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Hualan Biological Engineering Inc
地址：河南省新乡市华兰大道甲 1 号
邮编：453003
网址：www.hualanbio.com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血液制品、疫苗、基因工程药物等生物制品研发、
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国家级创新型试点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注册资本金 9.3 亿元，总
资产 47.7 亿，市值近 300 亿元，下属子公司 30 余家，产业遍及河南、北京、重庆、江苏、
江西等地区。2016 年实现营业收入 19.34 亿元，净利润 7.8 亿元。是国内首家通过 GMP 认
证的血液制品企业，首家血液制品上市公司，首家通过流感疫苗 WHO 预认证的企业。公司
全面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ISO”管理体系认证，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华
兰”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覆盖率位居同行业前列，并出口至
东南亚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生物制品研发、生产企业之一。

中科荣信（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ongKe RunXin (Suzhou)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安民路 6 号
邮编：215152
网址：www.runxinbio.cn
中科荣信（苏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8 日，注册资金 10000 万元。
公司坐落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国家生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苏州产业基地，
是集壳寡糖、几丁寡糖等糖生物工程技术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市场推广于一体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以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国家生化工程技术中心（北京）为技术依托，聚
集大量的高科技工作者，博士、硕士、海归糖生物工程专家等高素质、高效率的管理团队。
采用国际一流应用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酶反应-膜分离技术制备壳寡糖，建成亚洲最
大的寡糖生产线。一切为用户创造最大价值是中科荣信发展中的核心竞争力，成长为世界一
流的糖生物工程技术企业是中科荣信永恒的追求。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3SBioINC
地址：中国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号路 1 甲 3 号
邮编：110027
网址：http://www.3sbio.com

三生制药是一家综合性的生物制药公司，在肿瘤科、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和肾科拥有市场
领先的生物药产品线。特比澳为当今全球唯一商业化的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产品，
益赛普为首个上市的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重组人 II 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益
比奥和赛博尔为重组人促红素("rhEPO")产品。三生制药致力于打造一条创新的产品管线，
拥有逾 16 项国家一类新药在研产品。三生制药的生产能力覆盖重组蛋白，单克隆抗体和化
学合成药品，生产基地分布于沈阳、上海、杭州、深圳以及意大利科莫。本公司亦积极透过
收购、授权及建立伙伴关系以拓展国际市场。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YICHANG HUMANWELL PHARMACEUTICAL CO.,LTD
地址：湖北省宜昌开发区大连路 19 号
邮编：443005
网址：http://www.ycrenfu.com.cn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是国家麻醉药品定点研发生产企业、国家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麻醉药品生产行业的领军企业。

公司致力于走科技创新之路。

目前共拥有专利 74 余项。在国内率先研发出枸橼酸芬太尼、国家二类新药盐酸瑞芬太尼、
国家三类新药枸橼酸舒芬太尼、氢吗啡酮、纳布啡等一批具有行业领先水平的麻醉药品原料
及制剂产品，麻醉类主导产品占据国内市场 60%以上份额。除麻精类药品外，公司还生产
瑞丁、瑞尼、福必安、泰瑞特、普复舒、倍泰等名牌产品。公司原料及制剂出口国外多个地
区，在业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信誉。公司研发中心先后被国家发改委、人社部认定
为“麻醉药创新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6 年 8 月在美国成立了新
的研发中心，将医药研究阵地建在国际最前沿。 在未来发展中，公司将秉承“人人健康、家
家幸福”的企业理念，以“提升生命质量，创造幸福生活”为使命，推行国际化战略，全面转
型升级，以麻醉药为核心，并在药物制剂出口、基本药物等领域形成突破，依托产品研发、
营销网络、质量品牌等方面的优势不断做大做强，最终实现“做麻醉镇痛领域领跑者、创建
国际一流制药企业”的宏伟愿景，为人类健康事业做出新贡献！

通用电气医疗集团生命科学事业部
GE Healthcare Life Sciences
地址：上海浦东新区华佗路 1 号
邮编：201203
网址：www.gelifesciences.com.cn
GE Healthcare Life Science 隶属于通用电气医疗集团，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主要应用于基
因科学、蛋白质科学、药物开发研究、以及生物制药、诊断、法医和环保等行业。 我们为

制药公司提供完整解决方案，以减少新药筛选和开发的时间和费用，迅速、简单地将研究成
果转为规模化生产，并更好地从药物开发候选方案中选择开发出有效、安全药物的方案，更
快地研制新药，为医药研发领域的重大突破铺平道路。我们的 Biacore 非标记分子相互作用
分析系统是生物分子间相互作用、动力学和热力学研究的标准方法。我们的 ÄKTA 系统是
专为生物分子纯化而设计的平台，集成了液相层析系统、软件和预装柱；市场上 90% 以上
FDA 批准的生物药正是使用基于相同设计理念的可放大平台 ÄKTAProcess 系统和填料进行
生物药物分子的提纯。我们的 Whatman 品牌提供在全球享有盛誉的过滤产品和技术，为分
析领域、医疗保健和生物科学市场提供全新的解决方案。

尼康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NIKON INSTRUMENTS（SHANGHAI）CO.,LTD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000 号恒生银行大厦 26 楼
邮编：200120
网址：www.nikon-instruments.com.cn
NIKON 仪器（上海）有限公司是 2003 年 4 月设立的株式会社尼康全额投资的上海注册
公司。着中国市场对尼康产品需求的日益提高，为了销售工作和售后服务更上一层楼，成立
了协助代理商进行销售和服务咨询的公司。然后 2004 年 7 月 1 日在北京，2005 年 7 月 1 日
在广州分别又开设了 2 家办事处，北京和广州办事处于 2007 年分别设立为北京分公司和广
州分公司。在 2013 年，又相继开设了成都和武汉办事处。尼康将充分发挥其拥有百年历史
的研发能力及雄厚技术，不仅为中国的广大生命科学仪器用户大量提供各种以生物显微镜为
首的高品质光学仪器，同时也为中国的广大工业仪器用户大量提供高品质的几何量光学量仪
以及各种工业显微镜，并且提供各种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北京中原合聚经贸有限公司
BEIJING ZHONGYUAN LTD.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方东路 11 号
邮编：100125
网址：www.sinozhongyuan.com
北京中原公司是政府认定的生命科学产品公共服务平台，为国内广大用户提供生物试剂、
耗材、科研分析仪器及设备采购服务。公司是多家国际权威机构（如 WHO、ATCC 等）及
著名国际生物技术公司在中国地区的指定供应商，产品包括病毒株、细胞株、标准品、耗材、
生化、免疫及细胞培养试剂、仪器、设备等，广泛应用于生命科学基础研究、生物制药、疾
病诊断与控制、检验检疫、食品卫生等诸多领域。平台客户涉及大专院校、研究机构、医院、
卫生防疫、商品检验检疫、生物制药公司、食品企业等。公司本着“推动生命科学事业，服
务于全人类健康”的既定使命，秉承团结，勤奋，创新，发展的价值观，坚定不移地向“成为

中国最大的生命科学产品服务平台”的目标迈进。

上海闪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FLASH SPECTRUM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 2338 号 47 号楼 508 室
邮编：201108
网址：www.shanpu2010.com
上海闪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的光栅型全波长酶标仪生产商，成立于中国科学
院上海生物工程中心，专注于光栅型全波长酶标仪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上海闪谱公司的全
波长酶标仪产品于 2012 年 3 月 1 日正式上市，从此打破了进口产品对全波长酶标仪的垄断。
公司设有市场、研发、生产、售后服务部门，拥有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工程
中心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主体的科技队伍，具有大量技术储备，并得到著名分析仪器公司投资，
愿意为用户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

美谷分子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Molecular Devices
地址：上海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 号 1 座 501 室
邮编：200335
网址：www.moleculardevices.com.cn
Molecular Devices 始创于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硅谷，作为全球高通量仪器设备的优秀品
牌，一直致力于为生命科学研究及药物研发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其产品覆盖微孔板检测分
析、高通量筛选、高内涵成像、高效克隆筛选等。公司以持续创新、快速高效、高质量的产
品及完善的售后服务著称业内。Molecular Devices 为您提供高性能的分析检测系统，加快和
改进药物研发和及基础生命科学的研究。我们的产品除了用于科研单位和部门外，还帮助制
药和生物技术企业从分子、细胞和系统水平去了解各项生物功能，研究开发新的治疗方法。

广州五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uangzhou Wuzhou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学城光谱西路 3 号研发大楼西门 4 楼
邮编：510663
网址：www.wuzhoucloud.com
五舟科技一直致力于成为最受尊敬的信息化服务企业。五舟品牌创立于 2002 年，是一
家以云计算和大数据为技术方向、服务器国产化和云计算软件为核心业务、差异化定制服务
为核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是专业的云计算大数据一体化产品及服务提供商，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极具潜力的高科技企业，云计算大数据和教育服务概念股，新三板服务器概念第

一股（831619.OC）。

喀斯玛（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CASMART (BEIJING) 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三街 6 号中科资源大厦裙楼四层
邮编：100190
网址：www.casmart.com.cn
喀斯玛商城（www.casmart.com.cn 家专门针对于科研耗材采购交易及管理的第三方电子
商务平台，隶属于中科院下属企业——北京中科资源有限公司，目前主要业务范围包括生化
试剂、耗材、技术服务（测序、引物合成、检验检测）、小型仪器（50 万元以下）、电子
元器件、低值易耗办公用品，业务遍及全国 30 个大中城市；商城现有入网供应商近 6700
余家，在线商品数量 6000 余万种（条），入网采购单位 1000 余家，采购会员三万余名。商
城以打造“科学家自己的采购平台”为宗旨，力争建设成为保护科学家、方便科学家、促进科
学家科学研究的平台。以市场化和信息化的手段解决了信息对称问题、供应商监管问题、商
品质量保障问题、价格公道合理问题和采购程序规范问题。

上海比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Bio Scientific Supplies Co.Ltd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凯旋路 3500 号华苑大厦 1 号楼 10B 室
邮编：200030
网址：www.bio-scienti.com
上海比奥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000 年成立于上海，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中国的生物工艺，
微生物检测及生物安全涉及到的各个行业提供世界一流的仪器设备和服务。代理产品的制造
商都是专业制造公司，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代理的产品都是全球顶级品牌的产品，
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信誉，专业的售后服务和快速的零配件供应。主要产品有：瑞
士阿道夫科耐摇床、IBS 细胞培养设备(细胞培养滚瓶机、细胞培养转瓶机、全自动培养基
分装机、自动分装泵、火焰灭菌器、真空吸液仪、电转移液枪等等)）、TPP 细胞培养器材、
德国 SYSTEC 高压蒸汽灭菌器、意大利空气采样仪等。

大连中科格莱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lian GlycoBio Co., Ltd
地址：大连市黄浦路 911 号
邮编：116023
网址：www.glycobio.com.cn
大连中科格莱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8 月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成立，是集壳

寡糖、褐藻酸寡糖、几丁寡糖等海洋生物制品开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技术上依托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和中科院过程糖生物工程课题组，拥有整套壳寡糖自主知
识产权的专利化生产技术，在国际上首次报道并采用酶反应-膜分离耦合技术制备壳寡糖，
已建成全国最大的壳寡糖生产线，年产量可达到 120 吨。在壳寡糖单体分离纯化技术上也获
得成功，可分离壳寡糖系列单体和木寡糖系列单体，达到化学标准品的要求。2014 年申报
的壳寡糖获得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食品原料批准，推动了壳寡糖在人类健康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公司秉承“绿色，科技，健康，发展”的思想理念，集“产、学、研一体化”的优势，立足
于人体健康，绿色养殖，生物农业三大领域。不仅拥有生物技术产业化生产车间所具有的专
业平台，还具有完善的生物技术研究、开发试验室系统及先进的检测系统等专业的配套设施。
产品广泛应用于保健食品、功能性食品、饲料添加剂、生物农药、日化等领域。

上海怡康化工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怡康化工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物技术相关高精尖仪器、试剂、耗材和服务
的专业综合供应商，为广大科研／生物制药提供最专业的综合解决方案。在糖链研究方向，
我们是日本住友电木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提供糖链纯化／标记／检测服务以及糖芯片产品，
可以为您的糖链研究制定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同时，可提供完整的毛细管电泳－质谱联用解
决方案，在糖链的结构鉴定和解析方面，可以提供有力的分析工具和以及分析方法开发服务。
在食品工业，水质监测，土壤监测，饮料和矿泉水成分分析，葡萄酒，白酒，还有牛奶添加
物分析，中药成分分析，石油勘探，饲料，化工原材料分析，蛋白质药物分离，药物动力学
研究，血红蛋白测定， CEMS 实验方案已经成为了不可替代的分析手段。

北京中科惠泽糖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C&S Grace Oligosaccharide-biological Engineering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1 号安富大厦 8 层
邮编：100078
网址：www.guatang.com
北京中科惠泽糖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糖生物工程技术为依托，以健康产业
为主导的多元化经营企业。经营范围涉及保健食品、医疗器械、养生养老地产开发、文化艺
术交流等领域。公司的发展方向是成为健康产业的领跑者，开创健康养老服务新型发展模式。
由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1805 课题组研发、公司荣誉出品的奥利奇善壳寡糖胶囊，是国家“九五”
科技攻关项目成果产品，自投放市场以来赢得日益广泛的消费者的高度赞誉与信赖。截止目
前，有近 300 个大中城市的消费者身受其益。公司在全国各地拥有十几个养老养生基地，同
时进行壳寡糖植物疫苗的应用推广工作。每年一届的“中科惠泽爱情孝亲节”、“CCVT-中科
惠泽杯‘夕阳贺新春'文艺晚会”，广受各界欢迎。

北京深蓝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Cycloud Bio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25 号院 2 号楼 1 单元 3 层
邮编：100176
网址：www.cycloudbio.com
北京深蓝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新型生命科学研究仪器和分析产品以及优
化的整体应用解决方案。深蓝云生物配备着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应用支持，依托国际领先的生
命科学产品和解决方案，专注为用户提供分析产品和完善的售前咨询和售后服务。

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Carl Zeiss(Shanghai)Co., Ltd.ZEISS Group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美约路 60 号
邮编：200131
网址：www.zeiss.com.cn
蔡司是全球视光学和光电子工业领域知名的跨国公司, 1846 年创立于德国，至今已有
171 年历史。专注于技术的创新和为客户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蔡司显微镜部门的产品包括：传统光学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X 射线显微镜以及
电子显微镜。这使蔡司公司成为全球唯一一家可同时提供全套显微成像解决方案的生产制造
商。蔡司通过这些解决方案，为生命科学和材料研究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应用技术支持与
服务。协助客户不断探索微观世界的新视野、挖掘更全面丰富的样品信息是我们的任务和信
念。
蔡司中国拥有目前业内最精良的售后服务团队。我们永远不变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为
用户提供专业、严谨、优质的售后服务，更是为了协助客户突破难关、创造价值、 成就不
可能中的可能。

武汉转导生物实验室有限公司
WUHAN BIO-TRANSDUCTION LAB CO.,LTD
地址：武汉市高新大道 666 号生物技术研究院 B7 栋 4 楼
邮编：430075
网址：www.transduction.com

www.bt-lab.cn

北京深蓝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Cycloud Biotechnology Co,.Ltd.

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四路 25 号院 2 号楼 1 单元 3 层
邮编：100176
网址：www.cycloudbio.com
北京深蓝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新型生命科学研究仪器和分析产品以
及优化的整体应用解决方案。深蓝云生物配备着专业的技术支持和应用支持，依托国际领先
的生命科学产品和解决方案，专注为用户提供分析产品和完善的售前咨询和售后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