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购方名称 货物名称 备注
1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01
2 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07
3 成都市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09
4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012
5 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13
6 成都市双流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16
7 都江堰市人民医院（都江堰市医疗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021
8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休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28
9 四川省复员退伍军人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29
10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40
11 四川省金堂监狱 室间质评费 sc010042
12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44
13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青白江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47
14 四川省肿瘤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49
15 成都市武侯区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58
16 四川省骨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62

17
新津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新津县

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73

18
彭州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彭州市

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75

19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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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办事处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79
20 成都市双流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82

21
成都市郫都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成都市郫都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84

22 成都市青羊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088

23
成都中医大第三附属医院(四川省糖尿病防

治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092

24 成都博爱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096
25 四川省林业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13
26 成都航天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16
27 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26
28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27
29 崇州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38
30 金堂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58
31 都江堰市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61
32 成都市青羊区新华少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167
33 成都市成华区桃蹊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169
34 成都市新都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73
35 新津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83
36 金堂县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85
37 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187
38 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194
39 成华区建设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198
40 大邑志昌骨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199
41 四川省革命伤残军人大邑休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204
42 成都安琪儿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212

43
成都市郫都区犀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

都市郫都区中西医给合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215

44 邛崃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217



45 成都美年体检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218
46 成都誉美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219
47 四川大家医学检测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221
48 蒲江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225
49 成都博奥独立医学实验室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227
50 成都骨伤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230
51 成都体育学院附属体育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232
52 成都慈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高新体检门诊部 室间质评费 sc010237

53
大邑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大邑县

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240

54 四川结石病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245
55 成都军研糖尿病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259
56 成都九龙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265
57 成都北新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268
58 成都市武侯区晋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273
59 彭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彭州市精神卫生中 室间质评费 sc010277
60 成都市青羊区府南金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279
61 都江堰和美妇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295
62 都江堰宏惠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06
63 成都市双流区贸园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11
64 成都市成华区万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321
65 邛崃市高何镇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340
66 成都西区安琪儿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4166 成都西区安琪儿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41
67 成都锦江大观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42
68 成都锦江新华卓越门诊部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43
69 成都市温江区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348
70 成都高新博力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52
71 都江堰杰琳康复医院（普通合伙） 室间质评费 sc010353
72 成都锦江益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57
73 成都华夏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59
74 四川锦欣妇女儿童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66
75 成都高新华南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370
76 成都市双流区黄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371
77 成都军大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382
78 成都华佑戒毒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400
79 寿安公立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409
80 成都市成华区跳蹬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414
81 成都高新中环康源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415
82 成都市郫都区骨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418
83 金堂黄氏中西医骨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419
84 成都武侯环亚华康体检门诊部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430
85 成都美兆健康管理有限公司高新综合门诊部 室间质评费 sc010432
86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433
87 成都市双流区公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10434
88 成都新视界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436
89 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437
90 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440
91 四川省泌尿外科医院（有限合伙） 室间质评费 sc010442
92 成都市郫都区港区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443
93 成都中科甲状腺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450
94 成都风湿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462



95 成都市双流区胜利镇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10464
96 中核中同蓝博（成都）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10467
97 江油宝石花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20201
98 绵阳市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03
99 江油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18
100 中国人民解放军63820部队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22
101 绵阳市骨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28
102 绵阳市涪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20237
103 盐亭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20246
104 盐亭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51
105 三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20252
106 绵阳万江眼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57
107 北川羌族自治县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59
108 梓潼县太康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20261
109 绵阳市游仙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66
110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御营分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67
111 三台县刘营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68
112 绵阳市涪城区吴家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70
113 绵阳美年大健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体检门诊 室间质评费 sc020271
114 绵阳市涪城区青义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75
115 三台县西平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80
116 绵阳高新区磨家镇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83
117 梓潼县文昌镇中心卫生院文丰分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84117 梓潼县文昌镇中心卫生院文丰分院 室间质评费 sc020284
118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30302
119 富顺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30304
120 富顺县晨光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30305
121 自贡市精神卫生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30308
122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30313
123 富顺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30316
124 荣县华康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30320
125 自贡美年大健康体检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30323
126 攀钢集团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40402
127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40404
128 攀钢集团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40406
129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40408
130 米易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40412
131 攀枝花市铁路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40419
132 泸州市纳溪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04
133 泸州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05
134 古蔺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09
135 叙永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10
136 泸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11
137 泸州市龙马潭区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13
138 泸州市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14
139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17
140 泸州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22
141 叙永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23
142 泸州市龙马潭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25
143 古蔺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50526
144 合江健欣兴康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50527
145 泸州市美年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50528



146 德阳市罗江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60603
147 广汉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60606
148 德阳市第六人民医院（东汽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60608
149 绵竹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60611
150 德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60616
151 德阳市旌阳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60620
152 什邡第二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60622
153 德阳肿瘤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60623
154 什邡仁济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60625
155 德阳新铁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60629
156 什邡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60632
157 绵竹市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60634
158 中江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60636
159 绵竹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60638
160 广汉市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60647
161 德阳市旌阳区黄许镇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60650
162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01
163 乐至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04
164 安岳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10
165 简阳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11
166 资阳市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17
167 安岳县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18
168 简阳市川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19168 简阳市川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19
169 四川省乐至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26
170 资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27
171 乐至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70728
172 安岳县石羊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39
173 安岳县李家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70741
174 资阳市美年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70754
175 四川省旺苍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01
176 广元市第三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02
177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03
178 广元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09
179 旺苍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10
180 苍溪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12
181 广元市朝天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13
182 广元市利州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17
183 苍溪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18
184 剑阁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19
185 剑阁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20
186 广元市昭化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23
187 广元市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26
188 苍溪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80827
189 广元市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30
190 四川省旺苍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32
191 广元市朝天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35
192 苍溪社会保险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36
193 苍溪瑞祥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80838
194 剑阁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80840
195 射洪县中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03
196 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07



197 遂宁市安居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14
198 射洪县金华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16
199 蓬溪友爱天仁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090917
200 射洪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90920
201 遂宁市安居区拦江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21
202 大英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22
203 遂宁市船山区永兴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28
204 大英县河边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29
205 射洪平安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31
206 遂宁市船山区龙凤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34
207 遂宁市安居区西眉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37
208 大英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090939
209 遂宁市船山区仁里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090943
210 内江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01003
211 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01004
212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01005
213 内江市市中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01006
214 资中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01008
215 威远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01009
216 内江市第六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01010
217 隆昌市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101014
218 内江市市中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101016
219 威远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01022219 威远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01022
220 乐山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01
221 乐山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04
222 犍为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05
223 五通桥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09
224 夹江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15
225 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22
226 乐山市沙湾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24
227 马边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26
228 峨眉山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33
229 乐山市市中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34
230 乐山市精神卫生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11135
231 井研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36
232 乐山市老年病专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111137
233 夹江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11138
234 乐山市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40
235 五通桥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41

236
乐山市市中区肿瘤医院（乐山市市中区第二

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45

237 乐山市金口河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46
238 乐山市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47
239 峨眉山市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49
240 峨眉山市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50
241 犍为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11151
242 乐山市沙湾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11153
243 井研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11154
244 乐山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61
245 夹江县马村张氏骨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11164
246 峨眉山市东区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111165



247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02
248 宜宾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21206
249 长宁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07
250 高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15
251 珙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16
252 兴文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24
253 高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25
254 珙县中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27
255 宜宾市矿山急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32
256 兴文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34
257 宜宾市南溪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21240
258 宜宾川南体育骨科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121244
259 宜宾市叙州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21247
260 宜宾市叙州区观音镇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48
261 宜宾市第二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49
262 宜宾利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121253
263 兴文县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21254
264 筠连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56
265 宜宾市叙州区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57
266 长宁县众康医疗有限责任公司安宁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60
267 筠连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21261
268 江安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21263
269 高县来复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65269 高县来复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121265
270 眉山市彭山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01
271 洪雅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06

272
眉山市彭山区人民医院（眉山市第三人民医

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11

273 仁寿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13
274 丹棱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14
275 仁寿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18
276 眉山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23
277 眉山骨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25
278 青神康达骨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131328
279 眉山市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29
280 仁寿中鑫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34
281 洪雅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31335
282 眉山老年病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31359
283 广安市广安区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01
284 广安市广安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02
285 广安市前锋区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03
286 四川省武胜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05
287 广安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06
288 华蓥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07
289 四川华蓥山广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 室间质评费 sc141408
290 邻水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10
291 广安市邻水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12
292 广安市精神病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14
293 武胜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15
294 邻水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41417
295 巴中市中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51501
296 南江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51507



297 平昌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51511
298 通江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51514
299 巴州红十字华龙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51515
300 南充市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61601
301 营山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61624
302 仪陇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161625
303 南充爱尔麦格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161626
304 南部县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161627
305 南充启辰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人康体检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61630
306 南充市高坪区东观中心卫生院 室间质评费 sc161632

307 四川省南充卫生学校附属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61633

308
南充市顺庆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南充市顺庆区妇幼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161635

309 西充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61647
310 西充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61653
311 达州市中心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01
312 达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02
313 宣汉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05
314 达川区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07
315 开江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10
316 达州市达川区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12
317 宣汉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16
318 大竹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71717318 大竹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71717
319 大竹县中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19
320 万源市中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21

321
渠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渠县妇幼

保健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28

322 达州市民康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30
323 渠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71731
324 宣汉县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71741
325 天全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81805
326 石棉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81808
327 芦山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81811
328 荣经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181817
329 天全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81821
330 石棉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81825
331 雅安仁康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181832
332 天全天愿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81835
333 茂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91903
334 松潘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91904
335 理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91908
336 阿坝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91913
337 茂县兴富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91915
338 汶川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91916
339 汶川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191917
340 红原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191918
341 巴塘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02005
342 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02010
343 昭觉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03
344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04



345 甘洛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18
346 攀钢西昌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19
347 西昌市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21
348 木里藏族自治县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25
349 凉山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212129
350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32

351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34

352 西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室间质评费 sc212137
353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40
354 会东县中医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41
355 西昌王氏骨科专科医院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212142
356 冕宁县第二人民医院 室间质评费 sc212152
357 西昌美年大健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212153
358 德阳市中心血站 室间质评费 sc999902
359 凉山彝族自治州中心血站 室间质评费 sc999905
360 绵阳市红十字中心血站 室间质评费 sc999907
361 内江市中心血站 室间质评费 sc999909
362 广汉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10
363 雅安市中心血站 室间质评费 sc999911
364 金堂蓉生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14
365 都江堰蓉生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17
366 南充市红十字中心血站 室间质评费 sc999924
367 绵阳市安州区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26367 绵阳市安州区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26
368 资中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27
369 长宁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31
370 岳池博雅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34
371 剑阁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35
372 甘孜州中心血站 室间质评费 sc999941
373 三台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49
374 高县蓉生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51
375 渠县蓉生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53
376 苍溪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55
377 开江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56
378 资中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威远采浆点 室间质评费 sc999957
379 盐亭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58
380 隆昌蜀阳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59
381 邻水博雅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室间质评费 sc99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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