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采购目录耗材名称 成交供应商 成交耗材名称

1 生物可吸收冠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 上海昊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生物可吸收冠状动脉雷帕霉素洗脱支架系统

2 经导管人工主动脉瓣膜置换系统—主动脉瓣膜 上海柏耿科技有限公司 经导管人工主动脉瓣膜置换系统—主动脉瓣膜

3
经导管人工主动脉瓣膜置换系统-主动脉瓣可

回收输送系统
上海柏耿科技有限公司

经导管人工主动脉瓣膜置换系统-主动脉瓣可回
收输送系统

4 左心耳封堵器系统 上海丰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左心耳封堵器系统

5 左心耳封堵器系统输送器 上海丰树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左心耳封堵器系统输送器

6 静脉腔内射频闭合治疗系统

7 神经监护气管插管
1.杭州鼎伦贸易有限公司

2.江苏京泰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神经监护气管插管

8 刺激探头/一次性神经探头 杭州鼎伦贸易有限公司 刺激探头

9 神经外科微血管减压垫片 杭州贝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神经外科微血管减压垫片

10 一次性脉冲冲洗引流器
1.浙江九州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上海逸慷贸易商行
1.一次性脉冲冲洗引流器

2.一次性使用创口脉冲冲洗系统

11 双极射频手术刀头/等离子体多功能手术刀头 杭州鑫喆康商贸有限公司 双极射频手术刀头

12
一次性射频等离子手术电极/等离子体多功能

手术刀头
杭州鑫喆康商贸有限公司 一次性射频等离子手术电极

13 一次性使用刨削刀头 杭州康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刨削刀头

14 一次性使用聚乙烯醇泡沫护创材料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一次性使用聚乙烯醇泡沫护创材料

15 一次性微波消融导管 杭州辅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微波消融导管

16 医用透明质酸钠润滑剂 中鑫广汇医疗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医用透明质酸钠润滑剂

17 无托槽隐形牙颌畸形矫治器
1.杭州璨诺贸易有限公司

2.杭州拉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定制式正畸矫治器/定制式正畸矫治器/定制式
隐形正畸矫治器

2.定制式保持器/定制式矫治器

18 正畸托槽 杭州德裕万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正畸托槽

19 陶瓷托槽 杭州德裕万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陶瓷托槽

20 拔牙刀 杭州黎雪汉瑞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拔牙刀

21 氢氟酸凝胶 杭州黎雪汉瑞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氢氟酸凝胶

22 牙科成形片及配套工具 杭州黎雪汉瑞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牙科成形片及配套工具

23 骨填充材料 杭州黎雪汉瑞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骨填充材料

24 正畸支抗钉 杭州黎雪汉瑞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正畸支抗钉

25 根管充填及修复材料 杭州黎雪汉瑞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根管充填及修复材料

26 根管充填及修复材料 杭州黎雪汉瑞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根管充填及修复材料

27 胶质银止血明胶海绵 杭州黎雪汉瑞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胶质银止血明胶海绵

28 双固化树脂粘接材料 杭州黎雪汉瑞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双固化树脂粘接材料

29 一次性无菌针灸针（圆利针） 杭州德裕万邦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一次性无菌针灸针

30 穴位压力刺激贴 杭州明日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穴位压力刺激贴

31 射频热凝电极套管针 杭州壶世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射频热凝电极套管针

32 真菌药敏板 杭州艾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菌药敏板

33 一次性使用高压注射器针筒及附件 杭州威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高压注射器针筒及附件

34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 上海宽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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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 上海宽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高压造影注射器及附件

36 静脉输液过滤器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分公司
一次性使用连接管

37 医用棉片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医用脑棉片

38 半导体激光手术系统 Ceralas HPD(光纤) 杭州千生汇科技有限公司 半导体激光手术系统 Ceralas HPD(光纤)

39 关节镜刨削手机及附件 无 无

40 超声治疗固定贴 杭州嘉栋科技有限公司 超声治疗固定贴

41 一次性使用穿刺针套件 杭州道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穿刺针套件

42 支气管内活瓣 杭州麦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支气管内活瓣

43 肺叶通气功能检查仪专用导管及接头 杭州麦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肺叶通气功能检查仪专用导管及接头

44 一次性无菌关节刨刀 杭州深策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无菌关节刨刀

45 一次性无菌关节刨刀 杭州深策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无菌关节刨刀

46 一次性无菌关节钻头 杭州深策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无菌关节钻头

47 一次性无菌关节钻头 杭州深策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无菌关节钻头

48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一次性使用无菌导尿管

49 人工耳蜗植入体 上海新颂伦科学仪器有限公司 人工耳蜗植入体

50
艰难梭菌谷氨酸脱氢酶抗原及毒素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层析法）
杭州奇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艰难梭菌谷氨酸脱氢酶抗原及毒素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层析法）

51
结核分枝杆菌IgG/IgM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

法)
杭州振鹭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结核分枝杆菌IgG/IgM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
法)

52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抗体测定试剂盒（磁微

粒化学发光法）
杭州默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抗体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法）

53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测定试剂盒（磁微粒

化学发光法）
杭州默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
学发光法）

54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微粒

子免疫检测法）
杭州默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丙型肝炎病毒抗体测定试剂盒（化学发光微粒子
免疫检测法）

55
梅毒螺旋体抗体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法）
杭州默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梅毒螺旋体抗体测定试剂盒（磁微粒化学发光
法）

56 核酸提取试剂盒(磁珠法) 杭州庄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盒(磁珠法)

57 核酸提取试剂 杭州淇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58
新型冠状病毒核糖核酸(2019-Ncov RNA)液体

室内质控品
杭州精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核酸非定值质控品

59 10ul滤芯吸头 杭州益航贸易有限公司 10ul滤芯吸头

60 10ul盒装滤芯灭菌，加长 杭州益航贸易有限公司 10ul盒装滤芯灭菌，加长

107 AU生化分析系统专用试剂-电解质参比液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AU生化分析系统专用试剂-电解质参比液

108 AU生化分析系统专用试剂-电解质内标液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AU生化分析系统专用试剂-电解质内标液

109 缓冲液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缓冲液

110 葡萄糖测定试剂盒（已糖激酶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葡萄糖测定试剂盒（已糖激酶法）

111 尿酸测定试剂盒(尿酸酶-过氧化物酶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尿酸测定试剂盒(尿酸酶-过氧化物酶法)

112 肌酐测定试剂盒(肌氨酸氧化酶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肌酐测定试剂盒(肌氨酸氧化酶法)

113 尿素测定试剂盒(尿素酶-谷氨酸脱氢酶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尿素测定试剂盒(尿素酶-谷氨酸脱氢酶法)

114 钙测定试剂盒（偶氮砷III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钙测定试剂盒（偶氮砷III法）

115 磷测定试剂盒(磷钼酸盐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磷测定试剂盒(磷钼酸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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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总蛋白测定试剂盒（双缩脲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总蛋白测定试剂盒（双缩脲法）

117 白蛋白测定试剂盒（溴甲酚绿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白蛋白测定试剂盒（溴甲酚绿法）

118 总胆红素测定试剂盒(重氮盐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总胆红素测定试剂盒(重氮盐法)

119 直接胆红素测定试剂盒(重氮盐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直接胆红素测定试剂盒(重氮盐法)

120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MDH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MDH法）

121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乳酸脱氢酶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乳酸脱氢酶法)

122 甘油三酯测定试剂盒(GPO-POD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甘油三酯测定试剂盒(GPO-POD法)

123 总胆固醇测定试剂盒（酶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总胆固醇测定试剂盒（酶法）

124 高密度脂蛋白测定试剂盒（直接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高密度脂蛋白测定试剂盒（直接法）

125 低密度脂蛋白测定试剂盒（直接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低密度脂蛋白测定试剂盒（直接法）

126 总胆汁酸测定试剂盒(酶循环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总胆汁酸测定试剂盒(酶循环法)

127 前白蛋白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前白蛋白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128 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试剂盒(酶循环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同型半胱氨酸测定试剂盒(酶循环法)

129 肌酸激酶测定试剂盒(酶偶联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肌酸激酶测定试剂盒(酶偶联法)

130 α-淀粉酶测定试剂盒（PNP-G7底物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α-淀粉酶测定试剂盒（PNP-G7底物法）

131 肌酸激酶同工酶测定试剂盒(免疫抑制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肌酸激酶同工酶测定试剂盒(免疫抑制法)

132 胱抑素C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胱抑素C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133 脂肪酶测定试剂盒(色原底物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脂肪酶测定试剂盒(色原底物法)

134 镁测定试剂盒（二甲苯胺蓝法）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镁测定试剂盒（二甲苯胺蓝法）

135 AU生化分析系统专用试剂--清洗液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器材化剂分公司 AU生化分析系统专用试剂--清洗液

136
甘氨酰脯氨酸二肽氨基肽酶测定试剂盒（连续

监测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甘氨酰脯氨酸二肽氨基肽酶测定试剂盒（连续监
测法）

137 亮氨酸氨肽酶测定试剂盒（连续监测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亮氨酸氨肽酶测定试剂盒(L-亮氨酰-p-硝基苯胺

底物法)

138 唾液酸测定试剂盒（酶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唾液酸测定试剂盒（酶法）

139
碱性磷酸酶测定试剂盒(NPP底物-AMP缓冲液

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碱性磷酸酶测定试剂盒(NPP底物-AMP缓冲液法)

140 γ-谷氨酰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GCANA底物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γ-谷氨酰基转移酶测定试剂盒(GCANA底物法)

141
胆碱酯酶测定试剂盒(丁酰硫代胆碱底物/连续

监测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胆碱酯酶测定试剂盒(丁酰硫代胆碱底物法)

142 载脂蛋白A1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载脂蛋白A1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143 载脂蛋白B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载脂蛋白B测定试剂盒(免疫比浊法)

144
乳酸脱氢酶测定试剂盒(乳酸底物/连续监测

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乳酸脱氢酶测定试剂盒（乳酸底物法）

145 腺苷脱氨酶测定试剂盒(过氧化物酶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腺苷脱氨酶测定试剂盒(过氧化物酶法)

146 a-L-岩藻糖苷酶测定试剂盒(连续监测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a-L-岩藻糖苷酶测定试剂盒(连续监测法)

147 脂蛋白(a)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杭州迈德瑞医疗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 脂蛋白(a)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免疫比浊法)

148 氨测定试剂盒（谷氨酸脱氢酶法） 浙江海尔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氨(AMM)测定试剂盒(谷氨酸脱氢酶法)

149
脑脊液/尿液总蛋白测定试剂盒（邻苯三酚红

钼法）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脑脊液/尿液总蛋白测定试剂盒（邻苯三酚红钼
法）

150
血清淀粉样蛋白A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免疫

比浊法）
杭州百善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血清淀粉样蛋白A测定试剂盒（胶乳增强免疫比
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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