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市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公示

（2020年第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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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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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澳新康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红胜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二七区航海中路 163号鼎盛时代大厦

5层 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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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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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药械网

平安好医生

饿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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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网械平台备案字（2018）第 00052 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 20018第 00004号
（闽）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9 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07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省普利达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周谦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云时代广场 1号楼

5楼 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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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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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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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平安好医生

饿了么

京东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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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9】第 00001 号

（苏）网械平台备案字（2018）第 00052 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 20018第 00004号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9 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08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恒泽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心爱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优胜南路 18号院城中

央小区 8号楼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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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7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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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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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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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09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中永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永成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文兴路 7号 1号楼

5层 B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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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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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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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平安好医生

饿了么

京东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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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网械平台备案字（2018）第 00052 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 20018第 00004号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9 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闽）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10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桑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晶晶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金水区三全路 89号东岸尚景 A区 1

栋 2单元 3层 3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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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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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饿了么

京东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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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网械平台备案字（2018）第 00052 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 20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11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良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邱振伟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金水区三全路 89号东岸尚景 A区 1

栋 2单元 4层 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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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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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饿了么

京东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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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网械平台备案字（2018）第 00052 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 20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12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翁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支艳霞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金水区三全路 89号东岸尚景 A区 1

栋 2单元 4层 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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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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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饿了么

京东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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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网械平台备案字（2018）第 00052 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 20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13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恭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朋飞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金水区天明路 72号 2号楼 21单元 2

层 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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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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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饿了么

京东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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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网械平台备案字（2018）第 00052 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 20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14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千魅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蔡智锋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二七区苗圃街 75号院 4号楼 3单元 2

层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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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豫食药监械经营备 202026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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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饿了么

京东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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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网械平台备案字（2018）第 00052 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 20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15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拉勾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程红娟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金水区姚砦路 133号 10号楼 23层

2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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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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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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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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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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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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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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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16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佑骨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金国防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魏庄西街西、紫东

路北汇景公寓 1号楼 2单元 6层 609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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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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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2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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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微店

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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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9）第 00008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闽）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17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酷限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牛雯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黄河东路

89号盛世年华小区 14号楼 1层 1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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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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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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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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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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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18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保艾尔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扬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市直辖区郑东新区东风南路

与正光北街交叉口郑河小区 17号 1单元 9
楼 904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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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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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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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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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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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闽）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19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6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哲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威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云路 72号院 5

号楼 1单元 4层 4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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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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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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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20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建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其志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 99号附 1号 2

号楼 15层 1506号 1区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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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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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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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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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21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喜事达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耿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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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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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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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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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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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22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隆岑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孔德友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龙湖镇高坡岩市场第

四排从东向西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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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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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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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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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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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23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赢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布亚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中兴南路

嘉亿东方大厦 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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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3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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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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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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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入器材;新分类目录: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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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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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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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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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24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省华亮新生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于文强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商务外环

路 9号 23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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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6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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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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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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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25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拾光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大华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水东路 49

号 3号楼 C座 9楼 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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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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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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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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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6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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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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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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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26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苒丹枫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元海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中州大道与南三

环交叉口西北角 2区北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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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分类目录：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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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7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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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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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27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客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郑海龙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经北三路

109号院 8号楼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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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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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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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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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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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28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海之健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曲晓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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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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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70软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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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眼科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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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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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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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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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29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省强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单耀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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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号商鼎创业大厦 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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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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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

苏宁易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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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 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30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尚口佳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增亮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鑫苑路 26号 25号楼 4

层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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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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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7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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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

苏宁易购

京东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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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 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31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优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易向东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基路 168号普罗旺世

温莎城堡 12号楼 3单元 1楼东户企捷众创

空间 B组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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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7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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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

苏宁易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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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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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32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晨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董利光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郑花路 59号 21世纪广

场 3号楼 12层 1217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老分类目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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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7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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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

苏宁易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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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 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33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光普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松强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姚砦路 133号金成时代

广场 6号楼 2层 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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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7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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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

苏宁易购

唯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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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3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号
（浙）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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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34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芈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马金玉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中州大道与南三

环交叉口西北角 1区 30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第 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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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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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医疗设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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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线设备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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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6840临

床检验分析仪器（体外诊断试剂仅含血糖试纸、排

卵试纸、早早孕试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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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室设备及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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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冷疗、低

温、冷藏设备及器具;6863口腔科材料;6864医用卫

生材料及辅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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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和监护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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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9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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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苏宁易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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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号
(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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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635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鑫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石振亚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丰庆路 36号 1号楼 1

单元 5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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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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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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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36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河南蓝诺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郭伟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莲花街 316号 6号

楼 6层 603号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第二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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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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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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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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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64 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6865 医用缝合材料及

粘合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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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7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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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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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37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市爱乐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俊森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中岳街道产业聚集区 A

区 4号楼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生产

经营范围
原分类目录：II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新

分类项目：14-13：手术室感染控制用品类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药监械生产许 2020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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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东商城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天猫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阿里巴巴

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平安好医生

江苏苏宁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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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9】第 00001号
(粤)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9 号

（苏）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52号
（京）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4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38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星创眼镜有限公司花园家乐福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胡涛涛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花园区花园路 39号家乐福店内 B118

号商铺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原分类目录：第三类：6822-1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新分类目录：第三类：16眼科器械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81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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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 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39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星创眼镜有限公司航海路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伟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二七区航海中路孙八砦村委会活动

中心一层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原分类目录：第三类：6822-1医用光学器具，仪器

及内窥镜设备；新分类目录：第三类：16眼科器械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81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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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 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40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医疗器械网络销售备案信息

项目 内容 备注

企业名称 郑州星创眼镜有限公司曼哈顿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邓仁丙

经营场所或生产场所 郑州市金水区金水路曼哈顿 E区一层M005
主体业态 医疗器械批零兼营

经营范围 第三类：6822-1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

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许可证或备案凭证编号
豫郑食药监械经营许 201805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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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京东到家友恒电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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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号

(沪)网械平台备字[2018]第 00002 号

备案号 豫郑食药监械网备 20200641号

备案时间 2020年 7月 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