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相关医用耗材联盟地区集团带量采购中选结果

序号 类别 报名企业名称 注册证名称 注册证号
中选价格（元/人

份）
拭子价格（元/人

份）
保存液价格（元/人

份）

1 核酸提取类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苏泰械备20200090号 2.68

2 核酸提取类 江苏硕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盒（磁珠法） 苏泰械备20150256号 2.88

3 核酸提取类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170583号 2.6

4 核酸提取类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200293号 2

5 核酸提取类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201539号 2.8

6 核酸提取类 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陕西械备20140007号 5.1212

7 核酸提取类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170667号 2.9895

8 核酸提取类 潮州凯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磁珠法NO-R-A

Ⅰ型/磁珠法NO-R-AⅡ型)
粤潮械备20200023号 4.1998

9 核酸提取类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盒 湘长械备20150021号 4.47

10 核酸提取类 广州杞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191583号 7.495

11 核酸提取类 广州赛百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200208号 7.8

12 核酸提取类 上海伯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及纯化试剂 沪奉械备20180202号 7.8751

13 核酸提取类 厦门安普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闽厦械备20170006号 7.98

14 核酸提取类 重庆中元汇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盒（磁珠法） 渝械备20200128号 7.98

15 核酸提取类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沪闵械备20180492 8.3

16 核酸提取类 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全血核酸提取试剂盒（磁珠法） 苏苏械备20200636号 1.0025

17 核酸提取类 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盒 苏苏械备20200237号 1.0075

18 核酸提取类 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盒 苏苏械备20200148号 1.02

19 核酸提取类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沪闵械备20200013号 1.1

20 核酸提取类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沪闵械备20200152号 1.1

21 核酸提取类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沪闵械备20200095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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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核酸提取类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沪浦械备20150058号 1.2

23 核酸提取类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磁珠法） 苏泰械备20200622号 1.8

24 核酸提取类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磁珠法） 苏泰械备20200777号 1.8

25 核酸提取类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磁珠法） 苏泰械备20200621号 1.8

26 核酸提取类 广州达泰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200366号 2.5

27 核酸提取类 上海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沪徐械备20200006号 2.6

28 核酸提取类
广州市达瑞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200752号 2.6

29 核酸提取类 广州湾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201877号 2.67

30 核酸提取类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磁珠法，预分

装）
苏泰械备20200791号 2.8

31 核酸提取类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鄂汉械备20201053号 2.8

32 核酸提取类 广州达泰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200367号 2.8

33 核酸提取类 慈达（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粤穗械备20200449号 2.98

34 核酸提取类 上海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沪徐械备20200009号 3

35 核酸提取类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磁珠法，预分

装）
苏泰械备20200789号 3

36 核酸提取类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预分装磁珠

法）
苏泰械备20200779号 3

37 核酸提取类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盒（磁珠法） 鄂汉械备20200251号 3.1

38 核酸提取类 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盒（磁珠法） 鄂汉械备20200384号 3.1

39 核酸提取类 南京中科拜尔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纯化试剂盒 苏宁械备20200117号 3.2798

40 核酸提取类
深圳市汇研科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Nucleic Acid 
Extaction Kit

粤深械备20150033号 3.38

41 核酸提取类 武汉中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鄂汉械备20201055号 3.45

42 核酸提取类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苏泰械备20200506号 4

43 核酸提取类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 苏泰械备20200507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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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核酸提取类 江苏默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或纯化试剂（磁珠法，预分

装）
苏泰械备20200793号 4.5

45 核酸提取类 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盒 苏苏械备20201014号 5.48

46 核酸提取类 苏州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盒 苏苏械备20200149号 6.29

47 核酸提取类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沪闵械备20200151号 8.3

48 样本采集类 广东牧玛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莞械备20200024号 1.38 0.55 0.83

49 样本采集类 山西汉济堂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采样器 晋并械备20200009号 1.6 0.3 1.3

50 样本采集类 广东国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200103号 2.25 0.4 1.85

51 样本采集类
深圳市希尔曼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深械备20200037号 2.3 0.3 2

52 样本采集类 广东南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样本保存液 粤穗械备20180538号 1.761 0.35 1.411

53 样本采集类 广州市宝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200225号 2.2 0.5 1.7

54 样本采集类 深圳逗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深械备20200077号 3.4736 0.9513 2.5223

55 样本采集类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

股份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鲁威械备20200040号 3.55 0.25 3.3

56 样本采集类
成都瑞琦医疗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川蓉械备20200030号 2.79 1 1.79

57 样本采集类
广州杞梓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200180号 3.895 1 2.895

58 样本采集类
重庆中元汇吉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渝械备20200108号 4.15 1.2 2.95

59 样本采集类 厦门安普利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细胞保存液 闽厦械备20190138号 4.19 0.8 3.39

60 样本采集类
慈达（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200330号 1.89 0.75 1.14

61 样本采集类 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 细胞保存液 陕西械备20200014号 2.9288 1.4644 1.4644

62 样本采集类 潮州凯普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样本保存液 粤潮械备20160007号 4.3998 0.35 4.0498

63 样本采集类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样本保存液 粤穗械备20200214号 4.4968 0.8 3.6968

64 样本采集类 广州市微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200572号 4.5003 0.3558 4.1445

65 样本采集类 广州市邦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180030号 2.6 0.5 2.1

66 样本采集类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

司
样本保存液 粤穗械备20200802号 1.8 0.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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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样本采集类 湖北泰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鄂孝械备20200037号 4.89 0.8 4.09

68 样本采集类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

司
一次性使用采样器 粤穗械备20201915号 2.2 0.4 1.8

69 样本采集类 广州邦德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采样器 粤穗械备20200106号 3 0.4 2.6

70 样本采集类
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

司
样本保存液 粤穗械备20201254号 1.8 0.4 1.4

71 样本采集类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样本保存液 粤穗械备20150192号 5.2448 0.8 4.4448

72 样本采集类 深圳市梓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深械备20190041号 4.028 0.8 3.228

73 样本采集类 慈达（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采样器 粤穗械备20200501号 1.79 0.75 1.04

74 样本采集类 石家庄康卫仕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冀石械备20200040号 1.87 0.3 1.57

75 样本采集类 湖南优尼沃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湘长械备20200261号 1.68 0.35 1.33

76 样本采集类 三明市贝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闽明械备20200002号 1.55 0.25 1.3

77 样本采集类
广东康德莱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

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珠械备20200068号 1.752 0.3 1.452

78 样本采集类 惠州市阳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惠械备20200083号 1.78 0.4 1.38

79 样本采集类
山东省成武县永康医用制品有限

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鲁菏械备20200132号 1.86 0.28 1.58

80 样本采集类 广州市准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201201号 2.55 1.25 1.3

81 样本采集类 广州市准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一次性使用采样器 粤穗械备20201931号 0.42 0.2 0.22

82 样本采集类 浙江峻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取样器 浙绍械备20200149号 1.67 0.77 0.9

83 样本采集类 广州博联思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201071号 1.7 0.25 1.45

84 样本采集类 广东聚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201052号 2.86 0.66 2.2

85 样本采集类 广东聚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202306号 1.01 0.5 0.51

86 样本采集类 广州智谱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样本保存液 粤穗械备20200099号 1.5 0.35 1.15

87 样本采集类 广州智谱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使用病毒采样管 粤穗械备20201427号 1.5 0.35 1.15

88 样本采集类 广州智谱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样本保存液 粤穗械备20202092号 1.5 0.35 1.15

89 样本采集类 广州智谱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样本保存液 粤穗械备20200596号 1.5 0.35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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