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美美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代码：833327）创

公司成立于二 0 一 0 年，由国

立于 1993 年，是一家致力于汽

内专业从事感控事业的多家知

化过氧化氢技术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于一体的高新

名企业共同投资组建，受益于杭州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区

技术企业，为医院感染、急救、疾控、检验检疫、实验
动物、公共卫生等领域提供系统化的环境控制技术和服
务。
泰林研发的干法汽化过氧化氢发生器，已经过军事

电话：13867483009
网址：www.tailingood.com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2930 号

域优势，将总部设在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从
投资组建到目前为止的近五年多时间已为国内近 3000 多
家医院提供感控设备、设施的设计、生产和安装服务。

电话：18967139296
网址：www.hzmmkj.com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通惠北路 28 号

公司下设三家控股子公司 , 分别为福州美美软件开发

医学科学院、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省微生物

有限公司、福州美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广州美美医疗

研究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杭州医疗器械检测中

科技有限公司。公司从成立起就按照 ISO13485 标准要求

心等权威部门检测。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严格执行。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内

与国内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包括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镜洗消设备整体解决方案、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机系

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杭州市、

列、酸化水中心供水系统、消毒供应中心配套设备整体

南京市急救中心、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第

解决方案、医院感控信息化软件等系列产品。

八人民医院、上海、浙江、广西、河南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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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民康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华绣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始建于一九九三年，专业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是一家集研

生产高品质消毒湿纸巾、消毒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跨行业、

湿毛巾、小毛巾、民航客机公务舱毛巾、民康牌强化戊
二醛消毒液系列、塑料刀叉等产品。目前公司拥有毛巾
生产流水线 60 条，湿纸巾生产流水线 12 条，消毒液生
产流水线 2 条，员工 150 人，厂房面积 20000 平方米，占
地面积达 25000 平方米，企业成立发展至今，现有总资产

跨地区的集团公司 , 企业注册资金 9450 万元人民币。
电话：0575-82163835
网址：www.sxmkxdyp.com
地址：绍兴上虞经济开发区亚厦大
道 1116-2 号

公司位于浙江绍兴柯桥经济开发区，建有纳米银生
产车间、纳米银实验室、微生物实验室、应用产品研发室、
小试车间等生产、科研设施及食堂、宿舍等配套设施，
是目前全国最大纳米银原料生产基地，占地面积 41935 平

8000 万元。产品广泛用于国内外民航客机、高速列车、

方米，总建筑面积达 75000 余平方米。从 2005 年开始，

高速公路服务处、酒店、食府和医疗卫生、防疫等部门，

华绣科技有限公司组织专门力量与国内知名大学联合开

是最早进入全国各大航空公司及机场航空食品公司、医

展纳米银制备及应用研究，取得了优异成果，公司拥有

疗卫生行业的企业之一。

多个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级领先技术。华绣纳米银

到目前公司与全国 100 多家航空及机场航空食品公

采用纯物理方法制备生产出来的高端纳米银胶体具有粒

司建立了长期牢固的业务往来，还与多家医疗卫生部门

径小、杀菌性能强、安全无毒无害等目前市场上其他同

有着业务合作。

类产品无法比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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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民康消毒用品有限公司

电话：0575-84565025
网址：www.huaxiukj.com
地址：绍兴县柯桥经济开发区梅林
路 35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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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绣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佩洁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可靠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 1988 年成立于浙江省绍

公司创办于 2001 年，是一家集

兴上虞，注册资本 1908 万元，

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高

是国内首家集研究、设计、制造、服务于一体的等离子
体空气净化、消毒器的唯一科技型企业。产品有柜式、
挂式、吸顶式、台式、中央空调型和风机盘管型、新风
机组型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器、床单位臭氧消毒机等。

电话：13967526777
网址：www.peijier.com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梁湖
镇工业区

新科技型企业，是国内著名的成人、婴儿、宠物卫生护
理用品专业制造商，也是浙江省第一家婴儿纸尿裤工厂。
可 靠“COCO”-- 人 性 化 成 人 失 禁 护 理 方 案 的 专
业提供者，命名取自英文单词“Considerate（关爱）、

并已通过 LVD-CE、EMC-CE 认证和 ISO9001：2008 质量

Comfortable（舒适）”的前两个字母。自诞生之日起，

保证体系认证。风机盘管式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器和

可靠就致力于用专业化的产品和人性化的服务不断改善

空调型等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器被评为 2012 年国家重点

用户的生活品质。 可靠“COCO”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产品和浙江省优秀工业新产品新技术，历年来被省、地、

国家标准（GB/T28004-2011）纸尿裤（片，垫）起草单位

市评为先进企业和金融部门的“AAA”级资信企业。

之一，坚持“用信誉与爱心经营可靠事业”为企业价值

电话：18767131571
网址：www.cocohealthcare.com
地址：临安市锦城街道花桥路 2 号

观核心理念，并始终与中国老年卫生健康事业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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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天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浙江欧得立电氧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创办于 1998 年公司专业生

公司位于浙江省兰溪经济开发

产一次性使用医疗器械。公司

区，是德国 ODRI 有限公司在
中国唯一授权，致力于研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现代

现已注册并上市销售的产品有：一次性使用血液净化装
置的体外循环血路（血路管）、机用采血器、血液透析
敷料包、喂食器、喂液管、喂食延长管、一体式无菌吸
氧管（舒氧宝）、输液器、滴定管式输液器、输血器、
静脉输液针、无菌注射器、宫腔组织吸引管、内窥镜冲

电话：0574-55011055
网址：www.tianyinb.com
地址：浙江省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
假区莫枝北路 788 号

化战略性环保装备企业，公司 2010 年注册成立，注册资
金 618 万元，总资产 2650 万元，企业占地面积 2 万平方米。
现有员工 40 人，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19 人，技术研发
人员 10 人。公司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示

洗管、引流袋、负压吸引痔核钳、套圈痔核钳及医疗配

范企业、浙江省中小型科技企业、浙江省消毒产品标准

件等。

化技术委员会单位委员、金华市高新技术企业、兰溪市

公司已通过 ISO 1348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所有产品

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浙江省重点科技项目承担单

获得中国 SFDA 医疗器械注册证，部分产品获得中国 3C

位。已先后完成研发并制造具有国内领先技术水平和拥

认证、欧盟 CE 认证及美国 FDA 注册、备案或认证。公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欧德勒牌新型电氧化臭氧消毒设备，

司产品直接销往国内各大、中城市及亚洲、欧美、南美

主导产品有：空气环境消毒净化设备、水环境净化消毒

等海外市场。

设备及物体表面消毒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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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15088218822
网址：www.odrei.cn
地址：浙江省兰溪经济开发区秋菱路
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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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欧得立电氧化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兴昌风机有限公司

公司（股票代码：002508，股

公司成立于 1979 年，原是一家

票 简 称： 老 板 电 器） 创 立 于

隶属于二轻总公司的机械制造

1979 年，专业生产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消毒柜、电烤
箱、蒸气炉、微波炉、电压力煲等家用厨房电器产品，
其中吸油烟机产品取得 17 年销量第一的成绩。经过三十
多年地发展与壮大，现已成为中国厨房电器行业发展历
史最长、市场份额最高、生产规模最大、产品类别最齐全、
销售区域最广的高端厨电企业之一。
2012 年 8 月，老板电器建成中国首个厨房电器创新

企业，1999 年首批实现县府转制任务，成为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15336500112
网址：www.robam.com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临平大
道 592 号

现有职工 258 人，2015 年销售 2 亿多元，利税 3000 多万
元。公司的主业是为中央空调系统提供风机、两器、曲
轴等主要部件提供配套业务，目前下设四个制造部：曲

电话：18057506018
网址：www.chinaxcfan.com
地址：浙江省新昌县泰坦大道 95 号

轴制造部（全球开利压缩机部件定点配套）、两器制造部、
风机制造部、户式中央空调制造部。
公司是全国暖通空调行业最大的风机制造基地之一，

产业园，集先进的定制化柔性生产系统，国内顶尖的精

是开利、松下、海尔、格力等著名企业的长期合作伙伴。

工制造中心，厨电行业最大的技术中心，国内领先的全

1996 年公司与上海环境微生物研究所、上海交通大

智能物流管理系统，国内首个有机形态厨房文化科技体

学等科研机构合作，研制成功兴昌 ZKXQ 系列高强度紫

验馆——“厨源”为一体。这不仅是老板电器作为行业

外线空气消毒器，由此进军消毒行业。

领导品牌践行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宏观战略的实际行
动，更标志着厨房电器行业产业升级的具象化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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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安佳卫厨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迈尔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1999 年，以首创国

公司成立于 2005 年，是一家致

内第一台嵌入式食具消毒柜的

力于医疗、消毒行业集研发、
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企业，公司注册资金为 1080

创举，一举成为行业的新兴力量，开创了中国嵌入式厨
房电器的创新道路。经过 15 年的发展，已成为行业领域
内享有较高知名度全球高端厨房电器的顶级供应商。
安佳使命：“智慧厨房安佳制造”

电话：0574-88651099
网址：www.anja.cn
地址：浙江省奉化市江口街道方桥

万元，公司总部位于杭州市康桥工业园内，有着得天独
厚的交通便利条件和优越的经济、人文环境。公司的销
售服务网络遍布全国，目前共设二十多个办事机构，能

为消费者提供更实用、更高端、更智能的嵌入式厨

在最短时间内向全国各地的客户提供及时的售前、售中

房电器，让每一位用户感受到轻松愉悦的高品质厨房生

和售后服务。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检测设备齐全，并与

活；秉承专业化制造理念，聚焦厨房高端电器的设计与

业界的专家、教授等保持密切的技术交流及实现相互之

制造，通过不断提升内部管理能力，优化制造和检测设备，

间的资源共享。公司目前主营产品有：空气消毒净化系列、

打造一流的企业团队，为消费者提供国际一流的高端产

医用内镜清洗工作站系列、全自动内镜清洗消毒机系列、

品，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做优秀的企业公民，逐步使

医院洗手池系列、全自动医用清洗消毒机系列、超声波

安佳成为受人尊重的国际化制造企业。

清洗机系列、内镜储存柜系列、内镜运转车系列、婴儿

电话：18018338688
网址：www.mallcn.com.cn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康桥镇康平路 11 号

洗浴中心系列和全优质 304 ＃不锈钢高压水气枪、消毒供
应中心不锈钢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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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欧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唯尔福妇幼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简称公司）的前身是杭

公司创建于 1987 年，是一家

州欧拓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和经营卫生用品的企

于 2003 年 9 月在富阳市高桥镇成立。发展至今，公司共
建立富阳与德清两个生产基地，总占地面积 200 余亩，车
间和厂房均按国家药品 GMP 标准建设。公司主要生产与
销售各种医用护理产品和消毒剂产品。
2013 年年底与美籍华人汪进博士达成合作协议，建

业集团，是中国造纸协会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
电话：18057215378
网址：www.zjoujie.cn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武康镇逸仙路
172 号

员单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集团于 2013 年 2 月更名
为上海唯尔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2015 年 1 月 26 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新三板（简

网址：www.wef2008.com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中兴大道 177 号

称唯尔福，代号 831782）挂牌上市。集团在上海和绍兴

立德清研发中心，共同开发国内防护医疗耗材市场（开

两地设有上海唯尔福实业有限公司、绍兴唯尔福妇幼用

发防霾防护市场、高端医疗防护市场）。

品有限公司、浙江唯尔福纸业有限公司、绍兴唯尔福实

2014 年 8 月，成立了湖北艾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13867516162

业有限公司、绍兴唯尔福生活用品有限责任公司、绍兴
欧尔派卫生用品有限公司等六家子公司，占地 200 多亩，
现代化厂房 10 多万平方米，拥有国际一流进口造纸机等
几十条的生产设备。

13
浙江欧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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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珍琦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环保装备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创立于 1999 年，是一家从

公司成立于 1993 年，是一家专

事护理用品研发、生产及销售

业从事环境保护产品和消毒药

和服务的企业，产品涉及成人失禁护理用品、妇女卫生
用品、母婴护理用品、宠物护理用品四大领域。公司先
后与台湾全日美、 SCA（瑞典爱生雅集团）、OneMed 公
司等几十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在 15 年的发
展过程中，企业高度重视产品质量的控制，长期致力于
生产工艺控制水平的稳定提升和产品技术和服务的创新。

剂、药械的制造、销售的企业。公司位于临安市青山湖
电话：0571-63595338
网址：www.sunkiss.org.cn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盘
龙山路 6 号

街道安村村，占地 10000 余平方米，其中办公楼、实验楼
1300 平方米，生产区 3000 余平方米。公司年产值 1000 余
万元，注册资金 800 万元，主要产品有二氧化氯消毒剂、

电话：18958162552
网址：www.linanhb.com
地址：浙江省临安市青山湖街道安村

空气消毒剂、湿巾消毒剂、饮用水消毒设备、二氧化氯
发生器、污水处理成套设备、环境保护设备等。

公司主导加工生产的产品成人护理用品、尿片、护

公司与哈尔滨理工大学、东北大学等多所知名大学

理垫、卫生巾等产品出口业务连续多年高速增长，产品

有着产学研联系。公司自主研制的“顺帆二氧化氯粉”

远销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捷克、东南亚及其它国

于 2012 年 10 月获得国家卫生部“国产消毒剂和消毒器械

家和地区， 珍琦公司在中国多个省、市建立了专业销售

卫生许可证批件（卫消字（2012）第 0141 号）”。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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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杭州临安环保装备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精欣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荣欣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地处临安市龙岗镇龙都街

公司是臭氧发生器以及相关产

858 号，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品的生产厂家 , 位于中国杭州，

是国内第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高纯度过氧化氢、过氧化
氢消毒液系列产品的科技型企业。产品年生产能力 10000
吨，产品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在无菌食品
包装、食品化工、电子材料生产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深受用户的好评。

电话：0571-63675077
网址：www.jingxinchem.cn
地址：临安市龙岗镇龙都街 858 号

有 50 多名员工和 10 多名技术人员。公司有一支完整的由
设计、生产和质量控制组成的团队，能够提供先进的技
术和良好的质量，公司拥有 CE 和 TUV 的 GS 证书。
公司的主要产品是“爱康”牌 CFY 系列氧气源臭氧
发生器和 CFZY 系列、CFK-K 系列空气源臭氧发生器，

2002 年公司自主研制成功开发食品级过氧化氢产

单台臭氧发生量可以从 3g~1000g；而生产的与之相关的

品，填补了国内空白；2004 年 11 月产品通过了省级新

产品还有：混和塔，混和器，布气头，CHYC-1 测试仪，

产品鉴定；2007 年公司牵头作为第一起草人与天津化工

CYQC-1 测试仪等。

研究院合作起草了《食品添加剂过氧化氢 国家标准》

同时，公司也能提供整套的 OEM 和 ODM 服务。公

（GB22216-2008）；2011 年 6 月取得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

司 OEM 所生产的一种空气净化器已经远销德国、荷兰、

生许可证；2013 年公司包装设备消毒液 ( 过氧化氢 ) 产品

丹麦等国家。

电话：0571-88620093
网址：www.icano3.cn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
道科技大道 35 号

通过卫生部技术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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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精欣化工有限公司

18
杭州荣欣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省级高

公司成立于 2011 年，位于浙江

新技术企业 , 拥有员工约 350 人 ,

温州，注册资金 1000 万。该公

是专业的湿巾制造商，" 专业 " 和 " 专注 " 是公司一直以
来的发展理念，公司拥有独立的研发队伍。目前公司已
是众多国际知名品牌的优秀供应商。产品出口欧美、日
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拥有近 30000 平米的生产基地 , 已建立 2000 平

司拥有专业医学研发实验室，打造了专业的科研团队，
电话：13606607286
网址：www.hz-guoguang.com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俞顺路 8 号

汇集了医学、药物合成、药物分析、生物工程等国内外
专业科研人员。该公司致力于发展广谱抗菌产品，截止
2014 年，公司累计投入 2000 万美元研发经费，自主研发
并获得 3 项抗菌产品的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专业广谱

方米的研发及检测中心 , 拥有 25000 平米标准化洁净车间，

抗菌专利产品的产业化。主要产品：男性 / 女性私密抗菌

产区内卫生整洁、绿化率达 30%。公司主要生产产品有：

液、手部免洗抗菌液（成人 / 儿童）。

电话：13806539999
网址：www.cn-kunzhilin.com
地址：浙江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10 号小区创业服务中心 E 幢 602 室

婴儿湿巾、护肤湿巾、卸妆湿巾等，公司的主要客户有：
沃尔玛、金佰利、罗森、国际知名的航空公司和国内大
型的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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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焜之琳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帅康集团

浙江浙风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的前身是余姚市调谐器配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制造于一

件厂，创办于 1984 年。从创业

体的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公司

到今天，企业大体经历了家庭作坊式乡镇小企业、股份
合作制企业和现代化集团公司三个战略发展阶段。经过
30 年的发展，集团现有员工 3500 多人，总资产 28 亿元。
帅康集团占地面积 6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检测设备。
2008 年，帅康电热水器成功入驻 29 届奥运会主会场
鸟巢，成为国内唯一入驻鸟巢的电热水器产品。2009 年，

与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浙江大学流体工程研究
电话：0574-62243607
网址：www.sacon.cn
地址：浙江省余姚市低塘街道城东
北路 888 号

所等科技院校建立了长期的科研合作关系，专业从事等
离子体空气净化消毒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应用及技术
服务。近年来，公司研制开发生产了“欧芙丽牌”等离

电话：13587380008
网址：www.zhefeng.net
地址：绍兴市上虞区梁湖工业区

子体空气净化消毒器系列产品，取得了多项国家专利，
通过了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并取得了消毒产品生产企
业卫生许可证。

帅康热水器荣膺“中国热水器市场最值得信赖品牌”称

公司秉承“质量第一、用户至上”的经营理念，以

号和“中国热水器技术最佳”荣誉，DEY 系列产品获“中

严格的生产管理制度、完善的生产工艺流程、一流的生

国热水器最佳性价比”殊荣。2010 年，帅康 32 款厨卫产

产技术工人、先进的生产及检测设备为用户制造出足以

品已从众多国内外家电产品中脱颖而出，成为世博会特

信赖的优质产品。

许商品，是厨卫行业入选型号最多的品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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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风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博泰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英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6 年，位于嘉兴

公司是南京巨鲨商贸有限公司

南湖。公司秉承服务大众健康

的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由

的理念，积极进行生物医学技术与产品的创新开发，是
浙江省应用酶学重点实验室产业化基地，浙江省重点科
技创新团队成员单位。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国家标准物质、质控品和体外

数位高级研究人员创办。公司占地面积 1200 平方米，其
电话：0573-82585778
网址：www.biotech-crm.com
地址：嘉兴市南湖区嘉兴科技城 9 号楼

中 GMP 车间 400 余平方米。公司主营业务是感染控制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已经研制并批量生产医用包装、
医用清洗剂和灭菌检测等三大类 20 余种产品，包括无纺

诊断试剂等医学诊断产品；复合酶喷剂系列抗抑菌剂产

布包装材料、多酶清洗液、碱性清洗液、润滑剂、除锈剂、

品。公司自主研制 40 多项医学诊断产品用于临床医学检

保湿凝胶、压力蒸汽灭菌化学指示物产品等。产品已经

验及质量控制。复合酶喷剂系列产品是由公司独立开发

销往国内 10 余省市，并在 2016 年成功开拓国际市场。

电话：13585871660
地址：富阳市东洲街道东洲工业
功能区 13 号路 6 号第 1 幢

的抗抑菌剂产品，可有效抑制和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和白色念珠菌等常见致病微生物，不含抗生素
和激素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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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英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名鑫双氧水有限公司

诸暨康星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注

公司作为拥有 50 多年历史的国

册资本 3869 万元，是一家专业

际品牌，专业生产和研发系列

生产工业级和食品级双氧水以及消毒剂的企业。产品广
泛应用于化工、纺织、造纸、军工、电子、食品、环境
保护等行业。年产规模为 10 万吨（折 27.5%）、3000 吨
食品级和消毒剂产品。2014 年实现销售收入 1.17 亿元，
利税 2839 万元。
公司 2012 年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4 年通过环
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15 年取得
国二级安全标准化企业。
公司依托母公司杭州电化集团有限公司的优势，积

清洁卫生产品，提供一切能够确保设施安全、清洁及高
电话：0571-82988278
地址：杭州萧山区临江工业园区红
十五路 9936 号

效的方案，为世界更清洁、更安全、更健康而服务。
公司服务领域包括食品工业清洁与卫生、反渗透清
洗与阻垢、冷却水与冷冻水和锅炉水处理、中央空调清

电话：13585708828
地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文种
路7号

洗与维保、设备与零部件清洗与防锈、酒店、洗衣房、
餐饮与公共环境清洗与卫生等。
公司用户遍布全球 50 多个国家 , 深受用户一致好评，
如恒大集团、宝马、日本国铁、东芝、美国军方、可口可乐、
美国联合科技公司、英格索兰、江森自控等一大批世界

极倡导“团结、求实、创新”的企业精神，“诚、信、责、

500 强客户和机构。在中国，康星已在上海、北京、杭州、

效”的经营理念和“顾客满意，企业兴旺，员工幸福”

南京、济南、广州、郑州等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以便

的企业愿景为核心内涵的企业文化。

支持销售和技术服务，并设立 300 多个经销商 , 遍及全国
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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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康星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六企业（平湖）有限公司

浙江圣华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平湖经

公司创立于 1996 年，位于浙江

济开发区新凯路 2188 号，为台

省缙云县，是一家专业生产外

商独资企业。公司于 2004 年 5 月成立，2008 年 2 月正式
投产，注册资本 4218 万美元，占地面积 82828.7m2，2015
年销售额 8 亿人民币，现有职工总人数 528 人。
公司为亚洲最大的水刺无纺布供应商，全球排名第

用药的现代化制药企业。
电话：0573-85136616
网址：www.nanliugroup.com
地址：平湖经济开发区新凯路 2188 号

公司拥有土地 20 多亩，投资 5000 多万元，建有制剂
大楼、工程大楼、提取大楼和办公大楼及辅助工程。具
备年产液体制剂 1500 万瓶、栓剂 5000 万粒，乳膏剂 4500

25 位，台湾销量第一的面膜和湿巾 OEM 最大的制造商，

万支的生产能力。公司现有正式职工 100 多人，具有大专

2013 年在台湾上市。公司秉持人类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学历的占职工人数的 68%，其中技术人员占职工人

战略，以先进的专业化流水生产线，成熟的现代化企业

数的 46%。公司分别于 2004 年、2009 年通过了国家 GMP

管理制度，为客户提供高品质、超纯净的水刺无纺布、

认证与再认证，并于 2015 年 6 月顺利地通过了 2010 新版

医疗手术衣无纺布、热风 / 热压无纺布、湿巾、化妆品及

GMP 认证。

日化用品系列产品。
企 业 通 过 ISO9001、 ISO14001 、OHSAS18000、
ISO13485、FSC-COC、GMPC 国际体系认证。

电话：15168038202
网址：www.zjshyy.com.cn
地址：浙江省缙云县新建镇工业区

全国独家产品——金归洗液是浙江圣华药业有限公
司的拳头产品，其处方来源于清代著名医籍《医宗金鉴》，
并由国家级名老中医陆芷青教授等多位专家耗时多年的
反复临床试验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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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知心鸟保洁用品有限公司

杭州科立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1998 年，是国内第

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

一家开创性从事酒店有偿用品

服务为一体，并涉足空气消毒

销售模式的企业。经过十几年不断创新与发展，公司已
拥有近亿元资产，于 2010 年乔迁杭州湾产业带的核心区 慈东滨海工业区，拥有全新 18000 多平米现代化花园式
厂房和十万级净化 GMP 消毒产品生产车间。公司已通过
ISO9001、美国 FDA、欧盟 CE 等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产

净化、环保设备、医疗器械等多个领域的现代化企业。
电话：0574-63750987
网址：www.zxnbj.com
地址：浙江省宁波慈东滨海工业区慈
东大道 1987 号

公司位于长三角经济圈内 ---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有着
得天独厚的交通、经济和人文环境。公司主要致力于健
康型科技产业的发展，在空气消毒净化领域，公司与专

电话：0571-86586752
地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杨街
道 16 号大街 985 号 1 幢

业的技术团队合作，逐步研发了以高频高压灭菌除尘技

品畅销美国、欧盟、中东、东南亚、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术、离子云净化技术等为核心的移动式、壁挂式空气净

目前在国内各个省份已建立较为完善的营销网络体系，

化消毒机、中央空调消毒净化装置模块等产品。 在医疗

产品进入全国各地医院、OTC 连锁药店及 10000 多家高

器械领域，公司有一支专业的专家顾问团队和销售团队，

星级酒店。

更好的服务于临床和病患。
公司倡导以人为本，以科技为先导、以市场为依托、
以用户的需要为准则的精神，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
不断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积极地
向社会和医疗机构提供最新最好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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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科立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普瑞美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市吉祥消毒剂厂

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一家

该厂成立于 2002 年，注册资本

以研发、生产与销售医用人体

30 万。是一家主要生产销售消
毒液的消毒产品的生产企业，位于龙山镇新西村 329 国道

消毒产品系列、Ⅰ类及Ⅱ类医用耗材产品系列等为主的
高新技术企业。
普瑞美克拥有阵容强大、高素质的科研团队，其研
发上市的一系列产品均达到国内同类产品的一流水平。
公司拥有 1 个浙江省中医药科学技术奖二等奖，3 个中国

电话：18858125966
主页：www.chinapyramix.com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长安村
王家里 363 号

旁，距离宁波 39 公里，杭州湾跨海大桥 15 公里。公司以
“至诚至信”“至精至美”为服务信条，构建一个高效、

电话：13606882173
地址：慈溪市龙山镇新西村

专业、迅捷的服务平台，不断优化和提高服务水平。用“以
诚为本，用信得众、质量第一、利益共享”作为企业的

国家发明专利，3 个中国实用新型专利，10 个中国外观设

经营理念指导企业的发展，恪守职业道德，优质高效地

计专利。多项专利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大量新技术的应

为客户提供服务，确保客户的满意，增强市场的竞争实力。

用大大增强了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普瑞美克于 2009-2011 年先后投入 500 多万人民币对
生产车间进行 GMP 标准化改造， 车间的空气洁净程度达
到十万级，净化面积达到 3000 平方米，良好的生产环境
为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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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普瑞美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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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吉祥消毒剂厂

德清县新市五洲消毒剂有限公司
杭州春池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公司位于浙江省德
清县新市，主要产
品有五洲牌消毒剂 ( 低味泡腾消毒片 )、五洲
牌饮用水消毒泡腾片、五洲牌漂粉精片、五

电话：13567257893

洲牌漂粉精、污水消毒片、次氯酸钙片等消

地址：浙江省德清县新市镇查亩头

毒产品。 公司产品广泛用于饮用水消毒、医
院环境消毒、游泳池消毒、公共场所、托幼、
饮食卫生业、食品加工业、工业水循环（污水）
处理、高层建筑水箱处理、远洋轮船压舱水
消毒、水产养殖业等方面，特别是洪涝灾害
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7 月，位于

后大面积的防疫消毒。

拱墅区康桥工业园康惠路 1 号
5 幢，主营湿巾生产，产品从 1 片到 120 片，涉及了婴儿
湿巾、洁肤湿巾、医用湿巾、地板湿巾、汽车湿巾、皮
具湿巾、玻璃湿巾、眼镜湿巾、仪表盘湿巾、多功能湿
巾等消毒湿巾品种。公司与万科地产、宁波航空等多家

电话：15157171981
地址：杭州市拱墅区康惠路 1 号 5
幢3楼

浙江省嵊州市天马消毒剂厂

单位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控，公司建立了理化实验

不断优化和提高服务水平。

室及微生物检验室（无菌室），拥有超净化工作台、负

该厂成立于 2004 年，

压密封性检测仪、恒温培养箱和恒温干燥箱等操作设备

位于嵊州市黄泽镇

和检验仪器，严格按照一次性卫生用品国家标准的要求，

夏周村，厂区面积 647 平方米，已获绍兴市安

对于微生物、包装密封性和完整性等指标进行出厂检验。

监局审批的安全经营许可证，洁净车间按国

主要产品：75% 单方乙醇消毒液

家标准要求建立，拥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及一套完整的质量保证体系文件，
该厂以“至诚至信、至精至美”为服务
信条，构建一个高效、专业、迅捷的服务平台，

电话：0575-83260986
地址：浙江省绍兴市嵊州市黄泽镇夏周村

33
杭州春池旅游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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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嵊州市天马消毒剂厂

德清县新市五洲消毒剂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