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Medtec中国展 暨第十四届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展览会观众样本（部分）

公司名 职位

强生（苏州）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经理

美敦力大中华区研发中心 首席机械设计工程师

BD 工程经理

施乐辉医用产品（苏州）有限责任公司 采购经理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中央采购部 采购经理

史密斯医疗中国研发中心 资深制造工程师

3M中国有限公司总办事处 全国销售经理

费森尤卡比（南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理

岛津技迩（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部长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医疗系统采购部副经理

泰尔茂医疗产品（杭州）有限公司 主任工程师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山东新华安得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经理

驼人医疗器械 集团副总裁

山东威高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工程师

北京国械堂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工程师

美昕医疗器械(昆山)有限公司 采购专员

香港奥星集团生命科学仪器及耗材 技术总监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纽迪希亚制药（无锡）有限公司 高级研发工程师

江西3L医用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南京春辉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苏州捷仕达模具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艺工程师

上海必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浙江巴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包装工程师

医用耗材

公司名 职位

强生（苏州）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经理

美敦力大中华区研发中心 首席机械设计工程师

洁定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

史赛克（苏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资深采购分析员

波士顿科学国际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驼人医疗器械 集团副总裁

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专员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开发技术经理

山东威高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员

威高集团（威海）医用制品材料供应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中央采购部 采购专员

山东新华联合骨科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主管

重庆迈科唯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经理

创领心律管理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专员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制造工程师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副经理

美昕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上海微创龙脉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彬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业务主任

厦门天和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金子 株式会社 系长

科睿驰（北京）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手术器械类



公司名 职位

强生（苏州）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经理

美敦力大中华区 资深科学家

波士顿科学 主任

史赛克（苏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资深资源分析师

捷迈（上海）医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中央采购部 采购专员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资深总监

山东新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技术部总监

驼人医疗器械 介入产品线产品经理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开发工程师

微创神通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乐普医学电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山东威高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员

北京美中双和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采购

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乐普医疗 采购部经理

创领心律管理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专员

泰尔茂医疗产品（杭州）有限公司 资材课主任

北京阿迈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浙江科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结构设计师

辽宁垠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深圳市信立泰生物医疗工程有限公司 研发主管

株式会社GCUBE 代表取缔役

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手术器械厂 工程师

北京品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植入介入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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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职位

GE医疗集团 高级制造工程师

强生（苏州）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经理

波士顿科学国际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中央采购部 采购经理

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 经理

LG Electronics 首席工程师

史密斯医疗中国研发中心 资深制造工程师

泰尔茂医疗产品（杭州）有限公司 主任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设备技术员

苏州鱼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驼人医疗器械 集团副总裁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开发技术经理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工程师

杭州好克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威高集团（威海）医用制品材料供应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深圳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监

法罗适（上海）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

杭州合擎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杭州流控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上海万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

史陶比尔（杭州）精密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测试测量行业专家

富士康 特助

株式会社IKEX 工业名古屋事务所 室长

浙江创想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项目经理

上海华聆人工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主管

辽宁垠艺生物 高级工程师

医用电子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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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职位

盛兴医疗器械（嘉兴）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上海用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

河南驼人集团 采购经理

山东威高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员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泰利莱中国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应用工程师

江苏风和医疗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负责人

上海微创心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杭州新亚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上海导向医疗系统有限公司 工艺工程师

上海康德莱制管有限公司 技术工艺员

上海新世纪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上海汇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医学事务总监

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手术器械厂 工程师

振德医疗 工程师

上海爱圣美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经理

北京阿迈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工程师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豪孚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质量工程师

FUJIMORI产业株式会社 化成品事业部国际课长

口腔设备与材料

公司名 职位

雅培体外诊断 供应链经理

美敦力大中华区研发中心 首席科学家

罗氏诊断产品（苏州）有限公司 QC经理

碧迪快速诊断产品（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美艾利尔上海诊断产品有限公司 物料计划

佳能医疗研究开发(大连)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GR

捷迈（上海）医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

洁定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中央采购部 采购经理

山东威高新生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威海威高血液净化制品有限公司 厂长

泰尔茂医疗产品（杭州）有限公司 经理

美昕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香港奥星集团生命科学仪器及耗材 技术总监

深圳市港科深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专员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德州健洁医疗器械有点公司 经理

费森尤斯医药 VP

星童医疗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艾博生物医药（杭州）有限公司 高级经理

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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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职位

西门子医疗 高级工程师

GE医疗集团 高级制造工程师

飞利浦 经理

美敦力大中华区研发中心 首席科学家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副经理

佳能医疗研究开发(大连)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GR

罗氏诊断产品（苏州）有限公司 QC经理

洁定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

驼人医疗器械 集团副总裁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开发技术经理

上海联影 工程师

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经理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机器

人研究院 研发工程师

LG Electronics

上海杉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安清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资深结构工程师

江苏华亘泰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南京普爱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供应链总监

苏州嘉辉超声波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经理

深圳帧观德芯科技有限公司 总监

医用影像设备类

公司名 职位

上海杉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理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研发专员

上海速创诊断产品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师

上海诺瓦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高级销售主任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中央采购部 采购经理

欧姆龙（大连）有限公司 经理

无锡百泰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上海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市场企划专员

微创电生理 技术人员

北京康赢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总监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上海贝仪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媒体/国际合作专员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员

美艾利尔 物料计划

广州新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上海朗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裁

LG Electronics 首席工程师

美敦力大中华区研发中心 首席科学家

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伊森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研发经理

Cambridge Mechatronics Limited 部门主管

医疗信息技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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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职位

上海亚敏模型有限公司 总监

中国工业设计(上海)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结构高级工程师

台达电子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零售资深工程师

Medtronic 设计

徕卡显微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罗氏诊断（产品）苏州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工程师

微创医疗 设备工程师

得邦激光 主管

北京中诚微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艾优威（苏州）光电科技 经理

天津美迪斯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技术副总

西门子 客户经理

大族激光 塑料焊接工程师

杭州桐庐光学医疗仪器有限么司 钳工

上海瑞柯恩激光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波士顿科学 主任

河南驼人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浙江科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研发人员

欧瑞康巴尔查斯涂层（苏州）有限公司 产品经理

乐奥医疗 工程师

医用激光仪器设备类

公司名 职位

碧迪快速诊断产品（苏州）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

雅培体外诊断 供应链经理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河南驼人 总经理

泰尔茂医疗产品（杭州）有限公司 主任

美昕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 供应商质量工程师

直观复星医疗器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高级制造工程师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博士

上海杉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法路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理

伊尔法玛（辽宁）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圣万提注塑工业（苏州）有限公司上海办事处 战略业务发展经理

杭州新亚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海尔曼超声波技术(太仓)有限公司 销售应用工程师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湖南先步信息 设计

株式会社IKEX 工业名古屋事务所 室长

苏州奥特科然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

挪度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 工程师

基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管

普通诊察器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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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 职位

美敦力（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质量专员

波士顿科学 主任

拜耳 Sourcing manager

美艾利尔诊断产品有限公司 主管

迈瑞 经理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 工程师

安图生物 工程师

博奥生物 市场经理

确知医学技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 中国采购中心供应链经理

SRL 部门经理

重庆创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理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达安基因 投资经理

上海泽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专员

威高集团（威海）医用制品材料供应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深圳麦科田生物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监

江苏浩欧博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上海道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经理

上海产诚生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拓展经理

艾本德（上海）实验室科技有限公司 机械工程师

上海富诗特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上海科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上海麦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研究所 工程师

上海贝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江苏奥罗生物诊断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厦门集庆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临床实验室设备类

公司名 职位

美敦力大中华区研发中心 工程师

波士顿科学 主任

GE 产品专家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中央采购部 采购专员

史赛克（苏州）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资深采购分析师

奥林巴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工程师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开发技术经理

柯惠医疗 高级工程师

南京微创 工程师

山东威高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员

鱼跃集团上海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手术器械厂 科长

驼人集团 供应商管理

沈阳沈大内窥镜有限公司 董事长

英国工业显微镜有限公司 分销经理

杭州好克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昆山捷皇电子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北京中诚微科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上海加奇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品质经理

上海康德莱制管有限公司 技术工艺员

杭州奥创光子技术有限公司 经理

艾优威（苏州）光电科技 经理

上海威尔逊光电仪器有限公司 技工

上海富诗特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区域经理

浙江创想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项目经理

上海朗合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裁

赛诺微医疗科技（浙江）有限公司 采购工程师

宁波智光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茵崴（上海）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工程师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类



*以上数据来自2018Medtec中国展现场观众数据

2018Medtec中国展 暨第十四届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展览会观众样本（部分）

公司名 职位

强生（苏州）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经理

罗氏诊断（产品）苏州有限公司 质量管理

Smith&Nephew 工程师

河南省驼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介入产品线副总经理

香港奥星集团生命科学仪器及耗材 技术总监

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nelson labs 实验室质量主管

洁定医疗器械（苏州）有限公司 战略采购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苏州微创骨科医疗工具有限公司 质量总监

波士顿科学 主任

泰尔茂医疗产品（杭州）有限公司 主任

上海科库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工程师

上海杉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理

翼科（太仓）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部长

徕卡显微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经理

香港奥星集团制药自动化工程 自动化总监

杭州新亚齿科材料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经理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类

公司名 职位

常州乐奥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QA

上海康德莱制管有限公司 技术工艺员

无锡博慧斯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总监

无锡市宇寿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经理

江苏南方卫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研发工程师

上海科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主管

道康宁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Akamatsu Kaseikougyou Co.,Ltd. 常务取缔役

迈柯唯医疗设备（苏州）有限公司 经理

麦朗（上海）医疗器材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

上海诺瓦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高级销售主任

消毒和灭菌设备及器具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