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市中医院接收社会捐赠防护类物资清单

捐赠单位/个人 物资名称 规格 数量 单位 接收日期

BK社群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医用口罩【FFP2】 300 个 2020/2/20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 普通口罩 KF94口罩【韩国】 50000 个 2020/2/1

白植勇 抗菌洗手液 免洗手消毒液【百能 500ml】 6 瓶 2020/2/26

北京超思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脉搏血氧仪 华大夫脉搏血氧仪 100 个 2020/2/3

消毒液 消毒液【舒力美尔500ml】 200 瓶 2020/2/10

北京费森尤思卡比医药有限公司 防护服（B类） 防护服【博辉瑞进】 20 件 2020/3/27

陈露 防护目镜 护目镜【透明白边】 250 个 2020/2/3

戴洁秋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704】 160 个 2020/2/10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FFP2】 380 个 2020/2/10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149】 81 个 2020/2/10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FFP3】 190 个 2020/2/10

防护服（B类） 防护服 78 件 2020/2/10

防护服（B类） 防护服【杜邦500】 108 件 2020/2/19

防护服（B类） 防护服【ISSA】 145 件 2020/2/19

防护服（B类） 防护服【PRO KEM】 50 件 2020/2/28

防护服（B类） 防护服【ISSA】 72 件 2020/3/5

防护服（B类） 防护服【杜邦500】 111 件 2020/3/11

防护服（B类） 防护服【ISSA】 75 件 2020/3/11

防护服（B类） 防护服【ISSA】 80 件 2020/3/23

戴凌虹 防护目镜 护目镜 200 个 2020/2/17

迪拜华人：江军文、周朝健、
张鑫、陈佳音、谢绵绵、欧文

普通口罩 口罩【SP-7253】 400 个 2020/2/5

点滴星球(郑伊情)
医用防护口罩（N95） N95口罩【3M 1860】 200 个 2020/2/3

防护服（C类） 防护服 10 件 2020/2/20

国药集团浙江医疗器材有限公司 防护目镜 防护眼罩（民用） 12 个 2020/2/3

海思科医药集团
医用防护口罩（N95） 医用口罩【695】 200 个 2020/2/27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医用口罩【JSP】 600 个 2020/2/27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陈伟） 普通口罩 普通口罩 500 个 2020/2/10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防护服（B类） 防护服【Q-eover】 30 件 2020/2/16

杭州双盟科技有限公司 防护眼罩 防护眼罩 50 个 2020/3/20

河北核芯歆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抗菌洗手液
免洗手消毒抑菌凝胶
【银华棠 500ml】

240 瓶 2020/2/25

胡加满 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 外科口罩 2000 个 2020/2/10

花哥 空气净化产品 空气净化凝胶【航天卫士 100g】 150 瓶 2020/3/27

华东温州医药有限公司 药品 百令胶囊 376 盒 2020/2/28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口罩 折叠式防雾霾PM2.5口罩 500 个 2020/2/5

基督教意大利华人教会
宣教中心和NAPOLI华人

一次性隔离衣 一次性探视服 200 件 2020/2/6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FFP3】 240 个 2020/2/6

一次性隔离衣 隔离服【75SR】 50 件 2020/2/6

普通口罩 口罩【FFP3】【带呼吸阀】 1200 个 2020/2/10

季天敏
防护目镜 防护眼罩 50 个 2020/2/1

普通口罩 KF94口罩【韩国】 900 个 2020/2/21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防护口罩（N95/KN95） N95口罩【ProPac n95】 96 个 2020/3/5

江西济民可信医药有限公司 红外线体温检测仪 红外线体温检测设备 1 套 2020/3/2

李峰
防护服（C类） 非医用防护服 200 件 2020/2/10

防护服（C类） 防护服 40 件 2020/2/24

辽宁帝东医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韩琼） 消毒液 次氯酸消毒液【30ml】 200 瓶 2020/3/3

南山区正安中区文化教育基金会 丁腈手套 一次性使用检查手套【丁腈无粉】 4000 只 2020/2/5

内蒙古伊利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消费券 伊利营养产品【卡】 2 份 2020/4/2

挪威浙江商会&挪威浙江华人华侨联谊会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JSP FFP2】 500 个 2020/2/27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EN14683 60个/盒】 4200 个 2020/2/27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Safe+Mask REF2315】 5800 个 2020/2/27

一次性隔离衣 隔离服【3M 4535】 11 件 2020/2/27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3M 1810F】 9500 个 2020/2/27

普通口罩 口罩【EN14683 50个/盒】 500 个 2020/2/27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防护面罩 防护面罩【易博士】 100 个 2020/2/24

瓯越文化研究会&温州抗疫联盟 丁腈手套 医用手套【无粉】 10000 只 2020/2/1

彭开明

退热贴 医用退热贴【3m】 500 盒 2020/2/19

防护口罩（N95/KN95） 防护口罩【3M 9132】 90 个 2020/3/11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彭禄  林时春） 防护服（B类） 防护服【辐照灭菌】 50 件 2020/3/12

青岛中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消毒剂 消毒喷剂【氯维100ml】 200 瓶 2020/3/16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防护目镜 护目镜 200 个 2020/2/29

深圳市罗素医药有限公司
药品 开刻立（西吡氯铵含片） 640 盒 2020/3/16

药品 甘美达（复方甘菊利多卡因凝胶） 100 支 2020/3/16

泰国浙江商会 防护眼罩 防护眼罩【泰国】 100 个 2020/2/2

铁力市艾眸医疗器械制造有限公司 防护眼罩 防护眼罩 1500 个 2020/2/29

王晓蕾 防护目镜 防护眼罩 12 个 2020/2/1

卫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药品 转移因子口服液 600 盒 2020/2/12

温州和平国际医院 医用防护口罩（N95） N95口罩【3M 1860】 500 个 2020/2/9



温州欧立光学有限公司 防护目镜 防护眼罩（民用） 100 个 2020/2/1

温州市东田眼镜制造有限公司 防护眼罩 防护眼罩 100 个 2020/2/24

温州市鹿城区英程式文化培训有限公司 防护面罩 防护面屏 200 个 2020/3/21

温州市心港驿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医用口罩【pancare】 2000 个 2020/3/3

普通口罩 普通口罩【MANLY】 3000 个 2020/3/3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西班牙侨届联盟）

防护目镜 护目镜 30 个 2020/2/16

防护服（B类） 防护服【杜邦600】 190 件 2020/2/16

一次性医用乳胶手套 一次性手套【100装】 147000 只 2020/2/16

西班牙中欧贸易集团

一次性医用乳胶手套 手套【JUPITER】 7000 只 2020/3/4

一次性医用乳胶手套 手套【luna】 37000 只 2020/3/4

防护服（C类） 防护服【白色简装】 500 件 2020/3/11

叶建国
液体伤口敷料 液体伤口敷料【葆湿曼】 100 瓶 2020/2/1

液体伤口敷料 医用杀菌液体敷料【德维可】 360 瓶 2020/2/1

意大利中文学校联合总会、
意大利布雷西亚华夏中文学校

防护口罩（N95/KN95） 防护口罩【3M3920】 1000 个 2020/2/15

浙江安福利生慈善基金会

500毫升医用酒精（75%） 酒精【75%医用】 5 瓶 2020/2/1

速干手消毒剂 手消液 10 瓶 2020/2/1

防护面罩 面罩 20 个 2020/2/1

一次性隔离衣 隔离服 50 套 2020/2/2

一次性医用乳胶手套 医用手套【麦迪康】 400 双 2020/2/2

普通口罩 护理口罩 300 个 2020/2/5

速干手消毒剂 手消液 5 瓶 2020/2/5

500毫升医用酒精（75%） 酒精【75%医用】 3 瓶 2020/2/6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FFP2】 100 个 2020/2/6

防护眼罩 防冲击眼罩【3M】 5 个 2020/2/6

防护服（B类） 防护服【PRO+4】 25 套 2020/2/6

防护服（C类） 防护服 10 件 2020/2/11

防护服（C类） 防护服 30 件 2020/2/13

防护目镜 护目镜 10 个 2020/2/13

500毫升医用酒精（75%） 酒精【75%医用】 4 瓶 2020/2/18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口罩【FFP2】 50 个 2020/2/18

500毫升医用酒精（75%） 酒精【75%医用】 1 瓶 2020/2/19

一次性隔离衣 隔离服 50 件 2020/2/19

防护服（C类） 防护服 10 件 2020/2/19

一次性隔离衣 隔离衣 50 个 2020/2/27

速干手消毒剂 手消液 5 瓶 2020/2/27

浙江华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医用乳胶手套 乳胶检查手套 4000 只 2020/2/10



浙江华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梅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防护面罩 防护面罩 100 个 2020/2/19

浙江汇昌科技有限公司 红外线体温检测仪
手持测温热像仪

【海康威视DS-2TP31B-3AUF】
1 套 2020/3/3

浙江康力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温州市红十字会）

医用隔离垫 医用隔离垫 450 个 2020/2/24

浙江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防护目镜 护目镜 100 个 2020/2/19

一次性医用口罩（灭菌） 医用口罩 400 个 2020/2/19

一次性隔离衣 隔离衣【布类】 100 件 2020/2/19

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 一次性医用乳胶手套 手套【Talla】 4000 双 2020/2/7

浙江省观仲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药品 熊胆粉 20 箱 2020/2/17

浙江医鼎医用敷料有限公司

泡沫敷料 泡沫敷料【3109】 40 片 2020/2/3

水胶体敷料 水胶体敷料【1308】 100 片 2020/2/3

切片 水胶体切片 50 片 2020/2/3

浙江佐力药业 药品 百令片 480 盒 2020/2/18

浙派中医温州名医馆、
温州轩博科技有限公司

医用个人防护系统 头盔 4 个 2020/2/4

医用个人防护系统 锂电池 4 个 2020/2/4

医用个人防护系统 4站式电池充电器 1 套 2020/2/4

医用个人防护系统 腰带 4 个 2020/2/4

医用个人防护系统 无菌头套 50 个 2020/2/4

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 一次性隔离衣 隔离服 25 件 2020/2/1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普通口罩 口罩【康贝青】 1500 个 2020/3/27

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
“朗视界 沐光明”医护关爱基金

防护服（B类） 防护服【振德 灭菌型】 20 件 2020/3/19

一次性医用乳胶手套 橡胶检查手套【蓝帆】 1000 只 2020/3/30

周赵丹 84消毒液 84消毒液（50斤） 1 桶 2020/2/1

自在一路公益团体 防护服（B类） 防护服【STEELGEN 5000】 200 件 2020/2/27

注：防护服（B类）为（隔离留观病区（房）、隔离病区（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