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公示

（2020年第22期）

根据《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经核

查，现对以下符合备案的12家企业，予以公示。

监督电话：0371-67581106

附件：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速沃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曹一凡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内环

九如东路天下收藏南区 3楼 3059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原分类目录：第二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3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

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

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

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6822-1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

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

频仪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

器械，6830医用 X射线设备，6831医用 X射线附

属设备及部件，6833医用核素设备，6840临床检验

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诊断试剂不需要低温冷藏运

输贮藏），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

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

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

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

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

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新分类目录：第二

类：01有源手术器械，02无源手术器械，03神经

和心血管手术器械，04骨科手术器械，05放射治疗

器械，06医用成像器械，07医用诊断和监护器械，

08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9物理治疗器械，10

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11医疗器械消毒灭菌

器械，12有源植入器械，13无源植入器械，14注

输、护理和防护器械，15患者承载器械，16眼科器

械，17口腔科器械，18妇产科、辅助生殖和避孕器

械，19医用康复器械，20中医器械，21医用软件，

22临床检验器械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92721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拼多多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49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8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美迪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红霞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金水区北环路 73号瀚海北金 A座 19

层 19011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原分类目录：第二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2

显微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

眼科手术器械，6805耳鼻喉科手术器械，6806口腔

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

术器械，6813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

械，6816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

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除外），6822-1医用光

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

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

仪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

械，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 X射线设备，

6831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医用高能

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34医用射线防护

用品、装置，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剂（诊

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6841医用化验和

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

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

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

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

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

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

件，6877介入器材；新分类目录：第二类：01有源

手术器械，02无源手术器械，03神经和心血管手术

器械，04骨科手术器械，05放射治疗器械，06医

用成像器械，07医用诊察和监护器械，08呼吸、麻

醉和急救器械，09物理治疗器械，10输血、透析和

体外循环器械，11医疗器械消毒灭菌器械，12有源

植入器械，13无源植入器械，14注输、护理和防护

器械，15患者承载器械，16眼科器械，17口腔科

器械，18妇产科、辅助生殖和避孕器械，19医用康



复器械，20中医器械，21医用软件，22临床检验

器械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92509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拼多多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9]第 00001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50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培峰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崔建锋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 72号 2号楼 25层 2511

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原分类目录：第二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3

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

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

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

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6822-1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

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

频仪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30医用

X射线设备，6831医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3

医用核素设备，6840临床检测分析仪器(诊断试剂除

外)，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

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腔科

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

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

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

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

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 件

新分类目录：第二类：01有源手术器械，02无源手

术器械，03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04骨科手术器

械，05放射治疗器械，06医用成像器械，07医用

诊察和监护器械，08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9物

理治疗器械，10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11医

疗器械消毒灭菌器械，12有源植入器械，13无源植

入器械，14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15患者承载器

械，16眼科器械，17口腔科器械，18妇产科、辅

助生殖和避孕器械，19医用康复器械，20中医器械，

21医用软件，22临床检验器械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91085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拼多多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名称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51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贵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金明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文治路 20号 3号楼 3层

307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第二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

术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

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矫形

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术器械，

6815注射穿刺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6821医

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

镜设备（6822-1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

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

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

6830医用 X射线设备，6831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

及部件，6833医用核素设备，6840临床检测分析仪

器(诊断试剂除外)，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

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

工器官，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

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

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

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

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

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 件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案 20181509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拼多多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号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9】第 00001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52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1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市公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星灿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新村镇新村大道与

G107交叉口向东公主湖社区北门东 10米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第二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

术器械；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20普

通诊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

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

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

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

6831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40临床检验分

析仪器；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6植入

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

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和灭菌

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

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

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71476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拼多多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53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1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健中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倪建中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街道洛宁路 88

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第二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2显微外科

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眼科手术

器械，6805耳鼻喉科手术器械，6806口腔科手术器

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腹部外科

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矫形

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术器械，

6813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械，6816

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6821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

窥镜设备（6822-1除外），6822-1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

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器设备，

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6828

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 X射线设备，6831医

用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医用高能射线设备，

6833医用核素设备，6834医用射线防护用品、装置，

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

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手术

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腔科设备

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和灭

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

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

及制品，6870软 件，6877介入器材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201685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阿里巴巴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 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54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1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剑锋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管城区中州大道与南三环交叉口西

100米 1区 16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第二类原分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2显微

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眼科

手术器械，6805耳鼻喉科手术器械，6806口腔科手

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腹部

外科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术器

械，6813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械，

6816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

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6822-1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

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

频仪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

器械，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 X射线设

备，6831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医用

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34医用射线

防护用品、装置，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及诊断试

剂（诊断试剂不需低温冷藏运输贮存），6841医用

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

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6854手术室、急救

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腔科设备及器具，

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和灭菌设备及

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

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医用

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6870软 件，6877介入器材

第二类新分类：01有源手术器械，02无源手术器械，

03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04骨科手术器械，05

放射治疗器械，06医用成像器械，07医用诊察和监

护器械，08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9物理治疗器

械，10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11医疗器械消

毒灭菌器械，12有源植入器械，13无源植入器械，

14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15患者承载器械，17

口腔科器械，18妇产科、辅助生殖和避孕器械，19

医用康复器械，20中医器械，21医用软件，22临



床检验器械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80728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拼多多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55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1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乐卖特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翠兰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二七区大学南路鑫苑鑫中心 5号楼

1807房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原分类：第二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2显

微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眼

科手术器械，6805耳鼻喉科手术器械，6806口腔科

手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腹

部外科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6810

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术器

械，6813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械，

6816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

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6822-1除外），6823医用超声仪器

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用高

频仪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

器械，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 X射线设

备，6831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医用

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34医用射线

防护用品、装置，6840临床检测分析仪器(诊断试剂

除外)，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外

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

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

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

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

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 件，6877介入器材

新分类：01有源手术器械，02无源手术器械，03

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04骨科手术器械，05放射

治疗器械，06医用成像器械，07医用诊察和监护器

械，08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9物理治疗器械，

10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11医疗器械消毒灭

菌器械，12有源植入器械，13无源植入器械，14

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15患者承载器械，16眼科

器械，17口腔科器械，18妇产科、辅助生殖和避孕

器械，19医用康复器械，20中医器械，21医用软

件，22临床检验器械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92126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拼多多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号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9]第 00001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56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1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群睿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春霞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文兴路嘉祥城三楼 321-1

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原分类目录：第二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2

显微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

眼科手术器械，6805耳鼻喉科手术器械，6806口腔

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

术器械，6813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

械，6816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

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除外），6823医用超声

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设备，6825医

用高频仪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

中医器械，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 X射

线设备，6831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

医用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34医用

射线防护用品、装置，6840临床检验分析仪器(诊断

试剂除外)，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

官，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

口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

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

料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

高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 件，6877介入器材；

新分类目录：第二类：01有源手术器械，02无源手

术器械，03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04骨科手术器

械，05放射治疗器械，06医用成像器械，07医用

诊察和监护器械，08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9物

理治疗器械，10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11医

疗器械消毒灭菌器械，12有源植入器械，13无源植

入器械，14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15患者承载器

械，16眼科器械，17口腔科器械，18妇产科、辅

助生殖和避孕器械，19医用康复器械，20中医器械，

21医用软件，22临床检验器械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92573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拼多多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有赞网

药械网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号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9]第 00001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闽）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57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1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佑来顺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孟爱荣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文治路 20号 3号

楼 3层 344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第二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2显微外科手

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眼科手术器

械，6805耳鼻喉科手术器械，6806口腔科手术器械，

6808腹部外科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

械，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

用手术器械，6813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

刺器械，6820普通诊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

备，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6物理治疗

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6834医用射线防护用

品、装置，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54手

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腔科设

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消毒和

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藏设备

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

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分子

材料及制品，6870软 件

第二类：01有源手术器械，02无源手术器械，04

骨科手术器械，06医用成像器械，07医用诊察和监

护器械，08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9物理治疗器

械，11医疗器械消毒灭菌器械，12有源植入器械，

14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15患者承载器械，16

眼科器械，17口腔科器械，19医用康复器械，20

中医器械，21医用软件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201726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拼多多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号或网站域名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9]第 00001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58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1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雄康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志勤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市辖区永平路北康平路西郑

东商业中心 15号楼 1单元 5层 513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原分类目录：第二类：6801基础外科手术器械，6802

显微外科手术器械，6803神经外科手术器械，6804

眼科手术器械，6805耳鼻喉科手术器械，6806口腔

科手术器械，6807胸腔心血管外科手术器械，6808

腹部外科手术器械，6809泌尿肛肠外科手术器械，

6810矫形外科（骨科）手术器械，6812妇产科用手

术器械，6813计划生育手术器械，6815注射穿刺器

械，6816烧伤（整形）科手术器械，6820普通诊察

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2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6822-1除外），6823医用超声

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激光仪器，6825医用高

频仪器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

器械，6828医用磁共振设备，6830医用 X射线设

备，6831医用 X射线附属设备及部件，6832医用

高能射线设备，6833医用核素设备，6834医用射线

防护用品、装置，6840临床检测分析仪器（诊断试

剂除外），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6845体

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

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6855口

腔科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57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6858医用冷疗、低温、冷

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材料，6864医用卫生材料

及敷料，6865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6866医用高

分子材料及制品，6870软件，6877介入器材；新分

类目录：第二类：01有源手术器械，02无源手术器

械，03神经和心血管手术器械，04骨科手术器械，

05放射治疗器械，06医用成像器械，07医用诊察

和监护器械，08呼吸、麻醉和急救器械，09物理治

疗器械，10输血、透析和体外循环器械，11医疗器

械消毒灭菌器械，12有源植入器械，13无源植入器

械，14注输、护理和防护器械，15患者承载器械，

16眼科器械，17口腔科器械，18妇产科、辅助生

殖和避孕器械，19医用康复器械，20中医器械，21

医用软件，22临床检验器械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201189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拼多多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59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1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省科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龚姝予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市辖区郑东新区农业南路与

商鼎路交叉口东方鼎盛时代 22号楼一单元

905室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6820普普通诊查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6物理治疗及有

关设备，6827中医器械，6854手术室，急救室。诊

疗室设备及器具，6856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备 20201452号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类型 入驻类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名称或网站

名称

拼多多

医疗器械网络交易服务

第三方平台备案凭证编

号或网站域名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60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