 
成都国星宇航科技 

有限公司 
唐钦雷 18040356623 

大数据舆情监测 
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对疫情及相关舆情进行

监测 

舆情传播 

（疫情监测） 
成都数之联科技有限公司 高笑风 18108088861 

大数据舆情监测 
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对疫情及相关舆情进行

监测 

舆情传播 

（疫情监测） 
成都知数科技有限公司 王军 18011580600 

公益录制防疫录

音 

一个月内免费为涉及新型冠状病毒防疫工作

的各单位机构进行公益录制 
协助治理 

成都声娱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李月 15244774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