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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苏州市华伦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验厂时间： 2017-03-16

实际验厂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桥镇生田村

申请人姓名： 俞素琼 申请人性别： 女

报告编号： TP1703110208

验厂机构： 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审核员姓名： 朱辉 审核员性别： 男

合影

企业名称： 苏州市华伦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320507727230915X

注册地址： 苏州市相城区黄桥镇生田村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人民币 ） 成立日期： 2001-03-19

前言. 验厂概述

苏州市华伦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桥街道生田社区，公司成立于2001年，主要经营
针灸针系列的生产，加工，销售服务。公司拥有自己的品牌，产品经过专业第三方检测，欢迎新老客户莅
临指导

第一部分. 验厂情况介绍

第二部分. 企业基本信息

营业执照信息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二类6827中医器械。生产、销售：五金、电子仪器。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法定代表人： 俞瑞兴 最新年检时间： 2016年

登记机关： 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期限： 2001-03-19 至 长期

营业执照照片

纳税人名称： 苏州市华伦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号： 91320507727230915X

一般纳税人： 具有一般纳税人资格

税务登记信息



税务登记证

一般纳税人证明材料

组织机构名称： 苏州市华伦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320507727230915X

有效期： 2001-03-19 - 长期

组织机构代码信息



组织机构代码证

总人数： 56

管理人员数： 8 质检人员数： 10

销售人员数： 5 客服人员数： 1

生产人员数： 23 采购人员数： 2

设计人员数： 1 电商运营人员： 3

其他人员数： 3

经营模式： 生产型

办公场所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桥镇生田村

办公场所类型： 自有

有效期： 2004-08-31 - 2023-12-25

第三部分. 人员信息

第四部分. 办公场所信息



办公场所实景 办公场所实景

办公场所实景

工厂性质： 自有工厂

厂房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黄桥镇生田村

厂房使用类型： 自有

厂房面积： 3333.33平方米

有效期： 2004-08-31 - 2023-12-25

第五部分. 厂房信息

厂房信息

厂房地区



厂房外景 厂房内景

厂房内景 厂房内景

代工模式： OBM（自有品牌设计）

设计师人数： 1

设计外包： 没有

年平均新款数量： 3

6-10年开发工程师人数： 1

是否自助打样： 是

样品数量： 100

打样/制程工艺师傅数： 3

第六部分. 研发设计能力

研发能力

打样



打样制程设备数量： 3

打样制程设备 打样制程设备

打样制程设备

线上订单： 1% 线下订单： 99%

外贸订单： 15%

第七部分. 接单交付能力

接单能力

接单情况

产品名称 接单数量 单位

针灸针系列 150000000 支

交付情况

产品名称 交付数量 单位 交付周期



线上平台数量： 2

1688

https://hualunyiliao.1688.com

阿里巴巴国际站

http://www.hualunyiliao.net.cn

线上平台名单：

销售总额： 1500万元(最近一年)

名称:   针灸针系列
近1年销量:   150000000 支

针灸针系列 600000 支 1 天

第八部分. 供应链运营能力

铺货能力

销售能力

合作客户

合作客户名称 主营品牌 合作年限 类型

四川省骨科医院 1 纯线下客户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1 纯线下客户

电商客户占比： 1 %



卫生状况： 干净、整洁 照明状况： 光线明亮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常规设备照片

第九部分. 柔性生产能力

生产环境

生产设备

常规设备名 型号 台数 设备校准维护情况

自动绕柄机 40 定期维护

拔针机 4 定期维护

自动弹簧柄机 32 定期维护

自动插针机 2 定期维护

设备总数: 78

流水线/组信息

流水线/组数量： 10



仓储类型： 自有

仓储有效期： 2004-08-31 - 2023-12-25

仓储方式说明： 阴凉,干燥,通风,阻燃

仓储情况： 无独立的成品仓库、有固定的存放位置、物料防护堆放整齐有序、标识明晰

仓储实景照片 仓储实景照片

仓储实景照片

流水线/组类型： 流水型（一件完整产品由10人以内配合完成）

生产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 一年最大产量

针灸针系列 219000000支

第十部分. 仓储情况

第十一部分. 企业资质能力



自有品牌证明材料

经营许可证明材料

自有品牌信息

品牌名 品牌类型 证书编号 证书到期时间

顺和;SHUNHE;S 注册商标(R) 6134334 2019-12-20

经营许可信息

经营许可证书名 证书编号 证书到期时间

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 苏食药监械生产许20010663号 2021-10-08

产品/体系认证类证书

产品体系证书证书名 证书编号 证书到期时间

EC 15067329 001 2019-04-10

EN ISO 13485:2012 15067329 001 2019-04-10



产品体系证书证明材料 产品体系证书证明材料

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其他证书

证书名 证书编号 证书到期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苏械注准20162270211 2021-03-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苏械注准20162270141 2021-03-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苏械注准20162270212 2021-03-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苏械注准20162270213 2021-03-24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苏械注准20162270394 2021-04-24



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其他证书证明材料

是否有质检： 是 质检类型： 自检,第三方检测

第十二部分. 质量管控能力

质检配置及类型

自检信息

设备名 台数

投影验针机 4



第三方质检产品名： 净化生产车间

第三方检测机构名： 苏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第三方质检产品名： 针灸针

第三方检测机构名： 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

第三方产品质检报告

设备照片

第三方产品检测



第三方产品质检报告

进出口类型： 自营进出口

自营进出口证明

物料配送方式： 电商外包物流配送

物流合作商名单： 韵达快递,顺丰速运,德邦物流

第十三部分. 外贸服务能力

进出口能力

物流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