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科资 匚⒛⒛〕18号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公布
⒛19年度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结果的通知

各实验动物许可证持证单位 :

根据国家 《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和 《四川省实验动物

许可证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 相关规定,按照 《四川省科学技

术厅关于开展 ⒛19年度全省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工作的通知》

(川 科资 匚⒛⒛〕4号 )要求,我厅组织开展了⒛19年度全省

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工作,现将结果公布如下:

一、通过许可证年检单位

通过⒛19年度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的单位共 61家单位、γ

份许可证,具体名单见附件。

二、年检手续办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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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通过许可证年检的单位,邮 寄实验动物许可证副本原件及

年检受理通知书,年检受理通知书登录四川政务服务网下载打印,

于 4月 27日 至 4月 30日 到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科技厅窗口办理年检手续(地址:成都市草市街 2号 四

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5楼科技厅(19号 )

窗口
)。 各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逾期不予办理。

请各单位结合许可证年检结果,依法依规做好实验动物各项

工作。

四、联系方式

四川省农村科技发展中心

陈  步←  028——85284899

刍阝穸阝星  028——85284384

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科技厅窗田

徨鼾埕豕阳  028——86953563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资源配置与管理处

刍阝  冥F  o28——86729671

附件:通过⒛19年度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单位名单

`=喟
`

-2_



通过⒛19年度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单位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l 成都纽瑞特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丨|'019-217

’

~ 成都百康医药工业药理毒理研究院 SYXK(丿刂

'018-0o8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SYXK(丿刂V018-033

4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丨|V018-123

<
J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sCxK∪丨|V01⒍ 126

6
 
_
 
7 SCXK(丿 丨丨)2016-08

SYXK(丿丨丨V01⒍09o

8 sYXK(丿丨丨V01⒐219

9 成都市坤宏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SYxK∪丨丨V01⒎ 206

10 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公司 SYXK(丿刂V018-078

四川省兽药监察所 SYXK(丿丨丨

'01⒎

121

’

~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sYXK(丿刂)2018-055

13 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SYXK(丿刂V018-210

14 四川维尔康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SYXK(丿丨|V01⒍038

15 四川夏派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丨|V01⒎203

16 成都体育学院 SYXK(丿丨丨V018-211

17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院 ) SYXK(丿刂V01⒎ 179

18 川北医学院 SCXK(丿 丨|V0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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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19 SYXK(丿丨|V018-076

20 四川省实验动物专委会养殖场 sCXK(丿 丨|'018-14

’

~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SCXK(丿 丨丨V018-19

22 SYXK(丿丨丨VO18-100

23

西南医科大学

SYXK(丿丨|V018-065

24 sCXK(丿 丨|V018-17

25 西南医科大学 (药 学院 ) SYXK(丿丨丨V018-213

26 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 SYXK(丿丨丨V018-068

27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药械厂
sYXK(丿丨|)201⒍ 074

28 SYXK(丿丨丨)2018-073

29 西南民族大学 SYXK(丿丨|B019-216

30 四川农业大学 sYxK∪丨|V01⒐ 187

31 成都岐黄博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2017-204

32 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CXK(丿 丨丨V018-21

33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sYXK(丿丨|V01⒍ 043

34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丨|V01⒎205

35 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V018-120

36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SYXK(丿丨|)2018ˉ209

37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 sYXK(丿丨|)2018-011

38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sYXK(丿丨|)⒛ 18△ 13

39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SYXK(丿丨|V018-119

艹



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40 四川大学生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SYXK(” |)2018-214

41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sYXK(丿丨|)201⒍ 178

42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刂V01⒎ 18o

43

雅安普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丨丨

'01⒐

186

44 sCXK(丿 丨丨

'01⒐

o27

45 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201⒎ o62

46 成都菱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V01⒍202

47 成都普莱华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丨|V01⒍ 201

48 华润三九 (雅安 )药业有限公司 SYXK(丿丨|V01⒍2oo

49 神威药业 (四 川 )有 限公司 SYXK(丿 }|)2018-183

50 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SYXK(丿丨|V01⒍ o61

51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V01⒎ 111

52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sYXK(丿丨丨V01⒎ 048

53 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sYXK(丿丨|)2018-182

54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刂V018ˉ 184

55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f’丨|V018-o87

56 四川迈克生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V01⒎ 208

57 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 sYXKC’刂V01⒎ 054

58 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 SYXK(丿丨|V01⒎ 023

59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201⒐ 218

60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SYXK(丿丨丨V01⒎ 1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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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61

四川大学 (实验动物中心 )

sCXK(丿丨|)2018-026

62 SYXK(丿 丨|V018-185

0
D

∠
υ 四川格林泰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 丨|)2018-212

64 四川医疗器械生物材料和制品检验中心 SYXK(丿 丨丨)2018-017

<
丿￡

υ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sYXK(丿 丨|)2018-020

66 SYXK(丿 ||V018-058

67 sCXK(川 |)2018-02

68 sCXK(丿丨|V018-15

69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SYXK(丿 丨|V018-110

70 成都康城新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 丨|V01⒐ 215

71 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sCx。∪刂V01⒐ 031

72 成都华健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sYXKf’ 丨丨)201⒐ 220

73

成都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XK(丿丨|V01⒐032

74 SYXK(丿 丨丨)201⒐ 221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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