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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实验动物有效许可证基本信息一览表 

（截至 2022年 2月 16日） 
 

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许可证类型 适用范围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备注 

1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SCXK(川)2018-02 生产许可证 比格犬、猕猴、藏酋猴（普通级） 2018.03.25 五年 

 

2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SCXK(川)2018-15 生产许可证 

SPF 级：大鼠、小鼠、裸鼠（2 区 5 号楼 1 层 740

㎡，二层 180） 
2018.03.25 五年 

 

3  西南医科大学 SCXK(川)2018-17 生产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兔、豚鼠（普通环境） 2018.03.25 五年 
 

4  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CXK(川)2018-021 生产许可证 普通级：猴(28600 ㎡) 2018.04.01 五年 
 

5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SCXK(川)2018-19 生产许可证 大鼠、小鼠（SPF 级） 2018.04.15 五年 
 

6  川北医学院 SCXK(川)2018-18 生产许可证 大鼠、小鼠（SPF 级） 2018.05.18 五年 
 

7  四川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SCXK(川)2018-026 生产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 2018.11.13 五年 
 

8  雅安普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XK(川)2019-027 生产许可证 猕猴（普通级） 2019.01.07 五年 
 

9  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SCXK(川)2019-031 生产许可证 普通级：小型猪、比格犬、豚鼠、兔（1350 ㎡） 2019.03.05 五年 
 

10  成都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XK(川)2019-032 生产许可证 小型猪（普通级） 2019.03.26 五年  

11  四川格林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XK(川)2019-013 生产许可证 猕猴、食蟹猴（普通级） 2019.07.09 五年  

12  成都中医药大学 SCXK(川)2019-11 生产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 2019.07.30 五年  

13  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CYK(川)2019-029 生产许可证 普通级：实验用猪、猴(6800 ㎡) 2019.08.18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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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许可证类型 适用范围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备注 

14  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SCXK(川)2019-028 生产许可证 饲料（大鼠、小鼠、豚鼠、小型猪、兔、猴、犬） 2019.10.17 五年  

15  四川养麝研究所 SCXK(川)2019-01 生产许可证 比格犬（普通环境）饲料（犬） 2019.12.17 五年  

16  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SCXK(川)2020-030 生产许可证 
SPF 级：大、小鼠（800 ㎡）；清洁级：豚鼠（200

㎡） 
2020.03.6 五年 

 

17  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XK(川)2020-033 生产许可证 普通级：实验用猪（805.05 ㎡） 2020.7.27 五年  

18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SCXK(川)2020-003 生产许可证 

饲料（大鼠、小鼠、豚鼠、兔、小型猪、猴、比

格犬） 
2020.7.27 五年  

19  成都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XK(川)2020-034 生产许可证 SPF 级：小鼠（852 ㎡） 2020.11.18 五年  

20  四川佰奥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XK(川)2021-035 生产许可证 饲料（定制）：大鼠、小鼠（415 ㎡） 2021.4.30 五年  

21  简阳达硕动物科技有限公司 SCXK(川)2021-036 生产许可证 SPF 级：大、小鼠（1000 ㎡） 2021.7.2 五年  

22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SCXK(川)2021-126 生产许可证 
SPF 级：小鼠、金黄地鼠（一层 1450 ㎡、二层

290 ㎡） 
2021.08.02 五年  

23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SCXK(川)2021-008 生产许可证 
SPF 级：小鼠（600 ㎡） 

清洁级：豚鼠（600 ㎡） 
2021.08.02 五年  

24  四川省实验动物专委会养殖场 SCXK(川)2021-037 生产许可证 
SPF 级：小鼠、大鼠、豚鼠（400 ㎡） 

普通级：兔、豚鼠（420 ㎡） 
2021.08.12 五年  

25  四川省实验动物专委会养殖场 SCXK(川)2021-038 生产许可证 饲料：兔、豚鼠、大鼠、小鼠（316 ㎡） 2021.08.12 五年  

26  成都达硕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SCXK(川)2022-039 生产许可证 普通级：兔 2022.01.28 五年  

27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SCXK(川)2018-02 生产许可证 比格犬、猕猴、藏酋猴（普通级） 2018.03.25 五年  



  第3页 / 共11页  

序号 单位名称 许可证号 许可证类型 适用范围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备注 

28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SCXK(川)2018-15 生产许可证 

SPF 级：大鼠、小鼠、裸鼠（2 区 5 号楼 1 层 740

㎡，二层 180） 
2018.03.25 五年  

29  四川夏派森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7-203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裸鼠、豚鼠（175 ㎡） 

普通环境：兔（65 ㎡） 
2017.03.17 五年 

 

30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SYXK(川)2017-048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40 ㎡） 

普通环境：兔、豚鼠、猫（363 ㎡） 
2017.03.17 五年 

 

31  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7-062 使用许可证 小鼠（屏障环境） 2017.03.17 五年 
 

32  

成都市药品检验研究院（成都市药

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成都市药品

检验所、成都市医疗器械及药品包

装材料检验所） 

SYXK(川)2017-103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鼠（325 ㎡） 

普通环境：兔、豚鼠、猫（325 ㎡） 
2017.04.18 五年 

 

33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7-205 使用许可证 
豚鼠、兔、比格犬（普通环境）小鼠、大鼠（屏

障环境） 
2017.05.04 五年 

 

34  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 SYXK(川)2017-054 使用许可证 
兔、比格犬、猫（普通环境）小鼠（屏障环境

【IVC】）+ 
2017.05.04 五年 

 

35  成都市坤宏优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7-206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5 栋 2 层 70 ㎡） 

普通环境：兔、豚鼠、猫（5 栋 2 层 102 ㎡） 
2017.08.09 五年 

 

36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7-111 使用许可证 兔、豚鼠（普通环境）小鼠（屏障环境【IVC】） 2017.08.09 五年 
 

37  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 SYXK(川)2017-179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 2017.10.13 五年 
 

38  四川精准医学检验有限责任公司 SYXK(川)2017-207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豚鼠（屏障环境） 2017.10.13 五年 封存 

39  四川省兽药监察所 SYXK(川)2017-121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豚鼠、兔、猫（普通环

境） 
2017.10.13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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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四川安可瑞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SYXK(川)2017-208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225 ㎡） 

普通环境：兔（183 ㎡） 
2017.11.21 五年 

 

41  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 SYXK(川)2017-023 使用许可证 兔（普通环境） 2017.11.21 五年 
 

42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7-180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豚鼠（动物房 2 楼 850 ㎡） 

普通环境：兔、猫、豚鼠（动物房 2 楼 1140 ㎡） 
2017.11.21 五年 

 

43  成都百康医药工业药理毒理研究院 SYXK(川)2018-008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兔、比格犬、豚鼠（普

通环境） 
2018.03.25 五年 

 

44  
四川医疗器械生物材料和制品检验

中心有限公司 
SYXK(川)2018-017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金黄地鼠（二层 270 ㎡） 

普通环境：豚鼠、兔、犬、小型猪（一层 410 ㎡） 
2018.03.25 五年 

 

45  西南医科大学 SYXK(川)2018-065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兔、豚鼠（普通环境） 2018.03.25 五年 
 

46  应急管理部四川消防研究所 SYXK(川)2018-068 使用许可证 小鼠（屏障环境【IVC】） 2018.03.25 五年 
 

47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 
SYXK(川)2018-110 使用许可证 

兔、豚鼠、地鼠、比格犬、猪、猴（普通环境）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IVC】） 
2018.03.25 五年 

 

48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SYXK(川)2018-020 使用许可证 猴（普通环境） 2018.03.25 五年 

 

49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

院实验动物研究所 
SYXK(川)2018-058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小鼠（2 区 1 号楼 3 楼 300 ㎡；

1 区 4 号楼 1 楼 700 ㎡） 

普通环境：豚鼠、兔、犬、猴（2 区 1 号楼 1 楼

300 ㎡；2 区 2 号楼 1、2、3 楼 2200 ㎡） 

2018.03.25 五年 
 

50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四川大学

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SYXK(川)2018-011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豚鼠、兔（普通环境） 2018.03.29 五年 

 

51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8-123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豚鼠、地鼠（屏障环境）豚鼠、兔、

比格犬、猴、小型猪、雪貂（普通环境） 
2018.03.30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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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SYXK(川)2018-033 使用许可证 
兔、猫、豚鼠、犬（普通环境）大鼠、小鼠、豚

鼠（屏障环境） 
2018.04.02 五年 

 

53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8-087 使用许可证 
兔、猫（普通环境）大鼠、小鼠、豚鼠（屏障环

境） 
2018.04.15 五年 封存 

54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SYXK(川)2018-055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豚鼠（172 ㎡） 

普通环境：兔（421 ㎡） 
2018.04.15 五年 

 

55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SYXK(川)2018-209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豚鼠（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

鼠（屏障环境【IVC】） 
2018.05.18 五年 

 

56  川北医学院 SYXK(川)2018-076 使用许可证 
兔、犬、猪、羊、豚鼠（普通环境）大鼠、小鼠

（屏障环境） 
2018.05.18 五年 

 

57  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 SYXK(川)2018-113 使用许可证 兔（普通环境）大鼠、小鼠、豚鼠（屏障环境） 2018.05.18 五年 
 

58  成都史纪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SYXK(川)2018-210 使用许可证 

普通环境：豚鼠、兔、猪、鸭、羊、鱼、犬（2100.8

㎡） 

屏障环境：小鼠、鸡（1233.8 ㎡） 

2018.06.04 五年 
 

59  成都体育学院 SYXK(川)2018-211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IVC】） 2018.06.04 五年  

60  神威药业（四川）有限公司 SYXK(川)2018-183 使用许可证 
兔、猫、豚鼠（普通环境）小鼠、豚鼠（屏障环

境） 
2018.09.10 五年  

61  华派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SYXK(川)2018-120 使用许可证 
小鼠、豚鼠（屏障环境【IVC】）鸡、鸭、鹅（屏

障环境）猪、羊、兔、比格犬（普通环境） 
2018.09.18 五年  

62  四川格林泰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8-212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豚鼠、地鼠（屏障环境）豚鼠、地

鼠、兔、犬、猴、小型猪、猫（普通环境） 
2018.09.18 五年  

63  
四川科伦博泰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 
SYXK(川)2018-184 使用许可证 兔、豚鼠（普通环境）大鼠、小鼠（屏障环境） 2018.10.24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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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西南医科大学（药学院） SYXK(川)2018-213 使用许可证 兔、豚鼠（普通环境）大鼠、小鼠（屏障环境） 2018.10.24 五年  

65  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公司 SYXK(川)2018-078 使用许可证 兔、猫、豚鼠（普通环境）小鼠（屏障环境） 2018.10.24 五年  

66  四川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SYXK(川)2018-185 使用许可证 
比格犬、猪、兔、羊、猴（普通环境）大鼠、小

鼠、豚鼠（屏障环境） 
2018.11.13 五年 

 

67  四川大学生物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SYXK(川)2018-214 使用许可证 裸鼠（屏障环境） 2018.11.19 五年 
 

68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SYXK(川)2018-119 使用许可证 
兔、豚鼠、比格犬、猪、猴（普通环境）大鼠、

小鼠（屏障环境） 
2018.12.18 五年  

69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药械厂 SYXK(川)2018-073 使用许可证 兔、猪（普通环境）小鼠（屏障环境【IVC】） 2018.12.30 五年  

70  成都康城新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9-215 使用许可证 
豚鼠、地鼠、雪貂、猫、兔、猪、羊、犬、猴（普

通环境）大鼠、小鼠、豚鼠、地鼠（屏障环境） 
2019.01.07 五年  

71  西南民族大学 SYXK(川)2019-216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 2019.01.07 五年  

72  成都纽瑞特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9-217 使用许可证 
普通环境：兔（333.55 ㎡）屏障环境：SPF 级大

鼠、小鼠（16.5 ㎡） 
2019.01.07 五年  

73  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9-218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IVC】） 2019.01.07 五年  

74  雅安普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9-186 使用许可证 猕猴（普通环境） 2019.01.07 五年 
 

75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SYXK(川)2019-219 使用许可证 兔、小鼠（屏障环境） 2019.01.28 五年 
 

76  四川农业大学 SYXK(川)2019-187 使用许可证 

普通环境：鸡、鸭、猴、犬、豚鼠、实验用猪、

兔（831 ㎡）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鼠、鸡、鸭（160 ㎡） 

2019.01.29 五年  

77  成都华健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9-220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 2019.03.18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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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成都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9-221 使用许可证 实验用猪（普通环境） 2019.03.26 五年  

79  成都乾坤动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9-190 使用许可证 兔、豚鼠（普通环境）大鼠、小鼠（屏障环境） 2019.05.27 五年  

80  成都达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9-189 使用许可证 
小型猪、兔、比格犬、猫、羊（普通环境）大鼠、

小鼠、豚鼠（屏障环境） 
2019.05.27 五年  

81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9-191 使用许可证 
兔、豚鼠（普通环境）大鼠、小鼠、豚鼠（屏障

环境） 
2019.07.09 五年  

82  四川格林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9-192 使用许可证 非人灵长类（普通环境） 2019.07.09 五年  

83  四川普莱美行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19-193 使用许可证 猴、犬、兔（普通环境）豚鼠（屏障环境【IVC】） 2019.07.09 五年  

84  成都利尔药业有限公司 SYXK(川)2019-056 使用许可证 兔、豚鼠（普通环境）大鼠、小鼠（屏障环境） 2019.07.14 五年  

85  成都中医药大学 SYXK(川)2019-049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豚鼠、兔（普通环境） 2019.07.30 五年  

86  四川横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9-198 使用许可证 普通环境：猴、实验用猪（3800 ㎡） 2019.08.18 五年  

87  四川养麝研究所 SYXK(川)2019-194 使用许可证 比格犬、羊（普通环境） 2019.12.17 五年  

88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9-195 使用许可证 兔、猫（普通环境）小鼠（屏障环境） 2019.12.17 五年  

89  畜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SYXK(川)2019-039 使用许可证 
小型猪、豚鼠、兔、羊（普通环境）小鼠、SPF

鸡（屏障环境） 
2019.12.17 五年  

90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四川抗菌素工

业研究所 
SYXK(川)2019-021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豚鼠（屏障环境）豚鼠、兔、比格

犬、猴（普通环境） 
2019.12.17 五年  

91  成都百裕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19-222 使用许可证 
大鼠、小鼠（屏障环境【IVC】）豚鼠、兔、猫（普

通环境） 
2019.8.21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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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西点科创（成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YXK(川)2019-223 使用许可证 猪、犬、羊、兔（普通环境） 2019.9.20 五年  

93  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SYXK(川)2018-182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SPF 级大鼠、小鼠、裸鼠、豚鼠（G

栋 1 楼 353 ㎡、2 楼 600 ㎡） 

普通环境：兔（G 栋 1 楼 80 ㎡） 

2018.05.18 五年  

94  成都以邦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0-224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SPF 级大鼠、小鼠（7 栋 5 楼 310 ㎡） 2020.04.27 五年  

95  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SYXK(川)2020-124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鼠（3 层 270 ㎡） 

普通环境：兔（7 层 200 ㎡） 
2020.06.23 五年  

96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四川省医

疗器械检测中心） 
SYXK(川)2020-127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鼠、地鼠、兔（主楼

4 层、副楼 1、2 层 1450 ㎡） 

普通环境：豚鼠、兔、猫、犬、实验用猪、猴（主

楼 3 层、副楼 1 层 650 ㎡） 

2020.06.1 五年 
 

97  
四川双金多肽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SYXK(川)2020-197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研发楼 4 层 34.1 ㎡） 

普通环境：豚鼠、兔（研发楼 4 层 84.6 ㎡） 
2020.06.30 五年 

 

98  成都岐黄博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0-225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鼠（100 ㎡） 

普通环境：兔、豚鼠、猫（390 ㎡） 
2020.07.27 五年  

99  成都金唯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0-226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264 ㎡） 2020.07.27 五年  

100  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0-227 使用许可证 普通环境：实验用猪（509 ㎡） 2020.07.27 五年 
 

101  成都医学院 SYXK(川)2020-196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420 ㎡） 2020.07.22 五年 
 

102  国药集团宜宾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SYXK(川)2020-037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鼠（230 ㎡） 

普通环境：兔、猫、豚鼠（370 ㎡） 
2020.09.10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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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四川世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YXK(川)2020-228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13.5 ㎡） 

普通环境：豚鼠、实验用猪（211.5 ㎡） 
2020.09.10 五年  

104  成都康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SYXK(川)2020-122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豚鼠（实验动物中心 4 号楼二

层 250 ㎡） 

普通环境：豚鼠、兔（实验动物中心 4 号楼一层

250 ㎡） 

2020.10.12 五年  

105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SYXK(川)2020-229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171 ㎡） 2020.11.18 五年  

106  成都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0-230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526 ㎡） 2020.11.18 五年  

107  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SYXK(川)2018-100 使用许可证 

隔离环境：小鼠（40 ㎡）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560 ㎡） 

普通环境：兔、豚鼠（200 ㎡） 

2018.04.15 五年  

108  四川海林格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SYXK(川)2020-118 使用许可证 

普通环境：豚鼠、兔、猪、鸭、牛、羊(2824.58

㎡) 

屏障环境：小鼠、鸡、鸡胚（525.78 ㎡） 

2020.12.04 五年  

109  四川生物医药产业技术研究院 SYXK(川)2020-199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IVC）：大鼠、小鼠（86 ㎡） 2020.12.16 五年  

110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SYXK(川)2020-231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146 ㎡） 2020.12.16 五年  

111  成都森威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SYXK(川)2020-232 使用许可证 
普通环境：猪、犬、猴、兔、羊（2 层 1100 ㎡）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鼠（3 层 900 ㎡） 
2020.12.30 五年  

112  
成都柏奥特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SYXK(川)2021-233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豚鼠（354 ㎡） 2021.01.22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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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四川汇宇海玥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SYXK(川)2021-234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大鼠（110 ㎡） 2021.03.15 五年  

114  成都可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1-235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豚鼠（310.7 ㎡） 2021.03.15 五年  

115  
美敦力（成都）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SYXK(川)2021-236 使用许可证 普通环境：实验用猪、犬（2400 ㎡） 2021.04.30 五年  

116  成都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SYXK(川)2021-237 使用许可证 

普通环境：实验用猪、犬、猴（3 号楼 1、2、3

层 7061 ㎡）；实验用猪、犬、猴、兔、豚鼠（4

号楼 2层 2353㎡）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鼠（4号楼 3层 2353

㎡） 

2021.04.30 五年  

117  成都华西海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1-238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鼠、兔（4154 ㎡） 

普通环境：豚鼠、兔、犬、实验用猪、猴、雪貂

（13372 ㎡） 

2021.04.30 五年  

118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SYXK(川)2021-239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豚鼠（590 ㎡） 

普通环境：兔（790 ㎡） 
2021.05.13 五年  

119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SYXK(川)2021-240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豚鼠（910 ㎡） 

普通环境：兔（840 ㎡） 
2021.06.3 五年  

120  四川瀛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1-241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143.95 ㎡） 2021.06.8 五年  

121  成都合拓创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1-242 使用许可证 
普通环境：树鼩、兔（110 ㎡） 

屏障环境（IVC）：大鼠、小鼠（250 ㎡） 
2021.07.16 五年  

122  四川省兽药监察所 SYXK(川)2021-243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大鼠（72.9 ㎡） 

普通环境：兔、猫、豚鼠（175.1 ㎡） 
2021.08.12 五年  

123  成都威斯克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SYXK(川)2021-244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大鼠、豚鼠、地鼠（470 ㎡） 

普通环境：兔（410 ㎡） 
2021.08.12 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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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四川维尔康动物药业有限公司 SYXK(川)2021-038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IVC）：小（15 ㎡） 

普通环境：兔、豚鼠（91 ㎡） 
2021.09.09 五年  

125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SYXK(川)2021-043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390 ㎡） 

普通环境：兔、豚鼠（214 ㎡） 
2021.09.09 五年  

126  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SYXK(川)2021-245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兔（1987 ㎡） 2021.09.27 五年  

127  四川里来思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1-246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大鼠、小鼠、豚鼠（520 ㎡） 

普通环境：犬、猴、兔、实验用猪（330 ㎡） 
2021.11.9 五年  

128  成都菱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1-202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IVC）：小鼠（25 ㎡） 2021.12.07 五年  

129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SYXK(川)2021-200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351.6 ㎡） 

普通环境：兔、豚鼠（703.6 ㎡） 
2021.12.07 五年  

130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SYXK(川)2021-247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617 ㎡） 2021.12.07 五年  

13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SYXK(川)2021-248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小鼠（12138 ㎡） 2021.12.24 五年  

132  四川普莱美行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XK(川)2022-201 使用许可证 
屏障环境（IVC）：大鼠、小鼠、金黄地鼠（153.5

㎡） 
2022.01.14 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