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公示

（2020年第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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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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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孙善堂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孙培训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商城东路与凤台路交

叉口润景时代 1503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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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7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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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93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九恒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伟红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新郑市龙湖镇 107国道与泰山路交叉口向南

200米路西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零售

经营范围

6820普通侦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6826

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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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血压计早早孕检测试纸和血糖试条、

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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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2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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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京东到家友恒电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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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94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天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闫垆培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管城区航海东路 232号 1楼平层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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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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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3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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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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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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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395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天聚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田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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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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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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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3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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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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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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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96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豆东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贾雷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金菊街雪松路交叉口向西 200

米路北公园道泓苑 2号楼 2单元 807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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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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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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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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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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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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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97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伯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洁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金杯路 10号 7号楼 12层 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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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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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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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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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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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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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98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北淼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钰茹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冬青街 26号河

南省电子商务产业园 6号楼 12层 12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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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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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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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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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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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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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99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善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吕安琪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普惠路 78号绿地之

窗云峰 B座 15层 1520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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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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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8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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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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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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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0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琪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梦丹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 66号 2号楼 16楼 16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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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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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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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202018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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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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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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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01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非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余东升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文曲路 5号绿都澜湾樟园

2号楼 3401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旧目录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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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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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目录表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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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9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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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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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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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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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02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戴维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宏军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航海东路 1394号

富田财富广场 2号楼 7层 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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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3医用超声仪器及有关设备，6824医用

激光仪设备，6825医用高频仪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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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体外诊断试剂），6841医用化验和

基础设备工具，6845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6846

植入材料盒人工器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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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卫生材料寄敷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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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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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杭州优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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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9）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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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03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琨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新浩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市辖区郑东新区商都路 22号香江市

场 D区 8栋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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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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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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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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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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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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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4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九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谦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北三路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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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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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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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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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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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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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05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和合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海莉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冬青街 12号 12幢 5层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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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5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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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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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械网

有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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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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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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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06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桃几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祥雨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 305号 8号楼东单元 10

层北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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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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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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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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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泸）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07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枫之林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应甲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百花路 20号 3号楼锦绣华庭A

座 5层 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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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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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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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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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泸）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08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新新宠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常进喜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木兰里 9号 1幢 2单元 14

层 6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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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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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宝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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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09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裕蚨瑞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浩宇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华南城二路与环西路交

叉口电商大楼 A座 6楼 613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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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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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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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到家

饿了么网上订餐

美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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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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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10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乐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文涛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八大街经北一路报国大厦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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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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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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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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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11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领尊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高巨龙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航海东路 2号 57号楼 25

层 3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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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目录：第二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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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郑食药监械备 202000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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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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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12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九恒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正弘御苑店

法定代表人 王伟红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新郑市龙湖镇文昌路正弘御苑小区 2号楼 1

单元 1层 01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零售

经营范围

二类：6820普通侦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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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血压计早早孕检测试纸和血

糖试条、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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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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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京东到家友恒电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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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13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九恒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九州店

法定代表人 王伟红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新郑市龙湖镇泰山路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零售

经营范围

二类：6820普通侦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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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血压计早早孕检测试纸和血

糖试条、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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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0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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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京东到家友恒电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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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14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夏佑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魏彦腾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西路与桐柏北路锦艺国际

华都 A栋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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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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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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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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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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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15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九恒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九州通店

法定代表人 王伟红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新郑市龙湖镇文昌路中段路东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零售

经营范围

二类：6820普通侦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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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血压计早早孕检测试纸和血

糖试条、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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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0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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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京东到家友恒电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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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16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九恒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二分店

法定代表人 王伟红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新郑市龙湖镇文昌路东侧兰馨壹号院 1幢 1

层 101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零售

经营范围

二类：6820普通侦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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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血压计早早孕检测试纸和血

糖试条、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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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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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京东到家友恒电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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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17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九恒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二分店

法定代表人 王伟红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新郑市龙湖镇文昌路东荆垌市场一排二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零售

经营范围

二类：6820普通侦察器械、6821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6827中医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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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限于血压计早早孕检测试纸和血

糖试条、6841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器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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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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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京东到家友恒电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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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418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禾泰利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松松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石楠路 7号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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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4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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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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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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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19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晟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卫锋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四环 228号企业公园 28

栋 4单元 3层 3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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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4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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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天猫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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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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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20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5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