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相关企业名单

企业名称

艾康生物技术（杭州）有限公司

爱德华（上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爱尔博（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爱尔康（中国）眼科产品有限公司

爱科来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爱科来医疗科技（平湖）有限公司

爱琅（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爱湃斯（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爱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大千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得泰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德莱康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格林克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安徽海利医疗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徽科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深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上德慧科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省小山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安徽拓特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安吉县阳光医药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安捷伦生物（杭州）有限公司

安平县河漕医疗器械厂

安平县康诚医疗器械厂

安平县康通医疗器械厂

安平县如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安平县世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安瑞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

安晟医疗器械（南京）有限公司

安时利（广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安思尔（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安泰隆（南京）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昂科生物医学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奥精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奥林巴斯（北京）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奥森多医疗器械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八光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巴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百康丹拓（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百瑞医疗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百特医疗用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佰奥达生物科技（武汉）股份有限公司

柏荣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拜定赛（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拜发分析系统销售（北京）有限公司

保赫曼（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保佳力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爱特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安图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百龙腾（武汉）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百优华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佰利申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柏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宝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北京北检.新创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北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贝尔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贝科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贝思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倍肯新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博奥晶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博尔迈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博海康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博晖创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清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迈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德普爱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德益达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博牙科手机有限公司

北京东方日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北京凡尼斯医疗新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伏尔特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格瑞纳健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海奥思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汉泰旭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卡迪技术开发研究所

北京和杰创新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恒润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红祥聚科贸有限公司

北京宏元兴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鸿鹄高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华大吉比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晟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益汇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华益精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环球精博康复辅具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惠中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吉纳高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吉事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嘉联诚业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健乃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健平金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杰西慧中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桀亚莱福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查理人工关节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金菩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金沃夫生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九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垲煜弘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康达百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丰台分公司

北京康思润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康宇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科卫临床诊断试剂有限公司

北京莱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莱博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莱顿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莱顿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乐普诊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理贝尔生物工程研究所有限公司

北京力达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灵泽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龙泰洋健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迈世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麦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麦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美创新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美科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蒙太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米道斯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诺亚同舟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欧迪创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仁合康盛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北京荣志海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瑞尔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瑞尔通激光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瑞克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赛普九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沃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宇能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奥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富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津威康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市意华健科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思路高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速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泰格科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泰科斯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泰克莱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泰士特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行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健君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实润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天一恒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天助畅运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生时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万东康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万洁天元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万生人和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万泰德瑞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威联德骨科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维威科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伟龙紫京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希望者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高达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现代沃尔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协和洛克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新基永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新兴四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鑫康辰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阳光宜康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阳光易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怡成生物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益而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北京英佳麦迪克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英诺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优尼康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悦通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运康恒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正宏嘉禾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中安泰华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检安泰诊断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科盛康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中天健业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众驰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贝恩医疗设备（广州）有限公司

贝恩医疗设备（湖南）有限公司

贝尔泰克医疗器械江苏有限公司

贝克曼库尔特商贸（中国）有限公司

贝克曼库尔特实验系统（苏州）有限公司

贝朗爱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贝朗医疗（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贝瑞特生物技术（郑州）有限责任公司

本然天地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必欧瀚生物技术（合肥）有限公司



碧艾（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迪快速诊断产品（苏州）有限公司

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波音特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伯乐生命医学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铂尊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博奥赛斯（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尔诚（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博罗其乐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博士伦（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博谊（上海）工业有限公司

沧州永康医药用品有限公司

昌运经贸（上海）有限公司

常山康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熟市如保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常熟市神灵医用器材有限公司

常熟市双灵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常熟一诺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常州安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奥斯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百康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百隆微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百瑞吉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常州创捷微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德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鼎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海尔斯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海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汉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华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健力邦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杰瑞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今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金龙医用塑料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巨久回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乐奥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洛克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瑞索斯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迪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福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护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环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回春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常州市久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久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康迪医用吻合器有限公司

常州市康蒂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康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康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莱洁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常州市美嘉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舒康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常州市微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市武进达康医疗器械厂

常州市武进华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市新能源吻合器总厂有限公司

常州市延陵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常州市智业医疗仪器研究所有限公司

常州同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卫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常州晓春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常州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

常州伊沃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常州益锐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成都昌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超吉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迪康中科生物医学材料有限公司

成都美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普什医药塑料包装有限公司

成都瑞琦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市萨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成都市新津事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成都新澳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崇仁（厦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慈溪高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达信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大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JMS医疗器具有限公司

大连库利艾特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大连七颗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大连乳胶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益众经贸有限公司

丹娜（天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尔格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德迈特医学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德赛诊断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德州健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德州金约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登士柏（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阿阿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东曹（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麦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鸿元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泰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东莞永胜医疗制品有限公司

东莞御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东丽医疗科技（青岛）股份有限公司

东软威特曼生物科技（南京）有限公司

东西贸易（上海浦东新区）有限公司

而至齿科（苏州）有限公司

法斯达（无锡）医学设备有限公司

方润医疗器械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费森尤斯医药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费雪派克医疗保健（广州）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宝康宁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平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德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佛山市优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特种医用导管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宏信药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福建康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省百仕韦医用高分子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福州迈新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福州仁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

富利凯医疗用品（东莞）有限公司

戈尔工业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光宝医疗器械（常州）有限公司

光景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广东艾希德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百合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百生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海鸥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浩江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宏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东宏妙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泓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惠生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康尔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东龙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东南方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广东齐柏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体达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信沃生物医疗有限公司

广东优尼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达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西信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艾默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安必平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拜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广州保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博粹医学检验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菲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沣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福娜瑞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富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国奔鸿峰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和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恒康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鸿琪光学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华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健朗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康立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康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科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科莱瑞迪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迈得菲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欧迈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欧欧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人福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广州瑞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瑞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润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赛葆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宝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华鑫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浩通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弘健生物医用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康润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市快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市如本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施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微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醒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一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思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天宝颂原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维格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维力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养和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耀远实业有限公司

广州中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贵州安迪药械有限公司

贵州佰诺康生物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贵州华奥药械有限公司

贵州金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贵州康琦药械有限公司

贵州苗通药业有限公司

桂林市澳思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桂林市威诺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桂林优利特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桂林中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国药前景口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哈尔滨沛奇隆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乾佰纳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海安驷迪新技术研究所

海门市扬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海南建科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朗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海南万力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希睿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新阳光药械有限公司

海南一鸿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众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艾力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爱普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安杰思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安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奥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佰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宝荣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博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博谱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博拓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创新生物检控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德泰克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杭州德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富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海世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华威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嘉和众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京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炬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康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康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莱和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龙鑫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梅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能可爱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欧蒙医学诊断产品有限公司

杭州千岛湖兰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山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坦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天诚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医疗光学仪器有限公司

杭州威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沃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杭州欣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星辰三比齿科器材有限公司

杭州耀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元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浙大迪迅生物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卓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豪洛捷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昊谱（杭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百盛园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合肥达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高贝斯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合肥华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科能达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合肥美迪普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合肥市清润药业有限公司

合肥天帆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天一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和心（天津）外用制剂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艾欧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爱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博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北鼎宇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河北汇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建轩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康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北瑞诺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同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北鑫乐医疗器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紫薇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埃纳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博恩医疗新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健士莱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乐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立科达医疗用品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赛诺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省安邦卫材有限公司

河南省奥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戈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恒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华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省斯科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河南省驼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豫北卫材有限公司

河南省珠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曙光汇知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曙光健士医疗器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驼人贝斯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新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雅康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河南亚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研制有限公司

河南震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赫理仕医疗用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运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衡水杰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衡水培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衡水祥瑞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衡水新世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鸿图医疗器材（东莞）有限公司

湖北佰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北保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博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德立森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定源医用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恩威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锦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精耕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康达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湖北朗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联结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美邦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普爱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双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思维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肽尔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泰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湖北特必达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五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北仙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北孝感阔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医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北中创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湖南爱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爱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慈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共创生物功能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海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瀚德微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昊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南康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明康中锦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平安医械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然元医用高科技蛋白线有限公司

湖南人之源紫晶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仁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瑞邦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丽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绿洲惠康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骑医学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怀化分公司

湖南新大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天地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州美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湖州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虎丘医疗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华大生物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华润广东医药有限公司

淮安市中兴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淮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黄骅市思创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惠州市康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积水医疗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基因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国大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省迈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徐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济南百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博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晨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鼎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济南汉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兰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齐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秦鲁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塔斯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济南希森美康医用电子有限公司

济南新美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济南盈诺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济宁德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济宁海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济宁齐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济宁市健达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佳合医材（苏州）有限公司

佳康医用器材（青岛）有限公司

嘉思特华剑医疗器材（天津）有限公司

嘉兴行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建德市康华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江门大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艾博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艾迪尔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艾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爱源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安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奥迪康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奥珂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奥普莱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百易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佰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邦盛振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贝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博朗森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博瑞思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昌吉永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创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德威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迪沃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江苏东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费森尤斯医药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福瑞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富科思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高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供赢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广益医用敷料有限公司

江苏国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海奥思医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海德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寒武纪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昊普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恒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弘大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宏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华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华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华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华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华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吉瑞达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金鹿集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景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开源康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凯尔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凯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百年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康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康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康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康健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康健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康进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江苏康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康林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康诺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康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康友医用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科创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莱芙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蓝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朗沁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力博医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立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量点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鹿得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迈象医疗器械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美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美佳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米沙瓦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明朗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明源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诺瑞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诺瓦立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江苏磐宇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求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全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荣盛嘉美生物试剂有限公司

江苏瑞安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瑞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普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瑞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萨格瑞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三联星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三影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神曲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华星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永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省长丰医疗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盛纳凯尔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双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水木天蓬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斯微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苏云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江苏台源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通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为真生物医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伟康洁婧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西臣奥勒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先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祥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新智源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亚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鼹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扬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阳生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耀华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壹叁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义倍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益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翊博雷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英诺华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优创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宇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昱邦医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远恒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泽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长寿棒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长泰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长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知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科生命科学研究有限公司

江苏中哲碳光子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安分公司

江西奥格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厚德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华晨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江西华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西精致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科伦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江西科美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乐成生物医疗有限公司

江西乐迪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丽华鑫朗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龙腾生物高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庐乐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诺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西奇仁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瑞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瑞济生物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赛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江西三鑫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金洹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祥恩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圣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江西圣济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特康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同天乐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江西鑫茂生化医用品有限公司

江西宜信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易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西众强实业有限公司

江阴市惠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阴市金凤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江阴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皆美（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杰富瑞（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捷迈（上海）医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金川中藏医疗研发中心

金华市强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华市鑫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金乡县山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进贤益成实业有限公司

经纬医疗器材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荆门杉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九江高科制药技术有限公司

骏实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卡瓦盛邦（上海）牙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卡尤迪生物科技宜兴有限公司

凯夫诺达（无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康尔福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康美林弗泰克（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康容健康科技（扬州）有限公司

康特威尔登特齿科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康维德（中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康讯恒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康讯恒新（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柯惠医疗器材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柯惠医疗器材制造（上海）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医疗印刷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科宝智慧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科医人医疗激光设备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可乐丽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库博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库克（中国）医疗贸易有限公司

库利艾特国际贸易（大连）有限公司

快臻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昆山洁宏无纺布制品有限公司

昆山韦睿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莱博泰克（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莱凯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兰州海结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兰州兰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兰州西脉记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蓝戈医药用品（北京）有限公司

蓝十字生物药业（北京）有限公司

蓝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朗力生物医药（武汉）有限公司

乐德行（北京）商贸有限公司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乐普（北京）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乐其健康产业（江苏盐城）有限公司

雷德睦华医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雷度米特医疗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理诺珐（中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溧阳市麦杰克有限公司

莲花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联合微创医疗器械（深圳）有限公司

辽宁爱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美滋林药业有限公司

浏阳市三力医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柳州芝草堂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龙脉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卢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罗氏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洛曼劳仕（中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洛阳弘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尼（北京）贸易有限公司

迈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迈心诺（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麦迪康医疗用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麦迪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麦瑞通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梅里埃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梅州康立高科技有限公司

美奥正畸（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利泰格诊断试剂（嘉兴）有限公司

美昕医疗器械（昆山）有限公司

美昕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绵阳立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明光世经（北京）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明基生物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明尼苏达矿业制造（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墨尼克医疗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默思碧医疗（武汉）有限公司

那曲地区先锋医药有限公司

南昌澳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昌贝欧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华安众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市恩惠医用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南昌雨露实验器材有限公司

南昌元合泽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爱必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澳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春辉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大可实业有限公司

南京大鸟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大渊生物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道大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典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东万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飞渡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京福中医疗高科有限公司



南京海波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京贺曼赛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华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汇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京佳普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佳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京嘉威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健邦锦源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南京江亚版材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锦冠桥义齿有限公司

南京康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乐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黎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南京麦澜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茂宇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宁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诺尔曼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诺唯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普朗生物医学有限公司

南京普立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容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三生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世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京双威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天朗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万国生物医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南京维京九洲医疗器械研发中心

南京伟思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五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京亚方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一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亿高微波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南京屹特博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易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京优源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长城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南京智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竹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安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南通戴尔诺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恒泰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南通华利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通华普工贸有限公司

南通科威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南通美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通三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通市安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南通市奥华医用品有限公司

南通市瑞德医用器械有限公司

南通伊仕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南微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阳柯丽尔科技有限公司

南阳市久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内蒙古爱众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尼普洛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安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奥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博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慈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菲拉尔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冠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海尔施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华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朗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美格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纽立德织造有限公司



宁波普瑞柏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瑞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圣宇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胜杰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市成和显微器械厂

宁波市康家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天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天润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宁波天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五洲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医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医用缝针有限公司

纽迪希亚制药（无锡）有限公司

诺保科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欧蒙（杭州）医学实验诊断有限公司

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

欧姆龙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欧亚先锋生物技术投资（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派诺医疗器械无锡有限公司

颇尔（中国）有限公司

珀金埃尔默医学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普莱默斯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普霖医疗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普瑞德医疗器械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启安华锐（北京）技术有限公司

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青岛博旭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青岛博益特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飞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海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青岛汉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和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华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青岛华仁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青岛九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康华医用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青岛澜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耐丝克医材有限公司

青岛瑞斯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松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福医药集团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日机装（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日立化成医用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日立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日照海旭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荣佳（惠州）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儒伽（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锐珂（厦门）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锐适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瑞尔通（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瑞毅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萨科（厦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赛奥生物科技（青岛）有限公司

赛比亚医疗诊断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赛克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赛默飞世尔（苏州）仪器有限公司

赛默飞世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赛沛（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三明博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明市安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三明市贝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明市和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艾德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安普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天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万泰凯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为正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百多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贝诺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东贝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博科生物产业有限公司

山东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东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峰源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山东高赛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冠龙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海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航维骨科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沪鸽口腔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济宁天成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健泽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骏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康华生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康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东莱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利尔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美赫曼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成武县医用制品厂

山东圣纳医用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盛凯源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史蒂夫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思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东速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泰利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天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东天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骨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肾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新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血液净化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瑞外科医用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安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鑫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星之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优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玉源乳胶手套有限公司

山东源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长运医药用品有限公司

山东振富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中保康医疗器具有限公司

山东朱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卓越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海清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西锦波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皮尔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盈凯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福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高源医疗器械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恒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巨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陕西裕泽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远光高科技有限公司

陕西正吉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埃立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埃蒙迪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埃斯埃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艾乐影像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艾瑞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安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百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百洛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宝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贝奥路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贝敦克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贝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博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博进凯利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博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灿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曹杨医药用品厂

上海常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倡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纯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瓷丰牙科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德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迪繁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典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东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东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二医张江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梵华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费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长征医学科学有限公司

上海富达医用塑料有限公司

上海富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格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冠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光电医用电子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国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韩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汉瑞祥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瀚联医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浩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合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和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华瑞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汇中细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惠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建华精细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捷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金塔医用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金香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上海锦泽夏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九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玖策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聚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君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凯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阚町贸易商行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康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科邦医用乳胶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玛嘉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科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莱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朗格医用电子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朗昳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乐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立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励图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上海联辉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领检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迈诺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麦德医疗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美动医疗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米沙瓦医科工业有限公司

上海闵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纳辉干燥试剂厂

上海诺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诺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上海诺月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佩尼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葡伊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金环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卫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

上海普洛麦格生物产品有限公司

上海普益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其胜生物制剂有限公司

上海全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群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仁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仁康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仁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荣祥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瑞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润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三友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尚兰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申风医疗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申索佑福医学诊断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生大医保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舒盈口腔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双申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淞行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太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天清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天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同安医疗用品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透景生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医药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威尔医疗保健厂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五色石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祥盛医疗器械厂有限公司

上海小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协民医用敷料厂（普通合伙）

上海芯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辛菖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昕昌记忆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星耀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修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迅达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上海亚澳医用保健品有限公司

上海医用缝合针厂有限公司

上海怡新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毅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英科心电图医疗产品有限公司

上海英诺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盈科医学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优加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友三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宇井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玉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长岛抗体诊断试剂有限公司

上海长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正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执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山医疗科技发展公司

上海中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卫中亚卫生材料江苏有限公司

上药康德乐（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绍兴好士德医用品有限公司

绍兴圣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绍兴市上虞区韩韩健身器材厂

深圳安特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奥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康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华迈兴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简单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雷杜生命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爱杰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群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泰祺工贸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保安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博锐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鸿康健达医疗产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汇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锦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炬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凯特生物医疗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康医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库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雷诺华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迈科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麦德安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成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美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欧立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鹏一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深圳市荃鼎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瑞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升昊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盛康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施崴特齿科器材有限公司

深圳市速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嘉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泰乐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沃尔德外科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希莱恒医用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产业生物医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鸿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市亚辉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益安康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益心达医学新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尤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宇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越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港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核海得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资福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沃德海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医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长宜科创医药有限公司

沈阳博大精益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沈阳大得医疗器械产品有限公司

沈阳康来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沈阳迈思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尚贤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沈阳盛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新智源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圣光医用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圣美迪诺医疗科技（湖州）有限公司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诗董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施康培医疗科技（武汉）有限公司

施乐辉医用产品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石家庄喜得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鑫尔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石家庄亿生堂医用品有限公司

石家庄元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史密斯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史赛克（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士卓曼（北京）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世纪维祺医疗科技江苏有限公司

世纪亿康（天津）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世诺临床诊断制品（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世英（大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世源科技（嘉兴）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思塔高诊断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斯德润（北京）医疗诊断用品有限公司

斯卡西亚（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斯莱达医疗用品（惠州）有限公司

四川拜阿蒙生物活性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好培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南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普瑞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沃文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四川新健康成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源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松风齿科器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苏州艾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爱得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安密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奥芮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奥特斯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碧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博冠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博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达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东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法兰克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海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和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鸿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汇涵医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嘉乐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均和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康利捷消毒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康铭诚业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莱士输血器材有限公司

苏州朗特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乐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林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灵岩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陆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迈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麦德迅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美迪斯医疗运动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荣世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瑞美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睿研纳米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施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奥健医卫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伦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华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晶乐高分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市立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市麦克林医疗器械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日月星塑胶有限公司

苏州市舒络卫生防护用品厂

苏州市吴中区东方针灸器械厂

苏州市新兴生物磁学研究所

苏州市鑫达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苏州市亚新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市振吴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苏大赛尔免疫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苏南捷迈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天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天平华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天协针灸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微创脊柱创伤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伟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欣荣博尔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苏州新区华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新区景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苏州新区明基高分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新区圣达卫生器材有限公司



苏州易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长光华医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针灸用品有限公司

索思（苏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太信太德生物医学工程（湖南）有限公司

太原市怀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泰尔茂医疗产品（杭州）有限公司

泰尔茂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泰戈斯医疗器械（江苏）有限公司

泰利福医疗器械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泰维康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泰兴市斯美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泰州艾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红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州康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泰州蓝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泰州市百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泰州市博威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泰州市恩良医疗器械设备厂

泰州市高港区复兴医疗器材厂

泰州市海凌超声材料厂

泰州市辉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泰州市精卫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泰州市美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泰州市榕兴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泰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泰州市永宏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泰州中勤世帝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唐山天恩科技有限公司

天臣国际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阿斯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安怀信进出口有限公司

天津德世信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广大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哈娜好医材有限公司

天津海明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和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华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加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晶明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麦迪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美迪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天津欧尔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仁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瑞爱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瑞奇外科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标准生物制剂有限公司

天津市晨洁华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海诺德工贸有限公司

天津市华澳医疗保健有限公司

天津市康利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市赛宁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肾友达医疗设备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塑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天津市泰瑞博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市托福医用原子能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威曼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天津市兴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市秀鹏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亚捷医用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天津市佑昇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市挚信鸿达医疗器械开发有限公司

天津翔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伊腾圣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优外医疗器材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优威医塑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正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中鼎生物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品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中新科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新福（北京）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桐乡市康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万华普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威海华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洁瑞医用制品有限公司

威海世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威高采血耗材有限公司

威海威高富森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威海威高洁丽康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威海威高洁盛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威海威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威高医用材料有限公司

威海西施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维德曼（广东）贸易有限公司

维润赛润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潍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崇阳）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黄冈）有限公司

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沃芬医疗器械商贸（北京）有限公司

无锡傲锐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贝迪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博慧斯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博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无锡顶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无锡东峰怡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无锡华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佳健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健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蓝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锐奇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瑞宁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圣亿科工贸有限公司

无锡时代天使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市江原实业技贸总公司

无锡市九龙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无锡市凯顺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无锡市瑞源普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无锡市尚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市申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无锡市神康医疗器械设备有限公司

无锡市通达医疗电器有限公司

无锡市闻泰百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无锡市宇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无锡威迈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无锡雅冠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无锡泽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道润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吴江市亿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吴江市云龙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武汉澳沐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半边天医疗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德骼拜尔外科植入物有限公司

武汉格林泰克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国灸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武汉华纳联合药业有限公司

武汉华卫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金柏威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金瑞达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武汉菁华时间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康斯泰德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康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克瑞普新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兰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蓝普医品有限公司

武汉礼和弘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武汉麦朗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名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耦合医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塞力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生之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时代珍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武汉市迅舒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天之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维斯第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卫民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伢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佑康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御农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云尚本草医药有限公司

武汉正午阳光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智迅创源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中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中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夷山捷安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西安博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凯棣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康旺抗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力邦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外科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西门子医学诊断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希玛德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希森美康生物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希森美康医用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襄阳文特斯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孝感宏翔生物医械技术有限公司

孝感市亚光医用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协和药业有限公司

欣瑞德（江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古纳斯维药科技有限公司

新疆科蓝双谊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雪莲维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新乡市大方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新乡市宏达卫材有限公司

新乡市华康卫材有限公司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新乡市康贝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新乡市强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新余昊洪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新余市博源生化医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鑫海合星科技（大连）有限公司

星童医疗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宿迁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宿州市瑞普生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徐州康拓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徐州卫材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徐州新洁康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徐州一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徐州奕佳康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旭化成医疗器械（杭州）有限公司

雅培（上海）诊断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雅培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亚克医用制品（北京）有限公司



烟台澳斯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区宝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烟台普罗吉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烟台三得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烟台索娜盟托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烟台万利医用品有限公司

烟台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盐城全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盐城仁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盐城市广照医用品厂

盐城市前卫医疗用品厂

盐城市新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盐城市盐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盐城市滋润医用器材厂

扬州芙莱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华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环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佳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景怡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俊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扬州莱斯特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龙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迈迪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美达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扬州美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明广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扬州强健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扬州强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世纪顺达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安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市峰源医疗器械厂

扬州市华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扬州市华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市吉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市冀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市金环医疗器械厂

扬州市明星医塑器材有限公司

扬州市双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市松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市唐荣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扬州市维阳卫生材料厂

扬州市霞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市鑫康医疗器械厂

扬州市兴业医塑制品厂

扬州市永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市宇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市正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晓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亚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扬州亚申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洋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永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宇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扬州玉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源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中兴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医迈斯电子医疗系统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仪诺康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怡越医疗（广东）有限公司

宜兴吉钧兄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义获嘉伟瓦登特（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益善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华融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科新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特姆（武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英特赛克医疗器械（常州）有限公司

优美爱（中国）有限公司

优尼麦迪克器械（深圳）有限公司

余姚市吉康医疗器械厂

余姚市鑫石石膏制品有限公司

云南昊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湛江安度斯生物有限公司

湛江博康海洋生物有限公司

湛江健力源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湛江市事达实业有限公司

张家港华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龙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神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富康医械制造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航天医疗电器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华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欧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沙工医疗器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春艾迪尔医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长春博德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博迅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圣博玛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长春市慧鑫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市科新生化药械研究所

长春市医用高分子有限公司

长东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长葛市经纬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邦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德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海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长沙康柏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丰康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天齿科器材有限公司



长沙颐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爱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奥奇医用敷料有限公司

浙江保尔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贝加尔卫生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辰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达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东瓯诊断产品有限公司

浙江伏尔特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福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格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拱东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广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海圣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简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金华星期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康康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康力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康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康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康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蓝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朗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灵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隆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欧贝特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欧健保灵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欧健医用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日盛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润强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三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善仁医疗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善时生物药械（商丘）有限公司

浙江省淳安县人和医疗用品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华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舒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舒友仪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苏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天松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新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迅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亚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一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医鼎医用敷料有限公司

浙江亿联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玉升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誉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卓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振德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镇江高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镇江华扬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镇江康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镇江市许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正元盛邦（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爱博尔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郑州安图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迪奥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郑州和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郑州凯斯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郑州康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郑州康金瑞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郑州康宜健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克夫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迈时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郑州人福博赛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郑州万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州正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芝麻开花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中加百康（福建）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高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澳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创艺生化工程有限公司

中山市瑞隆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中山市生科试剂仪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天洋电子生物传感器有限公司

中山市智达合众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英阿诺康（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百笑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半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博恩富克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博士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大清医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鼎润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富沃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重庆海扶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华伦弘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华伦弘力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华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重庆惠森驰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重庆京因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联佰博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重庆迈科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尚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赵氏雷火灸传统医药研究所

重庆天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先锋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壹佳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永通信息工程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中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珠海迪尔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珠海福尼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珠海华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凯迪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科域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丽禾医疗诊断产品有限公司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尼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市司迈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原妙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创奇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淄博恒智威通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淄博宏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