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及服务名称 产品及服务介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
四川希氏异构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基于CT影响AI技术的“
新冠肺炎”筛查与辅助
诊断临床应用系统

快速识别“新冠肺炎”CT影响，具备基本的“新冠肺炎”
筛查功能；为临床医生提供最终诊断的CT影响数据；结构
化的数据库功能，方便医疗人员进行相关数据查询、统计
等；符合基本临床需求的文本输出；输出符合临床习惯的
可视化病变CT影像。

杨万桃 18681372993

2
成都德信安创新
医疗技术有限公
司

超亲水护目镜防雾涂层 解决一线医务人员长期佩戴护目镜起雾阻挡视线的问题。 武迪蒙 18628251616

3
成都诺森医学检
验有限公司

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核酸检测试剂盒

（荧光PCR法）

采用多重荧光探针，样本检测通量高；灵敏度可检测10
copies/反应；含有内参基因，质控样本有效性；含UDG防
污染体系。

周乐攀 18030456222

4
成都博奥晶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温扩增微流控芯片核
酸分析仪

采用NASBA恒温扩增技术与微流控基因芯片相结合，配套呼
吸道病毒核酸检测分析软件、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恒温扩增芯片法），多指标联合检测，同时检测包括
2019-nCoV在内的19种呼吸道病毒。

范龙平 18981987496

5
成都博奥晶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温扩增核酸分析仪
（高通量版）

采用NASBA恒温扩增技术与微流控基因芯片相结合，配套呼
吸道病毒核酸检测分析软件、呼吸道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恒温扩增芯片法），多指标联合检测，同时检测包括
2019-nCoV在内的19种呼吸道病毒。

范龙平 18981987496

6
成都博奥晶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酸提取试剂

用于核酸的提取、富集、纯化等步骤，其处理后的产物用
于临床体外检测使用。可用于从咽拭子、唾液、血液、尿
液等样本中快速提取病毒核酸物质，所提核酸可用于PCR、
RT-PCR、LAMP、RT-LAMP、NASBA等检测方法。

范龙平 18981987496

7
四川百利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

2019-nCoV（新型冠状
病毒）检测抗体

运用公司现有的杂交瘤技术平台和先进的Single B cell
技术平台筛选可用于检测新冠肺炎的抗体

丁  洋 15982341269

温江区科技赋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经济企业能力清单（第二批）

一、病毒检测--新冠肺炎病毒检测类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及服务名称 产品及服务介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8
成都灵睿奥创科
技有限公司

手持式热成像测温系统
体温范围达到0.2℃测量精度；快速测量，实时测量；最大
测量距离可达4.5米；4、同时准确测量48个目标，跟踪16
个目标；现实最高与最低测量温度。

李经理 13880325186

9
成都灵睿奥创科
技有限公司

热成像监控系统

分辨率380×280/640×480，体温范围达到0.2℃测量精
度；快速测量，实时测量；最大测量距离可达500米；同时
准确测量198个目标，跟踪96个目标；现实最高与最低测量
温度。

李经理 13880325186

10
成都灵睿奥创科
技有限公司

红外非接触温度传感器
（非接触式医疗体温枪

的核心器件）

体温范围达到0.2℃测量精度；高度集成，微体积
5.6x3.0mm；低功耗1.4mA，可集成快速开发。

李经理 13880325186

11
成都灵睿奥创科
技有限公司

非制冷红外焦平面探测
器（热成像系统的核心

器件）

分辨率380×280/640×480，像元间距12-25μm，探测范围
8-15μm，自动对焦组件18mm、38mm、50mm。

李经理 13880325186

12
成都拓垦工程技
术咨询有限公司

区域疫情防控及环境事
件网格化监管系统

学校、企业、工地、小区等人口聚集地的疫情实时自动化
检测、并实时自动上报数据到政府主管部门、采取主动应
对措施，降低政府人力资源、规避感染风险、杜绝瞒报现
象；城市及农村污水排污口防疫自动化处理；区域环境事
件网格化管控系统。

张  帆 18980090903

13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温江
区分公司

热成像人体解决方案
针对各类出入口及人流量集中的场所提供快速体温筛查设
备。

钟  洁 18602877776

14
四川锦丰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热成像人体测温初筛系
统

采用非接触式体温测量方式，用于对出入口行人进行快速
测量，及时发现体温异常人员，执行快速干预手段

罗  磊 15196640472

15
四川中创微银科
技有限公司

重点人员监测管理系统 基层重点人员数据收集、更新、统计、分析等应用。 吴传江 18965902838

二、疫情监测--新冠肺炎疫情监测类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及服务名称 产品及服务介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16
成都航天中兴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

多尺度移动喷雾杀毒机

运用多尺度喷雾除霾技术，通过向大气中喷洒不同粒径的
超微细水雾状消毒液，对空气进行快速清洗，同时起到对
空气消毒防控、PM2.5治理的效果， 并解决了传统杀毒所
产生的气溶胶。而且，超微细水雾状消毒液可以随风扩
散，增加消毒面积，有效扩大消毒面积。

蒋中兵 13708203457

17
四川锦丰纸业股
份有限公司

自动化消毒系统
通过无接触、远程、定时、人工等方式对超声波雾化系统
进行控制。

罗  磊 15196640472

18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温江
区分公司

防疫小程序
提供具备疫情动态、预防技巧、疫情上报、定向医院查询
等十大功能的小程序服务。

袁俊川 16602824599

19
四川百利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

2019-nCoV（新型冠状
病毒）治疗抗体

运用公司现有的杂交瘤技术平台和先进的Single B cell技
术平台筛选可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抗体。

张  勇 18113139736

20
四川朴澜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

针对“新冠病毒”特异
性抗原抗体

免费提供针对“新冠病毒”特异性的N抗原(2019-nCov
nucleocapsid protein) 、 S 抗 原 (2019-nCov spike
protein)、新冠特异性表位抗原。

王  杰 13689013452

21
成都市海通药业
有限公司

肝素钠注射液

应用于手术抗凝、各种基础性疾病（含肺部疾病）形成的
静脉血栓、肺静脉栓塞，以及留置针、PICC的抗凝处理，
在本次新冠病毒肺炎治疗中，是定点医院必备使用的基础
性药物。

彭  佳 18981785715

22
成都市海通药业
有限公司

维生素C注射液
维生素C是人体免疫屏障的重要保障，对于暂无特效药物的
新冠病毒感染，有助于患者快速维持免疫实现自愈。

彭  佳 18981785715

三、疫情防护--新冠肺炎疫情防护类

四、预防诊疗--新冠肺炎预防诊疗类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及服务名称 产品及服务介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23

四川科伦博泰生
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四川科伦
药物研究院有限
公司

抗新型冠状病毒的多肽
药物

针对病毒吸附穿入宿主细胞的复制阶段，利用结构生物学
和生物信息学技术，分别设计能结合冠状病毒S蛋白和宿主
细胞表面受体ACE2的多肽分子，通过双向阻断病毒与细胞
的吸附和融合过程，来抑制病毒对感染细胞。同时开发出
雾化吸入式多肽制剂，靶向呼吸系统，可在口腔、鼻腔、
呼吸道深部、肺部等组织和粘膜上形成一层有效的多肽分
子保护膜，最大限度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风险。该气雾
剂拟用于最可能暴露于新型冠状病毒环境中的人员防护，
如医院医护人员、政府防疫机构人员等，从而能有效切断
病毒的传播，控制疫情的发展。

韩  静 13558753917

24

成都成电医星智
慧医疗软件有限
公司

重大传染性疾病云计算
应急医疗信息集成平台

根据重大传染病防治的要求，采用云计算、互联网和大数
技术，研发用于重大染病应急医疗的传染病医疗信息系
统，通过对传染病疾病的医疗大数据分析，为传染病的防
控和医疗提供决策依据，提高传染病防控和医疗的管理水
平和医疗服务水平。

伍春霏 13268251195

25
翔宇医疗康复设
备成都有限公司

极超短波治疗仪

可扩张局部组织血管，加强血织的营养和代谢过程，同时
增强免疫系统功能，明显抑制炎建组织中的细菌。对于肺
炎支原体肺炎的换气功能，从而很好地改善成人肺患者发
热、咳嗽等一系列症状，加速康复。

郭  敏 18338005672

26
翔宇医疗康复设
备成都有限公司

智能督灸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邪为“寒湿”，艾灸可以温阳
散寒除湿，调理脾胃，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

郭  敏 18338005672

27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温江
区分公司

大数据舆情监测 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对疫情及相关舆情进行监测。 袁俊川 16602824599 舆情传播

28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温江
区分公司

疫情监控云屏
提供疫情的可视化、数据化展示，可实现：1.全国疫情实
时更新与公示；2.本地疫情自定义编辑播报；3.最新疫情
资讯或政策宣传；4.症状科普、科学预防指南。

袁俊川 16602824599 舆情传播

29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温江
区分公司

政企文宣助手
疫情期间免费为企事业单位，疾控中心，卫健委，医院提
供H5制作工具和传播数据分析，用于传播疫情知识，政策
传达，防护科普等。

袁俊川 16602824599 舆情传播

五、辅助防控--新冠肺炎辅助防控类（舆情传播、复工协助、生活服务、在线教育等）



序号 企业名称 产品及服务名称 产品及服务介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30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温江
区分公司

远程教育方案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远程教育平台。 钟  洁 18602877776 在线教育

31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温江
区分公司

联通云视频
疫情期间免费提供100方会议，适用于应急指挥调度、远程
会诊问诊、视频会议。

钟  洁 18602877776 复工协助

32

中国联合网络通
信有限公司温江
区分公司

远程办公OA系统 为中小企业提供在线项目管理，远程办公协作的服务。 袁俊川 16602824599 复工协助

33
成都川农牛科技
有限公司

蔬菜、肉类、粮油等线
上订购上门配送

川农牛e购线上商城下单，第一天预订，第二天上午固定时
间，实行无接触配送，配送过程人员信息公开透明，安全
消毒。做到安全、优质、性比价高。

袁  斌 15882324075 生活服务

34
四川小咖科技有
限公司

小咖跑腿 取送件服务、商品代购服务。 曾  飞 18011589353 生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