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用耗材供应商初审合格供应商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产品系列与生产厂家 

1 重庆齐仁盛实业有限公司 美敦力快速球囊扩张导管、指引导管、压力泵装置、血管内抽吸导管等 

2 北京诚天硕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美敦力植入式心脏起搏器 

3 广州尊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丹麦 Vitrolife 精子梯度分离液（即用型） 

4 
国药控股重庆泰民医药有限

公司 

美国强生三维诊断超声导管、髋臼杯系统/江苏普瑞德包皮切割吻合器/美国柯惠端

端吻合器、可吸收结扎夹与可重复使用单发施夹钳、内镜用切割吻合器及钉匣 

5 杭州浩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 T 型细胞培养基/杭州浩仁显微镜载玻片 

6 上海灿箔科贸有限公司 美国波科延长导管 

7 上海元午季贸易商行 美国 Microport 人工膝关节系统及组件 

8 
上药康德乐（重庆）医药有

限公司 

长春市罡恒腹腔镜缝合器 /深圳市升昊右股动脉电子压迫止血器 /厦门艾德人类

KRAS/NRAS/B-RAF 基因突变联合检测试剂/大博医疗金属锁定接骨板系统/金属解

剖型接骨板/金属骨针/外固定支架等/上海上医康鸽输卵管导管及附件/美国麦瑞通微

导管 

9 
四川嘉事馨顺和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美国雅培导引鞘管、房间隔穿刺鞘 

10 重庆安通医药有限公司 
日本秋田住友皱襞式引流管/江苏三联 12 项肿瘤标志物检测试剂盒/北京奥精人工骨

修复材料(颅瑞) 

11 重庆保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美国强生防粘连膜 

12 重庆比力思科技有限公司 费雪派克鼻塞、呼吸管路等 

13 重庆诚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维力 T 型胆道引流管、无菌菌状头导尿管 

14 重庆德达优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荣盛丙型肝炎病毒核心抗原检测试剂盒 

15 重庆登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美国柯惠外周自膨式支架系统 

16 重庆鼎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尼科脑血栓取出装置/赛诺医疗颅内球囊扩张导管/美国波科可扭转微导管 

17 
重庆嘉事臻跃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深圳金瑞凯利药物支架系统 

18 重庆杰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美国戈尔腹主动脉覆膜血管内支架系统 

19 
重庆九州合康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郑州迪奥经皮肝穿刺引流管/江苏迪沃生物愈创海绵/美国柯惠非吸收性聚酯缝线、

可吸收性外科缝线/英国施乐辉泡沫敷料、透明敷料 



20 
重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美国巴德输液港型中心静脉导管及附件/常州礼乐肢体压力套 

21 重庆科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中翰盛泰 C 反应蛋白测定试剂盒 

22 
重庆联发医疗消毒用品有限

公司 
麦迪康检查手套（丁腈） 

23 重庆迈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纽迪希亚肠内营养输注器 

24 
重庆迈世通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山东健泽医用射线防护喷剂 

25 重庆棉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稳健外科纱布敷料、洞巾组合包 

26 重庆欧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台湾硕晨膨胀止血海绵 

27 重庆赛邦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三泰活玉浅表创面贴敷敷料 

28 
重庆三峡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 
江苏鱼跃玻璃体温计 

29 重庆山乾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康基套管穿刺器 

30 重庆双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江扬胃管 

31 
重庆新利普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美国血液技术凝血激活检测试剂盒/英国奥森多抗人球蛋白 (IgG,C3b/C3d) 检测卡、

ABO/Rh 血型复检卡 

32 
重庆医药和平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美国 Penumbra 血栓抽吸导管系统/美国 EV3 支持导管、PTA 球囊导管等/广州百合

动脉压力传感器/南京一正集尿袋/广州维力热湿交换过滤器/深圳益心达体温探头/美

国强生超声刀手柄//美国强生缝线系列、可吸收血流体明胶、电动腔镜直线型切割

吻合器和钉仓、可吸收再生氧化纤维素/南京微创分支型主动脉覆膜支架及输运系统

/北京市普惠人工生物心脏瓣膜/烟台正海生物膜（海奥）/深圳柯尼达医用干式胶片/

重庆世纪湿化鼻氧管/丹麦康乐保水胶体敷料/珠海健帆血液灌流器 

33 重庆医药互诚科技有限公司 德国贝朗无针输液接头 

34 重庆普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扬州双菱洗疮器/山东新华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 1 小时极速生物指示剂/杭州

英肯压力蒸汽灭菌包内化学指示卡、压力蒸汽灭菌批量挑战测试包/佛山特种经外周

穿刺中心静脉导管 

35 
重庆医药集团药销医药有限

公司 
昆明贝泰妮透明质酸修护贴敷料、透明质酸修复生物膜 

36 
重庆医药上海药品销售有限

责任公司 
浙江善时压力传感器 

37 
重庆致新医疗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美国康蒂思直头交换导丝 

38 重庆卓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德国莱凯导丝、输尿管导引鞘/美国 3M 速干手消毒剂便携装、医用防护口罩、医用

防护服、护目镜等 

39 珠海丽珠试剂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丽珠丙肝抗体双抗原夹心法检测试剂 



40 
重庆市圣焱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上海昊海/其胜医用透明质酸钠凝胶 

41 
北京世纪方舟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 
杭州微策血糖试纸/无锡源博加样针 

42 湖北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国 IrivinZ 透明质酸酶溶液 

43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引流袋、中心静脉导管辅助包/韩国 WONBIOGEN 聚氨酯泡沫敷料 

44 上海五方和实业有限公司 美国 EV3 血流重建装置 

45 
重庆艾尔博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美国 Intuitive Surgical 内窥镜手术器械、无源器械和附件、无菌保护套、臂罩等 

46 
重庆艾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西赛基人 Th1/Th2/Th17 亚群检测试剂盒/美国西雅图颈动脉斑块分析软件 

47 重庆九龙消杀研究所 
阿根廷 ERRAGENE 蒸汽灭菌快速生物指示剂/江苏卫护台布、包布、手术衣、隔离

衣、刷手衣裤、手术洞巾、内镜消毒检查台干燥垫等 

48 重庆圣和源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迈瑞血细胞分析、湖北德立森液基细胞超薄制片机、瑞士 SIAS 全自动加样

机、郑州安图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珠海丽拓液基细胞自动制片系统、深圳新产业

全自动化学发光测定仪、日本爱科来糖化血红蛋白分析仪等相关产品 

49 重庆七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百赛采样器 

50 重庆瑞科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苏州杰成介入人工生物心脏瓣膜 

51 重庆市迈朗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耦合微创筋膜缝合（闭合）器/上海英诺伟多通道单孔腹腔穿刺器 

52 海口瑞诚鑫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伏尔特精密过滤输液器 

53 
重庆鳌鼎协鑫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德国医疗乳房软组织加强补片 

54 重庆宏阳医药有限公司 合肥达米气管插管固定器 

55 
重庆金锦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常州乐奥乳头括约肌切开刀、导丝、取石球囊、取石网篮 

56 重庆斯络瑞科技有限公司 荷兰 Mentor 人工乳房植入体 

57 
重庆威力保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重庆威力保真菌荧光染色液 

58 重庆阳康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佰仁瓣膜成型环 

59 
国药集团重庆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美国血液技术抗凝管路、血细胞分离器/南京微创斑马导丝、鼻胆引流管、扩张球

囊、取石球囊、取石网篮、乳头括约肌切开刀 

60 
南京亿高微波系统工程有限

公司 
南京亿高微波消融针 

61 
苏州市亚新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苏州亚新胸腔引流瓶 



62 重庆毕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维力微创扩张引流套件、输尿管球囊扩张导管套件、/江苏风和腹腔镜用穿刺器

及穿刺套管/西安外科医学等离子体多功能手术刀头/沈阳盛实一体式双通道膀胱镜

导管 

63 重庆诚自达科贸有限公司 湖南埃普特 PTCA 球囊导管、导引导管、导引延伸导管、微导管、导引导丝 

64 重庆德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武汉金柏威双极滴水电凝镊、消融电极（外科术中止血装置） 

65 
重庆和兴佳视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瑞士 STAAR 中心孔后房屈光型人工晶状体 

66 
重庆及壹泉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 
荷兰 Sanquin 人不规则抗体检测用 3%红细胞试剂盒 

67 重庆克萨科贸有限公司 雅培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传感器套装 

68 重庆世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天津正天脊柱固定系统/椎间融合器等 

69 
重庆市巨凯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南京微创高频切开刀 

70 重庆同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博锐德精浆弹性蛋白酶定量测定试剂盒、精浆果糖定量测定试剂盒、精浆柠檬

酸定量测定试剂盒、精浆锌定量测定试剂盒、精子染色试剂盒等 

71 重庆续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盐城市诺澜麻醉用针 

72 重庆智普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施莱皮肤试敏点刺针 

73 
重庆伊仕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ArgonMedical 穿刺系统/瑞士 REGEN 富血小板血浆（PRP）制备用套装 

74 国药控股重庆有限公司 美国美涤威瑞赛得牌可重复使用过氧乙酸 

75 重庆亨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航天卡迪腹腔软器械鞘管 

76 重庆恒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州朗开定位导线/湖南朗开活检套装 

77 
重庆兰博卫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 
德国徕卡 DAB 染色液/清洗液/免疫组化抗原修复缓冲液/酶修复液/稀释液/脱蜡液等 

78 
重庆市宏源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美国美敦力手术电极/神经刺激探头 

79 重庆兆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西安康拓 PEEK 颅骨固定系统 

80 重庆茵斯派尔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康友无菌微波消融针/苏州立普穿刺针及附件 

81 重庆富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上医康鸽胸腔闭式引流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