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企业疫情防控清单 

（防疫产品、防疫技术、防疫服务三大类，包含物资供应、协助治理、预防诊疗、远程医疗、疫情检

测 5 个场景，共 63 条信息）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防疫 

产品 

服务机器人 

专业的全自主服务机器人技术方案提供

商，拥有算法、软件、结构、 硬件层全

面的机器人整机能力，超过 130 项技术专

利，已将第一批服务机器人送往至成都市

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并投入使用，后续

将供应更多服务机器人至防控防疫一线 

物资供应 

（疫情防护） 

成都越凡创新科技 

有限公司 
胡松 13281811070 

小型民用 EOW 生

成机 

只需 7 分钟即可制备出 EOW，对于办公、

家庭等室内场所杀菌杀毒效果显著。该设

备制成的 EOW 有效氯含量为 60±

10mg/L，PH 值在 2.0-2.7 之间，氧化还原

电位（ORP）≥1100MV，符合国家卫生

部 GB/28234-2011 标准的理化指标，设备

30 秒即可杀灭微生物，包括病毒、细菌、

真菌、细胞芽孢和真菌孢子等 

物资供应 

（疫情防护） 
四川帮医帮科技有限公司 张本成 18224024308 

集空气净化、细菌

灭杀于一体的净化

器 

对通过空气中的可挥发有机化合物

（VOC）（如甲醛、甲苯、丙酮等）有可

高达 100%的净化作用，对通过空气中的

微尘颗粒＞0.5μ m 有 100%的滤除效果，

对通过空气中的霉菌孢子、细菌有灭除作

用 

物资供应 

（疫情防护） 
成都舒茨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梁景悦 18550033335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医疗监测设备・
icares 

用于连续监测人体的血氧饱和度、灌注指

数、脉率、基础体温心电、血压指标，监

测精度对标国际标准，采用移动、数字医

疗的手段，对呼吸系统疾病及心血管系统

疾病的进行动态监测，可解决多参数监测

在人体移动时数据不准确的难题，具有抗

电磁干扰和消除移动伪影的性能。目前该

产品即将送检获取相关 上市销售资质，

相关资质取得后，检测设备可投入疫情使

用 

物资供应 

（疫情防护） 
四川华鑫通科技有限公司 何平 18040371373 

一次性单采血设备 一次性采血设备 
物资供应 

（疫情防护） 
四川南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蔡强 18328317226 

公共环境地面清洁

的智能机器人 

通过云端管理系统下达工作任务，自主呼

叫电梯，语音播报，到达指定楼层，完成

跨楼层清扫。整个工作流程无人干预，能

够有效替代人力完成整栋大楼的地面清

洁，在疫情期间更能有效减少人工清扫交

叉传染的风险 

物资供应 

（疫情防护） 
成都普诺思博科技有限公司 王建 18980033339 

便携式生态级负氧

离子空气杀菌 

净化器 

用于室内负氧离子空气净化 
物资供应 

（疫情防护） 

四川善介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何新励 13709081117 

空气消毒设备 
医用紫外线、等离子空气消毒机及耗材等

空气消毒设备，用于医院等公共机构 

物资供应 

（疫情防护） 

老肯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陈文川 18121969373 

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 核酸检

测试剂盒（荧光

PCR 法）产品 

产品已于 2020 年 1 月 28 日获得国家药监

局批准上市。公司可协助政府建立“有序

采样、专业物流、集中 检测、智能管控”

的筛查网络，控制疫情恶化。引入广东防

物资供应 

（病毒检测） 
成都高新达安医学检验公司 刘明彦 18620205292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控经验，承接疾控系统部分新冠病毒筛査

和检测工作，提供筛查方案。为疫情防 控

提供生物安全培训、PCR 实验室升级、医

学物流和信息系统等支持 

体外诊断试剂 体外诊断试剂 
物资供应 

（病毒检测） 
四川沃文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李洪丽 13408603568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试剂盒 
检测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物资供应 

（病毒检测） 
迈克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https://www.maccura.com/ 028-81731888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试剂盒 
检测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物资供应 

（病毒检测） 
成都福际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foregene.com/ 

028-83360257/ 

400-856-6189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

检测试剂盒 
检测是否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物资供应 

（病毒检测） 

成都新基因格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http://www.genegle.com/ 

028-85313236/ 

400-600-2825 

感染系列诊断产品

（PCT、CRP、SAA、

IL-6） 

公司的感染系列诊断产品（PCT、CRP、

SAA、IL-6）对于“新冠病毒”的症状初筛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物资供应 

（病毒检测） 
成都爱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ixingbio.com/ 028-64165468 

红外热成像测温 

机器人 

小诺红外热成像测温机器人，可根据被测

人员身高，设置健康机器人默认高度，自

动采集体温、情绪、身高和体重等生理数

据，可用于中小学校、写字楼、厂区、车

站和超市等公共场所 

物资供应 

（疫情监测） 
四川谛达诺科技有限公司 许波 18682693166 

智能型红外热像光

电设备 

便携式红外热像仪，配备高精度 25mm 镜

头，采用可旋转设计，手持式筛查体温，

全系列产品标配 WIFI 模块，可与移动设

备互联，实现数据传输与参数设置 WIFI

打印，全面筛查人体温度 

物资供应 

（疫情监测） 
成都鼎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邱长军 13980921658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基于 AI 的流行性发

热疾病自动预警系

统 

该类产品可以安装在园区、学校、车站、

政务服务等人员密集场所，硬件为摄像机

+黑体+电脑等，具有人脸识别、红外热成

像测温和大数据分析等功能，其中测温系

统具有 0.3 ℃的精度，30ms 出结果，同

时可以检测 16 人 

物资供应 

（疫情监测） 
成都全景智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巩秀清 18780006550 

测温仪 体温测试 
物资供应 

（疫情监测） 
成都凡米科技有限公司 杨雪莲 13774656940 

无菌医疗器械 

拥有消毒产品、无菌医疗器械和植入医疗

器械的生产研发场地，通过了 ISO13485

质量体系认证，部分产品获得 CE 欧盟认

证并远销东南亚和欧洲 

物资供应 

（预防诊疗） 
成都美益达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黄思维 18181998028 

医疗药品 “去感热口服液”等药品 
物资供应 

（预防诊疗)） 

四川大陆集团/四川康特能药业 

有限公司 

http://www.scdljt.com.cn/； 

https://ezhangya.chemdrug.co

m/ 

13980083713； 

028-86255906 

输液设备 输液设备 
物资供应 

（预防诊疗）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昌斌 15982287050 

输液设备 输液设备 
物资供应 

（预防诊疗） 

成都市新津事丰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杨军 13981778419 

太阳能 提供所需产品无人化生产线 
物资供应 

（新能源）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 刘晏 15008406218 

金属间化合物膜 

材料 

高温气体过滤、PM2.5 治理，保障疫情期

间室内洁净空气 

物资供应 

（新材料） 
成都易态科技有限公司 张丽红 13880077936 

http://www.scdljt.com.cn/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筑密封胶 可用于医院工地建设，密封性强 
物资供应 

（基础设施） 

成都硅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http://www.cnguibao.com/ 

 

18615716101 

028-85317904 

13540858050 

防疫 

技术 

新冠状病毒筛查 

解决方案 

在疫情早期就完成新冠状病毒筛查方案

设计 
病毒检测 

四川诺瀚康科技 

有限公司 
http://www.x-codon.com/ 028-83230319 

人员安全解决方案 

能提供人员安全的解决方案，具体包括：

1.在密集人群中，针对未带口罩人员实施

报警，降低风险 2.针对社区提供网格化管

理系统，帮助社区排查可疑感染人员 

疫情监测 
成都考拉悠然科技 

有限公司 
易国锋 13688161460 

发热检测系统 

可通过易瞳摄像头对人员人脸识别及进

行体温判断，体温预警系统集热成像、测

温、人脸智能检测等多项核心技术为一

体，可实现人脸精准追踪和温度的动态显

示，非接触式多目标快速测温，该测温方

案通过双光谱双通道进行全天候实时监

测，测温精度≤0.3℃ 

疫情监测 成都易瞳科技有限公司 窦诚诚 15210192715 

基于体温测试的人

脸识别自动上报系

统 

基于体温测试的人脸识别自动上报系统

的研发 
疫情监测 成都极企科技有限公司 何铮 13980554799 

冠状病毒基因研究 
可根据先导的 DNA 编码化合物库进行病

毒的基因研究 
预防诊疗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 

有限公司 
姜怡 13618096493 

化学一类新药

ACE2 结合剂

-sbkOOl 抗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的研发 

目前本品已经完成前期的急性毒性、亚急

性毒性、心脏毒性、药代动力学、药效学

等临床前筛选研究，肺炎动物模型结果表

明具有明确的肺保护作用，同时本品临床

前安全性高。己经申请化合物核心专利， 

预防诊疗 
成都施贝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岑国栋 13547956490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原料药已经完成中试研究，针对严峻的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力争尽快进入安评

阶段，预计 2020 年申报并进入临床试验

研究 

新药研发 冠状病毒治疗药物研发 预防诊疗 
四川康城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江科奇 17380581639 

新药研发 冠状病毒治疗药物研发 预防诊疗 
成都远睿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郑飞 13258229109 

新药研发 冠状病毒治疗药物研发 预防诊疗 
四川三叶草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www.cloverbiopharma.com/ 

13882016853 

13882052358 

生物技术创新药物 生物技术创新药物 预防诊疗 
成都金凯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汪霞 18908017823 

疫苗研发 冠状病毒疫苗研发 预防诊疗 
成都迈科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李晓 18011497340 

疫情所需药物研发 疫情所需药物研发 预防诊疗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汪晓华 18428374417 

中药研发 疫情所需中药研发 预防诊疗 
成都百裕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 
李先生 13840044004 

3D 生物打印 器官 3D 建模研究 预防诊疗 
四川蓝光英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刘顿 18583860909 

自动化分子诊断 对冠状病毒分子化研究诊断 预防诊疗 
成都瀚辰光翼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曹君 18160026568 

防疫 

服务 

疫情上报小程序及

政府后台管理系统 

辖区居民填写小程序后，政府管理平台可

自动分析统计、报警、查询，便于疫情控

制和防御。该程序目前己开发完成 

疫情监测 睿家科技有限公司 王建 18980033339 

http://www.baidu.com/link?url=u8CyIrjK_64vXWZUw-Wy1U0u-4A3UdtSqeAgOWkoz7e
http://www.baidu.com/link?url=u8CyIrjK_64vXWZUw-Wy1U0u-4A3UdtSqeAgOWkoz7e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疫情数据分析 

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相应的模型，分析疫

情中的重要数据，对疫情相关情况实行动

态化、常态化研究和监测，围绕疫情舆情

传播、物资需求及供给，以及疫情对未来

消费和经济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大数

据建模与分析，为疫情监测与防控贡献

BBD 的“大数据力量” 

疫情监测 
成都数联铭品科技 

有限公司 
钟秋 18600892525 

疫情数据分析 

可为市级政府、区级政府提供大数据分析

平台工具以及数据分析工程师，帮助政府

提高疫情分析效率、数据洞察能力，掌握

疫情变化趋势、预测疫情未来走势，为各

级政府领导的精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疫情监测 
成都四方伟业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陈文佼 18908204760 

无人机疫情监测 
可依托无人机查看人员聚集区等信息，防

疫先行 
疫情监测 成都携恩科技有限公司 时亮 13980685689 

无人机疫情监测 
可依托无人机查看人员聚集区等信息，防

疫先行 
疫情监测 四川傲势科技有限公司 费岚 18086828170 

无人机疫情监测 
可依托无人机查看人员聚集区等信息，防

疫先行 
疫情监测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李小燕 15928427128 

疫情信息溯源 
运用区块链技术将疫情信息打通，溯源追

踪数据 
疫情监测 成都链安科技有限公司 杨霞 13458685796 

心理健康促进服务

平台 

久远银海联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

生中心研发了心理健康促进服务平台

——华西赛泊（公众号、小程序），面向

社会公众提供免费的疫情心理测评和心

理干预疏导服务 

预防诊疗 
四川久远银海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关注微信公众号：Psyclub 华

西赛泊 
028-65511666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新冠早诊”、“发热

门诊查询” 

针对疫情在春节期间上线“疫情防控专

区”，新增“新冠早诊”、“发热门诊查询”

两项全新功能，提供更全面的疫情资讯、

更专业的疫情知识和更权威的疫情防控

服务 

预防诊疗 天府市民云 https://www.tfsmy.com/ 028-83221667 

发热门诊线上挂号

服务 
可提供线上挂号服务 预防诊疗 四川快医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刘婷 18328331305 

防疫线上问诊服务 

1.上线“疫情防控，在线救助”—专家

7x24h 病情咨询，实时疫情动态和辟谣服

务 

2.提供目前唯一的科学居家隔离防护解

决方案，监测、检测、药品都上门 

远程医疗 成都医云科技有限公司 张欣 18702883369 

居家隔离在线陪护

服务 

推出企鹅家庭医生 7*24 小时居家隔离在

线陪护服务，免费提供居家实时监测包，

通过线上家庭医生指导和监测包实时数

据监测；还为居家隔离监测管理工作打造

了“家庭医生居家智能监测平台”。医疗服

务团队全天候远程监测，可同时兼容管理

数百万人健康情况，即时预警干预 

远程医疗 企鹅杏仁医疗集团 www.xingren.com 400-606-5999 

线上问诊 

互联网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远程诊疗中心

上线，为全国百姓提供一对一的在线咨

询、远程诊疗服务 

远程医疗 四川睡呗科技有限公司 
微信小程序：桃子互联网 

医院 
028-86531372 

线上问诊 
提供医疗及远程药学、医学服务和电子处

方流转服务 
远程医疗 四川骏逸富顿科技有限公司 郑婷 13608039629 

线上问诊 

线上药学服务中心设立了“肺炎&流感健

康防护咨询通道”，为用户提供药事咨询

服务及在线传播疫情动态和病例分布 

远程医疗 
成都泉源堂大药房连锁股份 

有限公司 
陈杨 18628211750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疫情相关用药品种

采购一次性补贴 

旗下饮片电商平台“芸豆健康”开展百万

赠药活动，运用互联网手段，为全国受疫

情影响地区平台新用户提供疫情相关用

药品种采购一次性补贴 

协助治理 小豆中药科技有限公司 何雪梅 19983258311 

智能疫情通知回访

系统 

百应科技免费开放智能疫情通知回访系

统，所有参与抗击疫情的政府机构、社会

公益组织均可免费使用。该系统将帮助工

作人员足不出户，高效传递疫情信息，提

高疫情排查、防治效率。比如，对大批返

乡人员进行电话随访，并自动采集受访人

员信息 

协助治理 百应科技有限公司 王女士 16657112036 

疫情防控 AI 回访系

统 

AI 智能外呼，可批量采集居家隔离人员

的每日健康状态、体温监测、突发症状等

数据，结构化统计分析体温变化、症状变

化等，为疫情防治提供数据支持，辅助决

策 

协助治理 成都数心创为科技有限公司 覃璐 18011300544 

相同行程查询工具 

用户可通过输入乘车日期及航班号或火

车车次、公交车车牌、线路号等，查询是

否与已披露新型肺炎确诊患者同行 

协助治理 成都无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http://2019ncov.nosugartech.c

om 
028-65214616 

轨道交通出行信息

查询 

轨道交通智慧出行的信息服务、城市生活

信息等查询 
协助治理 

成都智元汇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 
唐小列 13568920501 

AI 医学翻译 AI 医学翻译协助科研团队进行疫苗研发 协助治理 四川译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马帅 13402866006 

社区战疫信息监控

平台 

（免费） 

通过该平台建立社区监控和隔离对象数

据库，社区工作者通过手机终端及时发现

并上报，每天动态填报监控对象情况，以

利于指挥部掌握。该平台可与各级指挥部

链接，形成城乡社区监控和隔离对象防控

协助治理 四川广软高科有限公司 廖建 18161236333 



类别 名称 简介（产品作用/技术规格） 应用场景 企业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数据一张网，帮助实现“找得到、管得住、

服务好”。解决社区防控重点对象数据动

态不清楚的问题 

网络安全 

对武汉火神山医院的网络安全保障工作，

网络安全防护软件由网络安全工程师协

助部署，以加快医院的尽快落成与投入使

用 

协助治理 亚信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https://www.asiainfo- 

sec.com/ 
800-820-8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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