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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采购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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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际联盟医用耗材带量采购邀请函 
（采购文件编号：JX-HC2021-01） 

 

为深入推进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按照《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9〕37 号）和《关于开展国家组织高值医用

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的指导意见》（医保发〔2021〕31

号）要求，江西省、河北省、山东省、河南省、湖北省、广

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云南省和陕西省等九省（自治区、

直辖市）组成采购联盟，代表各地区公立医疗机构（含军队

医疗机构）及自愿参加的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等开展高

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由江西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联席会议办公室（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办公室”）承担日常

工作并具体实施。 

现就冠脉导引导管、冠脉导引导丝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工

作，邀请符合要求的企业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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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品种、意向采购量及最高有效申报价 

（一）采购品种 

本次集中带量采购品种范围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医

疗器械注册证的上市冠脉导引导管（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医疗

保障局医保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为 C020210 开头的产品）和

冠脉导引导丝（包括但不限于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医用耗材

分类与代码为 C020221 开头的产品）。 

（二）意向采购量 

意向采购量按参与本次带量采购的医疗机构报送的采

购需求量的 80%（四舍五入取整）累加得出。其中冠脉导引

导管首年意向采购量为 462818根，冠脉导引导丝首年意向采

购量为 692070根。医疗机构首年采购需求量和意向采购量汇

总见表 1。 

表 1：联盟首年采购需求量和意向采购量汇总表 

序号 品种 
首年采购需求量

（根） 

意向采购量

（根） 

1 冠脉导引导管 578462 462818 

2 冠脉导引导丝 865042 692070 

采购联盟各地区各品种首年采购需求量和意向采购量详

见附表 1和附表 2。 

（三）最高有效申报价 

企业申报价格不得高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否则视为无效

报价。最高有效申报价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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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采购品种最高有效申报价 

序号 品种 最高有效申报价（元） 

1 冠脉导引导管 720 

2 冠脉导引导丝 750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企业资格及相关要求 

1.申报企业为已取得本次集中带量采购品种合法资质

的医疗器械注册人（代理人）。其中，境外医疗器械注册人

（代理人）应当指定我国境内企业法人协助其履行相应的法

律义务，委托其作为申报企业。同一医疗器械注册人（代理

人）的同一品种不得委托不同企业进行申报，否则视为无效

申报。不同医疗器械注册人（代理人）委托同一家企业申报

的，如医疗器械注册人非同一实际控制人且不存在控股关

系，则根据医疗器械注册人数量视为多个申报企业；如医疗

器械注册人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或存在控股关系，则视为同一

申报企业。 

2.申报企业未被列入当前《全国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企

业风险警示名单》，未被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

公室列入“违规名单”，未被国家或联盟地区依据医药价格

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评定为“严重”或“特别严重”失信等

级。 

3.申报企业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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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4.申报企业须依据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向联

席会议办公室作出承诺，该承诺或将根据工作需要进行公

开。 

5.申报企业须承诺参与本次带量采购的各品种注册证

对应的所有规格型号在采购周期内满足供应地区实际采购

需求，承诺产能达到协议采购量的 2倍，否则取消其中选资

格。 

（二）申报产品资格要求  

1.申报产品属于带量采购品种范围，并获得有效中华人

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2.申报产品应当符合国家有关部门的质量标准要求，并

按国家有关部门要求组织生产。 

3.2020 年以来，申报产品不存在省级(含)以上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质量检验不合格情况;申报企业不存在因申报产

品质量等问题被省级(含)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处罚过的

情况。 

三、采购周期与采购协议 

（一）本次冠脉导引导管、冠脉导引导丝集中带量采购

周期为 2 年，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计算。 

（二）在采购周期内，由医疗机构与中选企业或其指定

的配送企业每年签订采购协议。 

（三）采购周期内医疗机构完成当年协议采购量，超出

协议采购量的部分，中选企业仍需按中选价格进行供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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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采购周期届满。 

四、采购执行说明 

（一）采购周期内，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本次集中带量

采购中选产品，并确保完成协议采购量。 

（二）采购周期内，医疗机构在优先使用本次集中带量

采购中选产品的基础上，可适量采购其他价格适宜的非中选

产品。 

（三）采购周期内，如中选产品注册证更新，中选价格

维持不变。 

五、采购文件获取方式 

通过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http://www.jxyycg. 

cn/）下载相关文件。 

六、申报材料递交方式和时间 

申报企业应在2021年12月27日上午9:00之前，通过江西

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使用CA密钥加密提交电子申报材料。 

七、申报信息公开 

申报企业应在 2021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00—10:30 之

间，通过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使用 CA 密钥解密开标。

信息公开大会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和线上信息展示的方式进

行。 

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91-88102300 

服务时间：9:00-12:00，14:30-17:30，节假日除外。 

九、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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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席会议办公室已通过自我审查的方式开展公平

竞争审查，本次集中带量采购相关文件不具有排除、限制竞

争情形。 

（二）联盟地区按有关工作要求，制定确保中选产品质

量、供应、使用以及医疗机构及时回款的配套措施。 

（三）严格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受邀现场参加信息公

开大会的有关单位，不得选派申报材料递交日前 14 天有中

高风险等级地区旅居史的人员参加。 

（四）本次集中带量采购相关工作需进行调整的，联席

会议办公室发文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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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申报企业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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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中带量采购当事人 

（一）申报企业 

1.申报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履行采购协议必须具备的能力。 

（2）未被列入当前《全国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企业风

险警示名单》，未被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

列入“违规名单”，未被国家或联盟地区依据医药价格和招

采信用评价制度评定为“严重”或“特别严重”失信等级。 

（3）对申报产品的质量负责，一旦中选，作为供应保

障的第一责任人，及时、足量按要求组织生产，并向配送企

业发送中选产品，满足医疗机构临床使用需求。  

2.申报企业应按照本采购文件的要求编制申报材料，申

报材料应对本采购文件提出的要求和条件作出实质性响应。 

（二）其他要求 

1.若申报企业不具备申报资格中规定必须满足的全部

要求或涉嫌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一经确认，联席会议办公

室将视其为无效申报；情节严重的，列入“违规名单”，作

出相应处置。 

2.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工作需要可对中选产品生产及

中选产品质量进行调查（调查形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中

选企业应予以积极配合。 

3.申报企业中选后，须按要求签订采购协议。 

4.中选产品在履行协议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

力，致使直接影响协议履行的，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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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报材料编制 

（一）编制要求 

申报企业应仔细阅读本采购文件全部内容，按采购文件

的要求提供申报材料，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材料真实有效。

申报材料涉及有效期限的，必须在申报信息公开当日仍在有

效期内。如果由于申报企业没有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提交完

整材料，或者提交的申报材料没有对采购文件作出实质性响

应、申报材料内容不实等原因，影响中选结果的，由申报企

业自行负责。 

（二）申报语言、计量单位和医用耗材名称、医用耗材

规格型号表示 

1.申报企业与联席会议办公室就申报递交的材料、交换

的文件和来往信件，一律以中文书写。 

2.除申报材料中对技术规格另有规定外，应使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和有关部门规定的医用耗材名称、医

用耗材规格型号表示方法。 

（三）申报材料的构成 

按采购文件附件 1-4 提供的申报材料格式要求，用 A4

纸依顺序准备纸质申报材料并逐页盖章后，转换为 PDF 格式

电子文档，构成如下： 

1.联盟地区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申报承诺函（附件 1）。 

2.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件 2）。 

3.医药企业价格和营销行为信用承诺书（附件 3）。 

4.申报信息一览表（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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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报报价 

1.企业申报价格以人民币填报，单位为“元”，保留小

数点后 2 位，以“根”为计价单位。 

2.报价为申报产品中选后的实际供应价，包含税费、配

送费以及伴随服务等所有费用。 

3.以企业为采购单元进行申报，相同品种下的各注册证

包含的所有产品仅能允许有一个报价，报价不区分注册证。

有多个报价的，取最低报价为有效报价。 

4.申报价格不得高于最高有效申报价，高于最高有效申

报价的视为无效申报。 

5.在规定时间内未申报或申报错误的，申报结束后不得

补报或修改，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申报企业自行负责。 

（五）申报材料的式样和签署 

1.申报材料须打印或用不褪色书写工具书写，并加盖申

报企业公章后，转换为 PDF 格式电子文档。 

2.申报企业除对笔误等作勘误外，不得行间插字、涂改

或增删。如有修改，必须在修改处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被授

权人签字或加盖申报企业公章。 

三、申报材料递交 

（一）申报材料的网上递交 

1.本次采购活动采取网上受理电子申报材料的方式。企

业应按附件要求制作申报材料，转换为 PDF 格式电子文档，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使用 CA 密钥加

密提交电子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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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疗器械注册人非同一实际控制人，且不存在控股关

系的，如委托同一家企业申报，应分别提交申报材料。 

3.同企业同时申报不同品种的，每个品种应分别提交申

报材料。 

（二）申报材料递交要求 

1.申报企业应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

平台，使用 CA 密钥加密提交电子申报材料。如因申报材料

保管不善导致数据提前泄露的，造成的后果由申报企业自行

负责。 

2.联席会议办公室根据公证机构的意见，拒绝接收在申

报截止时间后递交的任何申报及申报材料。 

3.申报截止时间后，申报企业不得对申报材料做任何修

改。 

四、申报信息公开 

1.实行线上申报信息公开。申报企业在规定投标报价截

止时间前，在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通过 CA 密钥加密提

交电子申报材料，并在规定的开标时间内予以解密开标。未

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开标的，视为无效投标。 

2.网络视频直播。信息公开大会邀请监督人员、公证人

员、联盟省份代表、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代表等参加，现场情

况通过网络视频直播。 

3.线上展示报价。在规定时间内网上解密开标的企业，

可通过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查看各投标人解密开标情

况和报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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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意外情况的处理：出现下列情形导致线上申报信息公

开无法正常运行，或者无法保证信息公开过程的公平、公正

和信息安全时，采购方、联席会议办公室、江西省医药采购

服务平台免责： 

（1）电子服务、交易系统服务器发生故障而无法访问

网站或无法使用系统； 

（2）电子服务、交易系统的软件或网络数据库出现错

误，不能进行操作； 

（3）系统存在安全漏洞，有潜在的涉密危险； 

（4）运行服务器病毒发作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 

（5）电力系统发生故障导致交易系统无法运行的； 

（6）其他不可抗力（地震、洪水等）原因导致开标活

动无法正常进行的。 

出现上述所列情形，不能及时解决的，可以采取以下办

法处理： 

（1）系统或网络故障在 3 个小时内能排除的，项目不

暂停开标，3个小时内系统恢复运行后继续实施开标。 

（2）系统或网络故障在 3 个小时内未能排除的，项目

暂停开标，并在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发布通知，待系统

恢复后另行通知开标。 

五、拟中选企业确定 

（一）竞价单元 

相同品种，根据医疗机构报送的采购需求数据，形成 A、

B两组，各为一个竞价单元分别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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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申报企业为单位，首先按医疗机构意向采购量从多到

少依次排序，累计意向采购量前 90%且相应品种下的有效注

册证均参加投标的企业为 A组，其他企业进入 B组。按上述

方法进入 A 组的企业不足 6 家时，按医疗机构意向采购量从

多到少依序递补，直至 A组企业达到 6家。 

（二）企业排名 

1.同一竞价单元内，根据企业报价由低到高进行排名。

企业报价高于最高有效申报价的视为无效报价，不参与企业

排名。 

2.当出现企业报价相同的情况时，按照以下规则依次确

定排名： 

（1）未被采购联盟地区任意一省（自治区、直辖市）

依据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评定为“中等”及以上

失信等级的企业优先； 

（2）医疗机构意向采购量大的企业优先； 

（3）企业在申报材料递交截止时间之前申报的在有效

期内注册证数量多的优先。 

（三）拟中选规则 

1.拟中选规则一：同一竞价单元内，根据有效申报企业

排名确定拟中选企业，拟中选排名与企业排名规则相同。按

企业排名由高到低排序，以有效申报企业数乘中选率，四舍

五入取整后确定拟中选企业（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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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各竞价单元中选规则 

竞价单元 有效申报企业数（家） 中选率 

A组 

1～3 100% 

4～6 80% 

7家及以上 70% 

B组 

1～2 100% 

3～4 80% 

5～6 60% 

7家及以上 50% 

2.拟中选规则二：按“拟中选规则一”未能中选的A组

企业，如其申报价格不高于最高有效申报价格0.8倍，增补

为拟中选企业，不受中选企业数量限制，其拟中选排名位列

按“拟中选规则一”中选企业之后。 

六、中选产品确定  

（一）拟中选结果公示  

1.拟中选结果产生后，在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

（http://www.jxyycg.cn/）进行公示，由联席会议办公室

接受复核申请。 

2.复核申请应在公示期间内提出，并依法依规提供合法

有效证明材料。未提供相应证明材料的，原则上不予受理。 

3.经公示，如拟中选企业被取消中选资格，不影响其他

企业中选。 

4.拟中选价格不得高于本企业投标产品在联盟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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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省级有效集中采购价（含中标价、挂网限价或议定成交

价），不得高于本企业投标产品在全国各地现有的带量采购

中选价格，否则取消其中选资格。 

5.同品种B组企业拟中选价格不得高于A组企业最高拟

中选价格，否则取消其中选资格。 

（二）中选结果公布 

拟中选结果公示无异议后，由联席会议办公室在江西省

医药采购服务平台（http://www.jxyycg.cn/）及联盟各地

区指定网站公布中选结果。 

（三）签订采购协议 

1.在签订采购协议前，医疗机构通过“国家组织高值医

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网上分配协议采购量。分两步确定每

一家医疗机构的协议采购量。 

第一步：同一竞价单元中选企业按中选排名顺序，分配

协议采购量（详见表4）。 

表4：第一步协议量分配比例 

中选排名 
分配协议采购量占 

医疗机构需求量比例 
待分配 

需求量比例 

1 90% 0% 

2 80% 0% 

3 75% 5% 

4 70% 10% 

5 65% 15% 

≥6 60% 20% 



 
 

17

通过“拟中选规则二”增补中选的企业，若其中选价格

小于或等于最高有效申报价格的0.8倍但高于最高有效申报

价格的0.7倍，其“分配协议采购量占医疗机构需求量比例”

按中选排名对应的比例乘以80%（即下调20%），下调的需求

量列入待分配需求量。若其中选价格小于或等于最高有效申

报价格的0.7倍但高于最高有效申报价格的0.6倍，其“分配

协议采购量占医疗机构需求量比例”按中选排名对应的比例

乘以90%（即下调10%），下调的需求量列入待分配需求量。

若其中选价格小于或等于最高有效申报价格的0.6倍，“分

配协议采购量占医疗机构需求量比例”按中选排名对应的比

例乘以100%（即不做扣减）。 

第二步：医疗机构的剩余量由填报采购需求量但未中选

企业的采购需求量的80%，以及待分配需求量组成。医疗机

构的剩余量可从中选产品系统中自主选择价格适宜的产品。

医疗机构未及时分配剩余量时，由“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

联合采购平台”自动分配，对应的注册证有中选产品的优先，

中选企业排名高的产品优先。 

2.签订采购协议并执行时，必须如实反映实际供应价格

和采购量。医疗机构应当根据采购协议的约定和有关政策要

求及时回款，不得拖欠。 

3.采购协议签订后，双方不得再订立背离协议实质性内

容的其他协议或提出除协议之外的任何利益性要求。 

4.参与本次集中带量采购的医疗机构须严格执行中选

价格，不得对中选产品进行二次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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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采购协议履行及有关问题处理 

（一）申报企业、中选企业、配送企业如有以下行为，

经有关部门认定情节严重的将被视为有失信行为，纳入企业

信用记录，列入“违规名单” 

1.申报产品不符合“申报产品资格要求”，涉嫌不如实

提供材料。 

2.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恶意申报，扰乱市场秩序。 

3.相互串通申报、协商报价，排斥其他申报企业的公平

竞争，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申报企业的合法利益。 

4.以向医疗机构、联席会议办公室行贿等手段牟取中

选。 

5.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及文献资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

作假，骗取中选。 

6.在规定期限内不签订采购协议。 

7.中选企业、配送企业未按医疗机构及法律法规等要求

实行配送。 

8.中选后放弃中选资格。 

9.不履行供货承诺，影响到临床使用。 

10.中选产品发生严重质量问题。 

11.中选企业严重违背在申报材料中作出的承诺。 

12.通过恶意投诉等不正当手段竞争。 

13.蓄意干扰集中带量采购相关工作秩序。 

1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二）列入“违规名单”的相关企业，按以下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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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企业列入“违规名单”的，取消该企业的申报资

格；中选企业列入“违规名单”的，取消该企业的中选资格。

同时视情节轻重取消上述企业在列入“违规名单”之日起 2

年内参与联盟各地区医用耗材集中采购活动的资格。 

2.配送企业列入“违规名单”的，取消该企业自列入“违

规名单”之日起 2年内参与联盟各地区医用耗材集中采购配

送的资格。 

（三）其他事项  

1.中选产品出现被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暂停生产、销售、

使用、进口等情况，取消中选资格。 

2.采购周期内，中选企业出现无法保证供应等情况，致

使采购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时，由医疗机构自主选择价格适宜

的中选产品。因保障供应产生的额外支出由无法履行采购协

议的原中选企业承担。 

3.因中选产品存在生产质量问题，给患者造成损失的，

按照相关规定，由中选企业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4.采购周期内，若中选产品的配送企业被列入“违规名

单”，联盟各地区应及时处理，组织中选企业选择其他配送

企业，确保中选产品及时配送。 

（四）本采购文件仅适用于本次集中带量采购所述项目

的医用耗材及相关服务，最终解释权归联席会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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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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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联盟地区医用耗材带量采购申报承诺函 

 

江西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席会议办公室： 

在充分理解《赣冀鲁豫鄂桂渝滇陕九省（区、市）联盟

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文件》（采购文件编号：JX-HC2021 

-01）后，我方决定按照采购文件的规定申报参与，并保证

申报的价格及其他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 

我方已充分考虑原材料价格、配送、税费、服务等因素，

并以此申报。我方承诺申报价格不低于本企业该产品成本价

与伴随服务成本价之和。我方完全理解及遵守采购文件中的

中选产品确认准则，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申报价格的

申报。 

我方承诺确保在采购周期内满足我方确定供应的地区

中选产品采购需求，承诺产能达到协议采购量的 2倍，具有

履行采购协议必须具备的中选产品供应能力，对产品的质量

和供应负责。如我方产品中选，将按要求及时足量组织生产，

及时向配送企业发送中选产品，按协议要求向医疗机构提供

伴随服务，满足医疗机构临床使用需要，确保中选产品的价

格、质量及数量等一切要素按照采购协议履行。如有违约行

为，按照采购文件有关规定接受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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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承诺申报产品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情形，该承诺在采购周期内持续有效，若产生相关纠纷，给

医疗机构造成的损失由我方承担。 

我方承诺同联席会议办公室无利益关系，不会为达成此

项目与医疗机构进行任何不正当联系，不会在申报过程中有

任何违法违规行为。在正式采购协议签订前，本申报函和中

选结果通知将构成约束双方的协议。 

 

申报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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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本授权书声明：注册于                        （地

址） 的                       （公司）的          （法

定代表人姓名）授权              （被授权人的姓名、身

份证号）为公司的合法代理人，就赣冀鲁豫鄂桂渝滇陕九省

（区、市）联盟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项目，以本公司名义

处理递交申报材料等一切与之相关的事务，本公司认可被授

权人在《赣冀鲁豫鄂桂渝滇陕九省（区、市）联盟医用耗材

集中带量采购文件》（采购文件编号：JX-HC2021-01）项目

中签署的相关说明、采购协议等法律文书的效力以及其作出

的相关行为。本公司与被授权人共同承诺本次申报的真实

性、合法性、有效性。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有效期至本

次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截止日止。特此声明。 

授权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手机：             

 

 

 

 

 

注：身份证复印件要加盖单位鲜章 

 

代理人（被授权人） 

居民身份证正面复印件粘贴处 

加盖单位鲜章 

 

代理人（被授权人） 

居民身份证反面复印件粘贴处 

加盖单位鲜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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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医药企业价格和营销行为信用承诺书 

 

江西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席会议办公室: 

我方                        （公司）就参加赣冀鲁

豫鄂桂渝滇陕九省（区、市）联盟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郑重做出以下承诺: 

一、严守法纪、恪守诚信 

（一）我方承诺，自觉遵守《民法典》《价格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医药价格和招标

采购的政策，以及你省相关的集中带量采购文件之规定，诚

信经营，共同营造公平的交易环境。 

（二）我方承诺，不向采购我方医用耗材的医疗机构管

理人员、采购人员、医师、药师等有关人员给予回扣或其他

不正当利益。 

（三）我方承诺，不实施虚开虚受增值税发票及其他形

式虚构服务套现洗钱行为。 

（四）我方承诺，不利用医用耗材垄断地位或市场支配

地位，操纵医用耗材价格和供应牟取暴利。不针对不同群体、

不同渠道制定实施明显不合理的差异化定价。 

二、履行合同、配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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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方承诺，具有履行协议必须具备的医用耗材供

应能力，除我方不可抗的因素造成供应困难外，保证在采购

周期按照中选价格及时足量供应医用耗材，满足临床需求。 

（二）我方承诺，遵循公平、合理和诚实信用、质价相

符的法定原则定价，将价格与成本、供求合理匹配，保持不

同品规、不同区域之间价格平衡，维护价格一定时期内相对

稳定。因第三方实施垄断、操纵市场，或要素成本剧烈变化

等情形被动提高医用耗材价格的，我方承诺在上述情形终止

后，及时纠正价格。 

（三）我方承诺，及时、全面、完整、规范申报失信信

息，不漏报，不瞒报，不推诿。 

三、违约担责，接受处置 

（一）我方承诺，如我方医用耗材购销中存在违背已承

诺事项的，我方愿意接受集中采购机构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

以及结合信用等级实施的处置措施。 

（二）我方承诺，严格管理员工（含雇佣关系，以及劳

务派遣、购买服务、委托代理等关系），在法律法规允许的

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如果我方员工在我方医用耗材购销中

因给予回扣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受到司法机关、行政

执法机关惩处，我方承诺承担失信违约责任，接受集中采购

机构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以及结合信用等级实施的处置措

施。 

（三）我方承诺，严格约束委托代理人（具有委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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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法人和自然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如果受我方委托代理人，因涉及我方医用耗材的回扣等医药

商业贿赂行为，受到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惩处，我方承

诺承担失信违约责任，接受集中采购机构作出的信用评级结

果以及结合信用等级实施的处置措施。 

（四）我方承诺，主动维护良好信用，必要时采取切实

措施修复信用。 

 

 

承诺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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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申报信息一览表（冠脉导引导管） 

采购文件编号：JX-HC2021-01 

 

申报企业： 

品种 申报注册证 
报价 

单位 

报价 

（小写，元） 

报价 

（大写，元） 

冠脉导引

导管 
 根  

 

注：1.企业根据投标产品所属的品种从附件4-1或附件4-2

提交相应的“申报信息一览表”。 

2.同品种申报多个注册证的，将注册证号填写在“申

报注册证”一栏内。 

3.仅填写一个报价，报价不区分注册证，报价保留至

小数点后2位。 

4.投标报价包含大小写，当两者不一致时以大写为准，

如大写或小写报价缺项的，则为无效报价。 

 

申报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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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 

 
申报信息一览表（冠脉导引导丝） 

采购文件编号：JX-HC2021-01 

 

申报企业： 

品种 申报注册证 
报价 

单位 

报价 

（小写，元） 

报价 

（大写，元） 

冠脉导引

导丝 
 根  

 

注：1.企业根据投标产品所属的品种从附件4-1或附件4-2

提交相应的“申报信息一览表”。 

2.同产品申报多个注册证的，将注册证号填写在“申

报注册证”一栏内。 

3.仅填写一个报价，报价不区分注册证，报价保留至

小数点后2位。 

4.投标报价包含大小写，当两者不一致时以大写为准，

如大写或小写报价缺项的，则为无效报价。 

 
申报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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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联盟各地区首年采购需求量和意向采购量 

 

品种 省份名称 生产企业 
需求量

（根） 

意向采购

量（根） 

冠脉导引导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70 136 

冠脉导引导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850 6280 

冠脉导引导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785 4627 

冠脉导引导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338 270 

冠脉导引导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 麦瑞通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45 36 

冠脉导引导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32874 26299 

冠脉导引导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546 1236 

冠脉导引导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1595 1276 

冠脉导引导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95 156 

冠脉导引导管 广西壮族自治区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3160 2529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48 119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607 486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迪泰医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0 16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8378 6708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538 7632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668 536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49446 39563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882 706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03 82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2082 1668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174 2538 

冠脉导引导管 河北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3097 2481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07 86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北京蓝通泰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73 218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973 2378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迪泰医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198 158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216 7374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6745 13396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630 504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麦瑞通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132 106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62869 50297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578 2061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3982 3186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8618 6896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327 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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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9033 7227 

冠脉导引导管 河南省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6 5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3 18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906 3125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迪泰医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423 339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378 7507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787 3031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081 1666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麦瑞通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75 60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31847 25476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450 359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968 775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7147 5717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6738 5392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7827 6263 

冠脉导引导管 湖北省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49 120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5 4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北京蓝通泰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 2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902 724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迪泰医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178 143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911 4728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982 2386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33 27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4491 11591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028 823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958 767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1917 1534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53 283 

冠脉导引导管 江西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1049 843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845 1475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692 3754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553 16445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71 57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麦瑞通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119 95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78235 62593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470 1976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78 223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1125 901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397 1920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5675 4540 

冠脉导引导管 山东省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43 34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 1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北京蓝通泰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61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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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135 2506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迪泰医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10 8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956 1567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519 2015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631 504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麦瑞通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64 51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25803 20640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103 1683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9 15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2904 2323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564 2050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5766 4611 

冠脉导引导管 陕西省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11 9 

冠脉导引导管 云南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46 277 

冠脉导引导管 云南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439 5950 

冠脉导引导管 云南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9695 7756 

冠脉导引导管 云南省 麦瑞通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16 13 

冠脉导引导管 云南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3257 10605 

冠脉导引导管 云南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31 104 

冠脉导引导管 云南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45 36 

冠脉导引导管 云南省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380 304 

冠脉导引导管 云南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53 42 

冠脉导引导管 云南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6538 5229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 2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745 595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220 1776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438 4351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365 292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8621 6897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76 141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78 223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48 39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022 819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1398 1121 

冠脉导引导管 重庆市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 2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2763 2211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30 264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和心伊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61 369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509 4409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4 60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2 10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85 148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830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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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苏州茵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 4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4520 19615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7371 5897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易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 16 

冠脉导引导丝 广西壮族自治区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31674 25338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383 307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611 1288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和心伊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40 592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300 5843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92 234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434 348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813 652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324 260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1 9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苏州茵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 24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7747 22198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5408 20330 

冠脉导引导丝 河北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54427 43540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2480 1984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968 3174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和心伊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514 1212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630 6104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33 906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944 755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2605 2084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656 1325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6692 5355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20 16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苏州茵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51 281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7130 21703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5622 20500 

冠脉导引导丝 河南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90433 72345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4724 3778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8207 6567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和心伊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37 350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1717 9375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80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583 2068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40 32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25 180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488 1191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15 12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苏州茵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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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24132 19307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2195 17756 

冠脉导引导丝 湖北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32867 26296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434 1949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和心伊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66 372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007 4007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471 377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90 72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735 588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911 1528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苏州茵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55 364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9436 7548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3576 2862 

冠脉导引导丝 江西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18854 15083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1545 1236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810 2246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和心伊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30 104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979 4785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56 125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27 22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1057 845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130 904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97 158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37351 29884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8648 38921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易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5 4 

冠脉导引导丝 山东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86359 69091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1916 1534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4749 3800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和心伊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39 192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505 2005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82 226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86 68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730 584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3620 2898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40 32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40 32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苏州茵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05 244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6952 13560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6841 5469 

冠脉导引导丝 陕西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39496 31596 

冠脉导引导丝 云南省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395 316 

冠脉导引导丝 云南省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521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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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省份名称 生产企业 
需求量

（根） 

意向采购

量（根） 

冠脉导引导丝 云南省 和心伊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65 212 

冠脉导引导丝 云南省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617 2094 

冠脉导引导丝 云南省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520 416 

冠脉导引导丝 云南省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 16 

冠脉导引导丝 云南省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0429 8345 

冠脉导引导丝 云南省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7537 6032 

冠脉导引导丝 云南省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30766 24611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1150 920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762 610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和心伊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03 162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830 2265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354 283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576 461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715 572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92 154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385 308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7170 5737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8241 6594 

冠脉导引导丝 重庆市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8482 6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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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联盟各品种首年采购需求量和意向采购量 

 

品种 生产企业 需求量（根） 意向采购量（根） 

冠脉导引导管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317443 253961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7042 61639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7040 45644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43543 34844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25816 20658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7823 14264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4629 11702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11364 9089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6631 5307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4817 3856 

迪泰医学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829 664 

北京蓝通泰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37 429 

麦瑞通医疗器械（北京）有限公司 451 361 

北京迪玛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86 230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11 170 

汇总 578462 462818 

冠脉导引导丝 

朝日英达科贸（北京）有限公司 393358 314684 

泰尔茂（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184867 147897 

雅培医疗器械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155439 124361 

湖南埃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51094 40887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25392 20315 

北京天地和协科技有限公司 15356 12286 

深圳市顺美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10744 8597 

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8712 6973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6755 5405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5133 4109 

和心伊达（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4455 3565 

康蒂思（上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2391 1914 

苏州茵络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1246 997 

深圳市业聚实业有限公司 75 60 

易生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5 20 

汇总 865042 692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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