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型 生产厂家 联系方式

1 防护服 四川友邦企业有限公司 潘婷婷15008411595

2 防护服 河南新飘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崔刚付13643902010

3 防护服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4 防护服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任泽民15763208979

5 防护服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全海13181937374

6 防护服 四川友邦企业有限公司 潘婷婷15008411595

7 防护服 河南新飘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崔刚付13643902010

8 防护服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9 防护服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任泽民15763208979

10 防护服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全海13181937374

11 防护面罩 新疆乐贝尔贸易有限公司 黄宸希18129460093

12 防护面罩 新疆乐贝尔贸易有限公司 黄宸希18129460093

13 口罩 新乡市宏达卫材有限公司 刘国志13613900796

14 口罩 新乡市宏达卫材有限公司 刘国志13613900796

15 口罩 新乡市宏达卫材有限公司 刘国志13613900796

16 口罩 新乡市华康卫材有限公司 赵念鑫15516596444

17 口罩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18 口罩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19 口罩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20 口罩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21 口罩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22 口罩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23 口罩 海宁爱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汪大海13506731500

24 口罩 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兰林13511759997

25 口罩 四川友邦企业有限公司 潘婷婷15008411595

26 口罩 四川友邦企业有限公司 潘婷婷15008411595

27 口罩 宁波市康家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雪晶13777941326

28 口罩 宁波市康家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雪晶13777941326

29 口罩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30 口罩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31 口罩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32 口罩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33 口罩 北京中北博健科贸有限公司 秦永亮13911660372

34 口罩 四川友邦企业有限公司 潘婷婷15008411595

35 口罩 长东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宋强13100656025

36 口罩 广东必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谢罗生13790160259

37 口罩 广东必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谢罗生13790160259

38 口罩 合肥美迪普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郭飘飘18955111567

39 口罩 河南新飘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崔刚付13643902010

40 口罩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41 口罩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42 口罩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43 口罩 河南亚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赵彦民15136133446

44 口罩 河南亚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赵彦民15136133446

45 口罩 苏州市奥健医卫用品有限公司 俞雪炯13358002261

46 口罩 苏州市奥健医卫用品有限公司 俞雪炯13358002261

47 口罩 无锡市恒通医药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黄焕斌13814219996

48 口罩 武汉翔裕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张荣15327264486

49 口罩 扬州市邗江东方医械厂 郑久海13952783589



50 口罩 扬州亚申科技有限公司 耿勇18952562918

51 口罩 宜昌奥美医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韩博文15549291818

52 口罩 江苏荣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凯18115939399

53 口罩 江苏荣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凯18115939399

54 口罩 江苏省永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顾松康13805277696

55 口罩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任泽民15763208979

56 口罩 四川友邦企业有限公司 潘婷婷15008411595

57 口罩 四川友邦企业有限公司 潘婷婷15008411595

58 口罩 四川友邦企业有限公司 潘婷婷15008411595

59 口罩 广东必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谢罗生13790160259

60 口罩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61 口罩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62 口罩 河南亚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赵彦民15136133446

63 口罩 无锡市恒通医药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黄焕斌13814219996

64 口罩 扬州亚申科技有限公司 耿勇18952562918

65 口罩 江苏荣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凯18115939399

66 口罩 江苏省永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顾松康13805277696

67 口罩 新乡市宏达卫材有限公司 刘国志13613900796

68 口罩 新乡市华康卫材有限公司 赵念鑫15516596444

69 口罩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70 口罩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71 口罩 海宁爱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汪大海13506731500

72 口罩 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兰林13511759997

73 口罩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新花18908433917

74 口罩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崔刚付15893891233

75 口罩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崔刚付15893891233

76 口罩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全海13181937374

77 口罩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全海13181937374

78 口罩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秀海13569848019

79 口罩 河南省豫北卫材有限公司 刘涛13429378111

80 口罩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新花18908433917

81 口罩 常州市莱洁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张洪军13813552787

82 口罩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崔刚付15893891233

83 口罩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崔刚付15893891233

84 口罩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崔刚付15893891233

85 口罩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崔刚付15893891233

86 口罩 河南省戈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赵念鑫15516596444

87 口罩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全海13181937374

88 口罩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全海13181937374

89 口罩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秀海13569848019

90 口罩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秀海13569848019

91 口罩 河南省宇安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张国胜13972307972

92 口罩 河南省豫北卫材有限公司 刘涛13429378111

93 口罩 长东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宋强13100656025

94 口罩 广东必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谢罗生13790160259

95 口罩 合肥美迪普医疗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郭飘飘18955111567

96 口罩 河南新飘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崔刚付13643902010

97 口罩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98 口罩 河南亚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赵彦民15136133446

99 口罩 苏州市奥健医卫用品有限公司 俞雪炯13358002261



100 口罩 苏州市奥健医卫用品有限公司 俞雪炯13358002261

101 口罩 武汉翔裕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张荣15327264486

102 口罩 扬州市邗江东方医械厂 郑久海13952783589

103 口罩 宜昌奥美医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韩博文15549291818

104 口罩 江苏荣业科技有限公司 王凯18115939399

105 口罩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任泽民15763208979

106 口罩 新乡市宏达卫材有限公司 刘国志13613900796

107 口罩 新乡市宏达卫材有限公司 刘国志13613900796

108 口罩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109 口罩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110 口罩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111 口罩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112 口罩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新花18908433917

113 口罩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新花18908433917

114 口罩 常州市莱洁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张洪军13813552787

115 口罩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崔刚付15893891233

116 口罩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崔刚付15893891233

117 口罩 河南省戈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赵念鑫15516596444

118 口罩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秀海13569848019

119 口罩 河南省宇安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张国胜13972307972

120 口罩 宁波市康家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雪晶13777941326

121 口罩 宁波市康家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雪晶13777941326

122 口罩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123 口罩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124 口罩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125 口罩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126 口罩 北京中北博健科贸有限公司 秦永亮13911660372

127 手术衣 新乡市大方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李天燕13503802847

128 手术衣 新乡市宏达卫材有限公司 刘国志13613900796

129 手术衣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130 手术衣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131 手术衣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132 手术衣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新花18908433917

133 手术衣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崔刚付15893891233

134 手术衣 河南省安邦卫材有限公司 吕雪姣13462355875

135 手术衣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全海13181937374

136 手术衣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秀海13569848019

137 手术衣 杭州浦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顾奕萍18606750280

138 手术衣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139 手术衣 世源科技(嘉兴)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施滢13957374784

140 手术衣 苏州市奥健医卫用品有限公司 俞雪炯13358002261

141 手术衣 无锡市恒通医药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黄焕斌13814219996

142 手术衣 武汉翔裕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张荣15327264486

143 手术衣 新乡市大方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李天燕13503802847

144 手术衣 新乡市宏达卫材有限公司 刘国志13613900796

145 手术衣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146 手术衣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147 手术衣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148 手术衣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新花18908433917

149 手术衣 河南飘安集团有限公司 崔刚付15893891233



150 手术衣 河南省安邦卫材有限公司 吕雪姣13462355875

151 手术衣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全海13181937374

152 手术衣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秀海13569848019

153 手术衣 河南省豫北卫材有限公司 刘涛13429378111

154 手术衣 宁波市康家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雪晶13777941326

155 手术衣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156 手术衣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157 手术衣 北京中北博健科贸有限公司 秦永亮13911660372

158 手术衣 河南省豫北卫材有限公司 刘涛13429378111

159 手术衣 宁波市康家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阮雪晶13777941326

160 手术衣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161 手术衣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162 手术衣 北京中北博健科贸有限公司 秦永亮13911660372

163 手术衣 杭州浦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顾奕萍18606750280

164 手术衣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165 手术衣 世源科技(嘉兴)医疗电子有限公司 施滢13957374784

166 手术衣 苏州市奥健医卫用品有限公司 俞雪炯13358002261

167 手术衣 无锡市恒通医药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黄焕斌13814219996

168 手术衣 武汉翔裕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张荣15327264486

169 手套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任泽民15763208979

170 手套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任泽民15763208979

171 手套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任泽民15763208979

172 手套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173 手套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174 手套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175 手套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176 手套 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兰林13511759997

177 手套 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兰林13511759997

178 手套 江苏华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陈志娟13952727910

179 手套 江苏华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高立新13681760258

180 手套 江苏华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高立新13681760258

181 手套 江苏华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高立新13681760258

182 手套 河南飘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崔刚付13643902010

183 手套 河南省安邦卫材有限公司 吕雪姣13462355875

184 手套 河南省安邦卫材有限公司 吕雪姣13462355875

185 手套 河南省安邦卫材有限公司 吕雪姣13462355875

186 手套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全海13181937374

187 手套 河南省豫北卫材有限公司 刘涛13429378111

188 手套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189 手套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190 手套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191 手套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192 手套 江苏通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史加顺18605203399

193 手套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万君君13317915000

194 手套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万君君13317915000

195 手套 扬州洋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王林13952753018

196 手套 镇江华扬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王彪18651569779

197 手套 镇江华扬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王彪18651569779

198 手套 江苏瑞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于新颖18550701535

199 手套 江苏瑞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于新颖18550701535



200 手套 江苏瑞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于新颖18550701535

201 手套 江苏三影科技有限公司 陈加勇13705105192

202 手套 江苏省长丰医疗实业有限公司 徐萍15252553911

203 手套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204 手套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205 手套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206 手套 河南亚都实业有限公司 陈会琴18738558335

207 手套 江苏通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史加顺18605203399

208 手套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万君君13317915000

209 手套 江西洪达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万君君13317915000

210 手套 河南飘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崔刚付13643902010

211 手套 河南省安邦卫材有限公司 吕雪姣13462355875

212 手套 河南省安邦卫材有限公司 吕雪姣13462355875

213 手套 河南省安邦卫材有限公司 吕雪姣13462355875

214 手套 河南省健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于全海13181937374

215 手套 河南省豫北卫材有限公司 刘涛13429378111

216 手套 成都明森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13340801233

217 手套 成都明森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13340801233

218 手套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219 手套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220 手套 扬州洋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王林13952753018

221 手套 镇江华扬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王彪18651569779

222 手套 镇江华扬乳胶制品有限公司 王彪18651569779

223 手套 江苏瑞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于新颖18550701535

224 手套 江苏瑞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于新颖18550701535

225 手套 江苏瑞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于新颖18550701535

226 手套 江苏三影科技有限公司 陈加勇13705105192

227 手套 江苏省长丰医疗实业有限公司 徐萍15252553911

228 手套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任泽民15763208979

229 手套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任泽民15763208979

230 手套 山东康力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任泽民15763208979

231 手套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232 手套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233 手套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234 手套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235 手套 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兰林13511759997

236 手套 江苏华东医疗器械实业有限公司 兰林13511759997

237 手套 江苏华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陈志娟13952727910

238 手套 江苏华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高立新13681760258

239 手套 江苏华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高立新13681760258

240 手套 江苏华宏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高立新13681760258

241 手套 成都明森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13340801233

242 手套 成都明森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13340801233

243 手套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244 手套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245 消毒液 费森尤斯医药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王卉花13899975500

246 消毒液 费森尤斯医药用品(上海)有限公司 王卉花13899975500

247 消毒液 北京万金兆元消毒技术有限公司 赵敏娱15371021996

248 消毒液 北京万金兆元消毒技术有限公司 赵敏娱15371021996

249 消毒液 北京万金兆元消毒技术有限公司 赵敏娱15371021996



250 消毒液 北京万金兆元消毒技术有限公司 赵敏娱15371021996

251 消毒液 北京万金兆元消毒技术有限公司 赵敏娱15371021996

252 消毒液 北京万金兆元消毒技术有限公司 赵敏娱15371021996

253 消毒液 杭州普瑞美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宏武18858125966

254 消毒液 山东消博士消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树福18866050315

255 消毒液 天津施特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施特雷13512243595

256 消毒液 兴化市新卫消毒剂厂 李丹丹18082066858

257 消毒液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屈海涛18753359337

258 消毒液 施耐克江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杨平15052798298

259 消毒液 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堃13122755333

260 消毒液 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堃13122755333

261 消毒液 杭州普瑞美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宏武18858125966

262 消毒液 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军晓13371190615

263 消毒液 山东消博士消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刘树福18866050315

264 消毒液 天津施特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施特雷13512243595

265 消毒液 兴化市新卫消毒剂厂 李丹丹18082066858

266 消毒液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屈海涛18753359337

267 消毒液 施耐克江苏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杨平15052798298

268 消毒液 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堃13122755333

269 消毒液 上海利康消毒高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堃13122755333

270 眼罩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勇13799751050

271 眼罩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刘勇13799751050

272 医用帽 长东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宋强13100656025

273 医用帽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274 医用帽 无锡市恒通医药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黄焕斌13814219996

275 医用帽 武汉翔裕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张荣15327264486

276 医用帽 扬州市邗江东方医械厂 郑久海13952783589

277 医用帽 扬州亚申科技有限公司 耿勇18952562918

278 医用帽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279 医用帽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280 医用帽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281 医用帽 常州市莱洁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张洪军13813552787

282 医用帽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秀海13569848019

283 医用帽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284 医用帽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285 医用帽 长东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宋强13100656025

286 医用帽 江苏康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王辉13801440777

287 医用帽 无锡市恒通医药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黄焕斌13814219996

288 医用帽 武汉翔裕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张荣15327264486

289 医用帽 扬州市邗江东方医械厂 郑久海13952783589

290 医用帽 扬州亚申科技有限公司 耿勇18952562918

291 医用帽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292 医用帽 新乡市华西卫材有限公司 邓力品15203730388

293 医用帽 新乡市康民卫材开发有限公司 杨冬宾15002717700

294 医用帽 常州市莱洁卫生材料有限公司 张洪军13813552787

295 医用帽 河南省蓝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苏秀海13569848019

296 医用帽 亿信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侯坤涛13677713373

297 医用帽 江苏康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王辉138014407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