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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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麦德安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 
山东新华新华牌过氧化氢低温等离子体灭菌器 200 过氧化氢卡匣 

2 
杭州爱普医疗器械股份有限

公司 
杭州爱普非吸收性外科缝线、带线缝合针 

3 上海元午季贸易商行 上海朵力脊柱前路内固定系统颈椎钉板 

4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

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塑料血袋、人体动脉血样采集器、山东威高聚六亚甲双胍手部消毒液 

5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新乡华西医用绷带、医用凡士林纱布 

6 重庆翰林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济南润视泪道再通管及配套用品 

7 重庆前茂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上海全安经皮扩张气管切开管套件 

8 重庆鑫和华合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爱源负压引流管路 

9 
成都博仑医疗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德国 DMG 临时冠桥等、德国实龙博姆电动力系统、韩国 SNUCONE 基台及配件、

韩国 SURGIDENT 上颌窦提升器等、杭州维瓦牙齿漂白剂、杭州一牙数字口腔正畸

矫治器、江苏创英定位螺丝、江阴高峰种植全程导板工包、美国派丽登临时冠桥树

脂等、、瑞士义获双固化树脂粘接材料等、上海埃蒙迪不锈钢正畸丝等、上海沪鸽

弹性体印模材料、麦迪康吸唾管等、深圳倍康美种植牙全程手术导板、沈阳圣劳海

藻酸钠口腔用水凝胶等、天津加发牙胶尖、以色列 AlphaBio 牙科基台等口腔类耗材 

10 重庆朝旭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美国 SS 车针、澳大利亚 MRC 矫正器、北京大清同种异体骨修复材料、北京实德隆

纤维桩、常熟尚齿玻璃离子体水门汀、德国 DMG 光固化垫底材料等、东莞立港口

腔涂药棒等、法国 TRD 石英纤维夹板、高露洁多乐氟氟化钠护齿剂、韩国美格真

EZ 印模帽等、韩国美塔非金属正畸托槽、韩国新兴儿童牙冠、杭州西湖牙釉质粘

合树脂、贺利氏古莎齿科酸蚀剂等、黄骅康田消毒刷、江苏托博正畸橡皮圈、金华

创新陶瓷托槽、昆山日进齿科糊剂型牙科 EDTA 根管润滑等、美国 3M 玻璃离子水

门汀等、美国 Kerr 成形片等、美国 U.P 排龈线、美国登士柏根管修复材料等、日本

而至光固化正畸粘接用水门汀、日本可乐丽牙科树脂粘合剂 、日本马尼钢质机用

根管器械等、日进齿科硅橡胶印模材料等、瑞典 Nobel 复合基台替代体等、瑞士

EMS 电动力系统、瑞士 Produits 研磨材料 、瑞士登士柏拔髓针等、山东新华冲洗

针等、上海齿科玻璃离子体水门汀等、上海二医齿科咬合纸等、上海康桥成形片

等、上海荣祥齿科氧化锌丁香酚水门汀、上海双申颅颌骨内固定螺钉等、上海新世

纪造牙树脂、深圳速航根管锉、石家庄鑫尔乐牙用镊等、四川眉山牙科模型石膏

等、苏州康力金属接骨螺钉、天津达雅鼎吸潮纸尖等、天津登士柏牙根管塞尖、无

锡托博正畸丝、武汉彩芝堂多聚甲醛干髓材料、无砷失活抑菌材料、武汉高登根管

润滑剂、武汉弘基拔牙刀等、武汉朗力根管润滑剂等、朗逸 PEX 抑菌糊剂等、武

汉伢典龋齿微创祛腐凝胶、咸阳西北正畸弹簧等、意大利金玛克齿科藻酸盐印模材

料、英国 AJW 正畸丝、长沙天天垂直距离测量尺等、浙江普特正畸托槽等口腔类

耗材 

11 重庆捷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深圳迈普颅颌面修补系统 

12 
重庆市靖佳齿科技术有限公

司 
重庆靖佳齿科定制式固定义齿、定制式活动义齿 



13 重庆康迈商贸有限公司 
瑞士 Sythes 磷酸三钙人工骨、可吸收固定系统、颅颌面接骨板、颅颌面外科内固定

系统、颅颌面用接骨螺钉、锁定接骨螺钉等口腔类耗材 

14 
重庆迈世通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美国 Synovis 微血管吻合装置、天津华融科创止血夹等口腔类耗材 

15 重庆态美齿科研究所 重庆态美齿科定制式固定义齿、定制式活动义齿 

16 
重庆益尔斯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 
深圳普天阳骨科定位片、种植用手术导板 

17 
安平县飞宇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安平飞宇腹带、四肢约束带、侧翻身垫、安平明沃前臂吊带等 

18 重庆艾琳针纺织品有限公司 重庆艾琳多头腹带 

19 
重庆利福华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义乌富蓝医用护理水垫 

20 
北京惠慈假肢医疗用品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美国冰岛颈部固定器 

21 重庆棉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新津事丰枕套 

22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兰丁巴氏染色液、细胞保存液、硫堇染色液 

23 重庆海仁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法国金宝血液透析滤过器及配套管路、温控仪用输液延长管 

24 
重庆焕燃大数据科技有限公

司 

武汉中帜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核酸检测试剂盒、七项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检测试

剂盒、三项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等，上海仁度解脲脲原体（UU）核酸检测

试剂盒、淋病奈瑟菌(NG)核酸检测试剂盒、沙眼衣原体(CT)核酸检测试剂盒等，深

圳泰乐德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 677C、T 检测试剂盒，杭州艾森 CD3、CD8、

CD45、CD4 检测试剂盒 

25 
国药集团重庆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美国泰维康乳房活检系统、南京微创高频切开刀、深圳惠泰可控射频消融电极导管 

26 成都威睿特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瑞声达瑞声达助听器 

27 济南博沐贸易有限公司 济南太平洋康泰取卵器、移植管 

28 上海骏进实业有限公司 日本印刷热升华打印纸 

29 
深圳市中元宜和医疗仪器有

限公司 
丹麦 sparMED 胚胎实验室专用清洁剂 

30 重庆市迅奇志科技有限公司 英国 AMITY 泡沫型预处理保湿清洗剂 

31 
重庆新开源彤乐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武汉康录人类 ALK 基因融合检测探针（荧光原位杂交法） 

32 
重庆威瑞力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兰州兰飞人工机械心脏瓣膜 

33 
湖北益方达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深圳益心达桡动脉鞘套装 

34 
长沙市康旭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上海加奇颅内可电解脱弹簧圈 

35 重庆博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贝斯特麻醉呼吸管路 



36 重庆德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重庆德川腹腔镜穿刺器套装、胸腔穿刺器 

37 
重庆联发医疗消毒用品有限

公司 
瑞泰奇等渗液 

38 重庆联兴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银河巴马硬膜修复材料 

39 重庆僖端科贸有限公司 湖南瀚德超声刀具 

40 重庆医药新特药品有限公司 山东威高脊柱内固定系统 

41 重庆梵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驼人视频喉镜片 

42 
重庆伊仕通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景仁麻醉可视喉镜片 

43 重庆永锐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广州名加麻醉面罩 

44 重庆展鹏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菲特脐带夹  

45 重庆市宜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灵洋喉镜片 

46 重庆续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广州维力麻醉面罩、呼吸管路，盐城滋润麻醉用针 

47 
国药控股重庆泰民医药有限

公司 

天津瑞奇吻合器及钉仓、上海怡新输注泵、上海骁博医用诱导骨基质、上海创领植

入式心脏起搏器（含电极）、美国美敦力药物洗脱冠脉支架系统、指引导管等、冠

昊生物硬脑（脊）膜补片、康维德泡沫敷料等 

48 
重庆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江苏风和腹腔镜用穿刺器及穿刺套管 

49 
重庆医药和平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新津事丰医用皮肤表面缝合器、烟台正海口腔修复膜、江苏天邦可调式气管导管、

上海浦卫金属骨针、南宁腾科手术衣及可重复用手术单 

50 广州超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杭州启明经皮介入人工心脏瓣膜系统 

51 广州市中誉仪器有限公司 QSP 枪头、南京爱贝精斑保存卡、sarstedt 冷冻标记笔等 

52 重庆昂迪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西山菌骨钻、针、关节刨刀、菌骨锯片、江苏邦士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

等 

53 重庆毕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美国百特腹透导管及附件、腹膜透析机管路 

54 重庆富卓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北京同昕 EB 病毒 Rta 蛋白抗体 IgG 检测试剂、EB 病毒衣壳抗原(VCA)IgA 抗体检

测试剂、EB 病毒早期抗原（EA）IgA 抗体检测试剂 

55 重庆涵康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昱邦留置引流导管 

56 
重庆金锦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常州乐奥球囊扩张导管 

57 重庆普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江苏邦士双极射频等离子体手术电极、重庆西山无菌磨钻头、无菌眼耳鼻喉刨刀、

鼻钻头 

58 重庆沃庆商贸有限公司 美国巴德 PTCA 球囊扩张导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