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科资 〔⒛21〕 13号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 zO⒛ 年度

全省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工作的通知

各实验动物许可证持证单位 :

根据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实验动物许可证管理办法 (试

行 )》 《四川省实验动物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近期将开展

⒛⒛ 年度全省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年检范围

⒛21年 3月 31日 前取得实验动物许可证的单位 ,共计 “

个单位,眨 个许可证 (见附件 )。

二、年检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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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报送。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审批实行全程网办。请各

单位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即 ⒛21年 4月 14日 至 4月 16日 ,

将年检 申请材料电子版 (PDF格式 )上传至四川政务服务网

(-。 sczwfw。 gov。cn),逾期不予受理。

2。 审查与现场牡检。科技厅组织专家对报送材料进行集中审

查,根据审查情况对部分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3.结呆办理。通过许可证年检的单位-邮寄实验动物许可证

副本原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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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通过年检的单位,给予一定期限整改;

对不按期整改或整改后仍不能通过年检的单位 ,不予办理年检手

续,由科技厅吊销其许可证,并予以公告。

三、材料及要求

登录
“四川政务服务网

”— “
直通部门

”— “四川省科学技术

厅
”— “

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许可
”—“

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年

检审批
”或

“
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年检审批

”,查询年检申请材

料清单及具体要求。材料准各齐全后,点击
“
在线申请

”,上传

年检材料 (单个材料不超过 10M)。

四、其他事项

1.若单位存在变更事项,请将变更申请材料与年检 申请材料

一并在线提交。具体请登录
“四川政务服务网

”— “
直通部门

”

—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叩— “
实验动物生产和使用许可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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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变更事项的申请材料清单及具体要求。

2。存在多个许可证的单位,需每个许可证单独进行材料准各、

上传 ,不 能合并上传材料。

3。 请各单位将上传到四川政务服务网上的年检 申请材料

(PDF)按顺序打包后发送至邮箱 nczxcb⒛ 18@126.∞m。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

四川省农村科技发展中心

陈 兵 m8— ss2848∞   邹弈星 Ⅱ8-85⒛43弘

四川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科技厅窗口

吴 庆 Ⅱg~s69535“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资源配置与管理处    ∴

刍阝 军 028-867⒛671

实验动物许可证副本原件邮寄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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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号科技厅窗口。

附件:实验动物许可证年检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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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l 四川夏派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 丨|,z01⒎203

2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sYXK(丿 丨丨V017-O48

3 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tl丨 丨)201⒎ 062

4 成都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sYXK(丿 丨丨V01⒎ 103

5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V01⒎205

6 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V01⒎054

7 成都市坤宏优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 l丨VOl⒎206

8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2017-111

9 成都中医药大学 (临床医学院 ) sYXK(丿 丨丨

'01⒎

179

10 四川省兽药监察所 sYXK(丿 丨|V01⒎ 121

四川迈克生物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V01⒎208

12 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

'01⒎

023

13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

'01⒎

180

14 成都百康医药工业药理毒理研究院 sYXK(丿 丨丨V018-008

15 四川医疗器械生物材料和制品检验中心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V018-017

16
西南医科大学

sYXK(丿 丨丨V018-065

17 sCXK(丿 丨丨)2018-17

18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sYXK(丿 叫,z018-110

19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sYXK(丿 丨丨V018-O20

20 sYXK(丿 丨丨

'018-058
21 SCXK(丿 丨丨)2018-02

22 sCXK(丿 丨丨

'018-15
23 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 sYXK(丿 丨丨VO18-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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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24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 (四 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

院 )

SYXK(丿刂)2018-O11

25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 l丨 V018-123

26

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CXK(丿 l丨

'018-02127 sCYK(丿 丨丨)201⒐029

28 SYXK(丿 丨丨V01⒐ 198

29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sYXK(丿 丨丨

'018-03330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sCXK(丿 刂V018-19

31 SYXK(丿 丨丨V018-100

32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2018-087

33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sYXK(丿 丨丨V018-055

34 四川省实验动物专委会养殖场 SCXK(丿 丨丨,z018-14

35
川北医学院

SCXK(丿 丨丨V018-18

36 sYXK(丿 丨丨

'018-07637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sYXK(丿 丨丨

'018-20938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sYXK(丿丨丨

'018-11339 成都天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sYXK(丿 丨|'018-210

40 成都体育学院 sYXK(丿刂

'018-211
41 神威药业 (四川 )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VOlg~183

42 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V018-120

43 四川格林泰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z018-212

44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V018-184

45 西南医科大学 (药学院) sYXK(丿 丨丨V018-213

46 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

'018-07847
四川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sCXK(丿 丨丨V018-026

48 sYXK(丿 I丨

'01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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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49 四川大学生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sYXK(丿丨丨)2018-214

5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sYXK(丿丨丨)2018-119

51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药械厂 sYX以川)2018-"3

52 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sYXK(丿丨|V018-182

53 成都康城新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201⒐215

54 西南民族大学 sYX<丿丨丨

'019916
55 成都纽瑞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201⒐217

56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sYX<川 )201⒐ 218

57
雅安普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V01⒐ 186

58 sCXK(丿 叫V01⒐027

59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sYX双丿丨丨)2019-219

60 四川农业大学 SYX“【丿丨丨)2019-1盯

61

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sCXK(丿 丨丨,z01⒐031

62 sCXK(丿 叫,z02O-030

63 sCXK(丿 刂

'01⒐

028

64 成都华健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 丨丨V019刁20

65
成都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XK(丿 丨丨V01⒐032

66 sYXKf丿丨丨

'01⒐

221

67 成都乾坤动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X《丿丨丨)2019-19O

68 成都达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f川 )2019-1S’

69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V019-191

70
四川格林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2019-192

71 sCXK(丿 丨丨

'01⒐

013

72 四川普莱美行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z01⒐ 193

73 成都利尔药业有限公司 SYXKf丿 l丨V019-056

74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义Kf丿丨丨,z01⒐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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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75
成都中医药大学

sYXKf丿 丨丨)201⒐049

76 sCXK(丿

"VO1⒐

11

77
四川养麝研究所

sYXKf川 )2019-l%

78 sCX《”|,z01⒐01

79 畜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sYXKt川 )⒛ 19ˉO39

80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四川抗菌素工业研究所 sYXKf丿 丨丨)201⒐021

81 成都百裕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sYXK(丿丨丨

'019922
82 西点科创 (成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f川 )201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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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⒛21年 3月 ”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