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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ion Opening Hours / 展览开放时间

DAtE tIME

1 June 2017 (Thu)    2017年 6月 1日（星期四） 08:30 – 17:30hrs

2 June 2017 (Fri)    2017年 6月 2日（星期五） 08:30 – 17:30hrs

3 June 2017 (Sat)    2017年 6月 3日（星期六） 08:30 – 17:30hrs

Major Sponsors / 主要赞助商

COMPANY BOOtH NUMBER

Alcon (Platinum Sponsor) 45

Johnson and Johnson Vision (Platinum Sponsor) 1

Bausch and Lomb (Gold Sponsor) 94

ZEISS (Silver Sponsor) 13

Santen (Bronze Spons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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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BOOtH 
NUMBER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yebright Medical Group

77 OCULUS Optikgeräte GmbH 69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尔医院Aier Eye 
Hospital Group Co., Ltd.

35
上海汉戟科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Hanji Technology Trading Co., Ltd
39

爱普东方经贸(北京)有限公司
Ever Bright East (EBE) Science & Trading Co., Ltd.

92
上海晶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JM Surgicals
153

奥腾思格玛（中国）集团
SIGM Group

115
上海普延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Premiermed Ltd.

117

Avedro 88
上海威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Vistaar Medical Devices Co., Ltd.
141

北京富迪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Forte Technology

41
上海潇莱科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Xiaolai Science Trading Co., Ltd.
142

北京福视康华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FushiKanghua E&T Co., Ltd

155
上海轶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Eder Medical Technology Inc.
143

北京麦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Medical Instruments Ltd

91
深圳清清视界眼科产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Qingqing Vision Ophthalmic Products Co.,Ltd.
86

北京麦迪泰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ed-tech

152
深圳市科裕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henzhen K&K Medical Equipments Co., Ltd
146

北京欣明仁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Brightway Medical Instru. Co., Ltd.

150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新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New Industries Material of Ophthalmology Co., Ltd.
98

北京鑫诺康桥经贸有限公司
Beijing Cambridge Trading Co., Ltd.

157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百顺医疗器械厂

Suzhou Baishun Medical Instrument Factory
154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hengdu Kanghong Biotechnology Co., Ltd

42
苏州贝尔一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Belle Edge Medical Technology  Co., Ltd.
127

重庆康华瑞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Kanghua Ruiming S&T Co., Ltd

38
苏州六六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6 Vision Tech Co., Ltd.
140

德国人类光学公司
Human Optics AG

82
苏州市协和医疗器械厂

Xiehe Medical Instruments
148

Ellex 113
苏州威视健医疗仪器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

Wiskey Medical Im/export Co., Ltd
40

高视医疗集团
Gauss Medical Group

57, 63
天津迈达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da Co., Ltd.
37

广州市骏琛眼镜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chen Eyewear Company Limited

151
天津超拓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Tianjin Chaotuo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128

杭州协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Hangzhou Singclean Medical Products Co., Ltd.

131
天津市索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Tianjin Suowei Electronic Co., Ltd.
135

HOYA Medical Singapore Pte Ltd 31
同科林医疗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CLINICO Inc.
21

江苏爱视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Jiangsu Asicon Medical Instrument Co., Ltd.

138 Vision Share 139

江苏康视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Jiangsu Konska Medical Instrument Co., Ltd.

130
温州雷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Raymond Photoelectricity Tech. Co. Ltd
137

麦迪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Medi International Group

106
武汉视博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Shibo Medical
110

MANI, INC 
馬尼（北京）貿易有限公司 72

无锡蕾明视康科技有限公司
Wuxi Vision Pro Ltd.

43

南京真视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NanJing JSK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145
徐州市凯信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Xuzhou Kaixin Electronic Instrument Co., Ltd
156

NIDEK Co Ltd 61, 65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Zhuhai Sunny Medical Device Co., Ltd.
129

Exhibitors / 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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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Profile

Platinum Sponsor  

Country: Singapore  •  Website: www.alcon.com

Alcon is the global leader in eye care.  As a division of Novartis, we offer the broadest portfolio of products to enhance sight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s.  Our products touch the lives of more than 260 million people each year living with conditions like 
cataracts, glaucoma, retinal diseases and refractive errors, and there are millions more who are waiting for solutions to meet their 
eye care needs.  Our purpose is to reimagining eye care, and we do this through innovative products, partnerships with eye care 
professionals and programs that enhance access to quality eye care.
Join us at the following events:

1. Alcon Lunch Symposium 
 70 Years of Journey to Excellence - Efficacy,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Day/Date/Time:  Friday, 2 June 2017 at 12:45 – 13:45hrs
 Venue: Hangzhou Hall 5

2. Alcon Video Symposium 
 70 Years of Journey to Excellence - Efficacy, Efficiency and Accuracy
 Day/Date/Time:  Saturday, 3 June 2017 at 10:00 – 11:00hrs
 Venue: Hangzhou Hall 1 

Come Experience the Alcon Cataract Refractive Suite at Alcon Exhibition Booth No.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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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inum Sponsor 

Country: Singapore  •  Website: http://www.vision.abbott

Johnson & Johnson Vision is committed to improving and restoring sight for patients worldwide. Since debuting the world’s 
first disposable soft contact lens in 1987, it has been helping patients see better through their world-leading ACUVUE® Brand 
Contact Lenses portfolio.

In 2017, Johnson & Johnson invested further in eye health by expanding into cataract surgery, laser refractive surgery (LASIK) 
and consumer eye health. Serving more than 60 million patients a day across 103 countries, Johnson & Johnson Vision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more people in more places improve or restore their sight.

Dual headquartered in Jacksonville, Florida, and Santa Ana, California, Johnson & Johnson Vision has more than 8,400 
employees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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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Profile

Gold Sponsor  

Silver Sponsor  

Country: China  •  Website: www.bausch.com 

Country: Germany  •  Website: www.zeiss.com/med

As a company focusing on protecting and improving eyesight, 
Bausch & Lomb has been working to provide excellent eye health 
services for millions of people of different ages around the world.

We have the world’s most comprehensive and delicate 
ophthalmic product lines, including ophthalmic surgical 
equipment and instruments, intraocular lenses, pharmaceuticals, 
spectacle lenses, contact lenses and lens care products.

Our highly qualified and passionate employees are committed 
to bringing new innovative conceptions to customers and 

Carl Zeiss Meditec AG offers complete solutions, including 
implants and consumables, to diagnose and treat eye 
conditions and ophthalmic diseases. The comprehensive 
ZEISS portfolio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demands of eye 
care professionals and help them deal with an increasingly 
challenging healthcare environment. 

patients. With over 16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eye health, 
Bausch & Lomb has become the global benchmark of 
innovation and quality in this field.

The well-being of our customers and patients is our utmost 
purpose. We’ll listen to their voices, act ethically, continue to 
strengthen our innovative advantages and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our executive ability.

Our mission is simple yet powerful: Helping you see better to 
live better.

The company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leading edge 
technology for diagnosis, treatment, follow-up and 
management of the most common eye diseases - all with 
the goal of helping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overcome their 
day-to-day challenges so they can focus on delivering the best 
possible patient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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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Profile

Bronze Sponsor  

Exhibitors 

Country: Japan  •  Website: http://www.santen.com/en/

As a specialty company dedicated to the ophthalmic field, 
Santen carries out research, development, marketing 
and sales of pharmaceuticals. Based on a foundation of 
experience, knowledge and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y gained 

over Santen’s more than 125-year history since its founding in 
1890, the company now offers products in over 50 countries. 
Santen is committed to contributing to the improvement of 
QOL (Quality of Life) for patients around the world.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yebright Medical Group

爱尔眼科成立于2002年，是中国大规模、高品质、覆盖广的眼科医院集团，也是IPO上市的全
国连锁眼科医疗机构（代码：300015，入选沪深300指数股）。截止2017年1月，已在全国29
个省(市、区)建立了150余家连锁专业眼科医院，并在香港和美国开设有眼科分支机构，年门诊
量超过400万人。预计到2017年底，兴建200家具有竞争力的专业连锁眼科医院，为更多的人提
供高质量、多层次的眼科医疗服务。

爱尔眼科始终追求社会责任和自身发展的和谐统一，通过全面开展防盲治盲工作、投身社会公
益和帮助弱势群体参与共建和谐社会，并联合社会各界，通过不懈的努力来逐步实现“使所有
人，无论贫穷富裕，都享有眼健康的权利”的使命。

爱普东方经贸有限公司成立于1999年，是一家专业的眼科公司。作为一家眼科设备耗材的批
发商，我们是多个进口品种的中国总代理商。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爱普东方建立了覆盖全国的
市场网络和服务团队及眼科医院和视光中心。公司将引进更多的高科技产品为广大医生和患者
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为中国眼科事业的发展贡献微薄之力。以下产品为中国总代理：美
国MTP超声乳化仪、德国KAPS显微镜SOM62、瑞士 Meridian激光机、芬兰ICARE手持眼仪
TA01i、弗雷德霍洛人工晶体Flex/Tetra。

China  
http://www.ebmedical.com

China  
www.aierchina.com

China  
http://www.ebemp.com

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由国家“千人计划”、”海聚工程”特聘专家——解
江冰博士创办,以研发生产自主创新、民族品牌的白内障人工晶状体为起点，目标是开发全系
列眼科医疗产品，包括植入类眼科耗材、手术器械、手术设备、眼视光产品、眼科药品等系
列产品，覆盖白内障、青光眼、眼视光等诸多领域，成为国内眼科领军企业。先后获得清华
启迪创投基金、美国富达(Fidelity)基金等知名机构的风险投资，2014年被评为“中国最具投
资价值企业50强”。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爱尔医院

Aier Eye Hospital Group Co., Ltd.

爱普东方经贸(北京)有限公司

Ever Bright East (EBE) Science 
& Trading Co., Lt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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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Profile

奥腾思格玛（中国）集团

China  
www.sigm.com.cn

北京福视康华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FushiKanghua E&T Co., Ltd

China  

北京麦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Beijing Medical Instruments Ltd

China  
http://www.bjmed.com

奥腾思格玛（中国）集团是一家致力于公众视觉健康及地球空间信息产业的高新技术集团。旗
下包括北京拓普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北京拓普康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奥腾达康仪器有限公
司、奥腾岩石科技数码有限公司等多个子公司。集团总注册资本超过3亿元，净资产已达8亿元
人民币。近年来，集团本着“关注未来，更关注你”的企业信念，始终以用户的最终需求为出
发点，不断引进和开发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让国人的生活更加便捷、健康。 

北京富迪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为一家专业医疗设备公司，代理进口及国产先进的前沿性的医疗设
备，公司有专业领域技术人才储备，以保障对所有产品的技术支持。中国总代理眼科德国.美莱
格快速小型蒸汽灭菌器。德国美莱格公司建于1951年，一直引领小型蒸汽灭菌器领域。由于专
注65年的研发及生产小型蒸汽灭菌器，现在全世界销量小型蒸汽灭菌器485000台，目前工厂在
德国柏林，占地20000平方米厂房。

Euroklav 23VS+ \Vacuklav 31B+　Vacuklav41B 等多种型号，适合不同医院不同需求。
在中国市场，由于德国美莱格过硬的产品质量、良好的售后服务，得到在上千家医院的认可。中
国总代理国内唯一生产的外科手术4.0MHz射频电波刀，保持与国外技术水平同步，填补国内此
项技术空白。同时，公司还代理瑞士EMS、芬兰SOREDEX等国际知名品牌设备仪器。

北京福视康华经贸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代理进口和国产眼科设备与眼科耗品。本公司的服务宗
旨是在国内推广美国和欧洲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促进国内医疗事业的发展，为广大的眼科医
师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以质量求生存、以信誉求发展。我公司主要经营产品分为两部分；
一是代理国内优秀生产厂家的眼科用耗品，如：天津晶明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甲基纤维
素、透明质酸钠、荧光素染色试纸、泪液测试纸，第二部分是代理国际知名品牌的眼科产品。
如：日本佳能STAAR生产的预装式后房型人工晶体、英国瑞纳人工晶体有限公司人工晶体等。
本公司拥有一支技术力量雄厚的销售团队。下设市场部、销售部、财务部和办公室。市场部专
业性强、业务知识丰富，负责解答产品、技术疑问。销售部与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几百
家医院保持着业务来往。

北京麦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化眼科产品销售公司，公司成立于2002年，目前是美
国Medennium公司、Lacrimedics公司在中国的独家代理商。我们秉承“专注质量、完善服
务、开拓创新”的宗旨，十多年来坚持技术引导服务跟进的发展方向，通过普及推广干眼泪道
栓塞治疗方法、变色蓝光阻断人工晶状体等一系列先进治疗技术和最新国际专利产品，已经与
全国众多具有影响力的大中型眼科中心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公司现有产品：Aurium变色
疏水丙烯酸折叠人工晶体系列、SmartPlug泪小管塞栓、VisiPlug可吸收泪小管塞栓。 

Avedro is privately held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device company advancing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orneal cross-linking and refractive correction. Avedro’s Photrexa® Viscous, 
Photrexa® and KXL® System is approved for sal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rogressive keratoconus and corneal ectasia following refractive surgery.

Avedro’s products sold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lude capital equipment such as the UV-X 
devices, the KXL and Mosaic™ Systems, and related proprietary pharmaceuticals such as the 
VibeX® and MedioCROSS® formulations. Sunsee (China) and Shinesee Fujian Ophthalmic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is the sole distributor of Avedro corneal cross-linking products in China.

Singapore  
www.avedro.com

Avedro

北京富迪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Beijing Forte Technology

China  
http://www.forteb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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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or’s Profile

北京欣明仁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

Beijing Brightway Medical Instru. Co., Ltd.

重庆康华瑞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Kanghua Ruiming S&T Co., Ltd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Chengdu Kanghong Biotechnology Co., Ltd

北京麦迪泰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ed-tech

China  
http://www.med-tech.cn/

China  
http://www.bmic.com.cn

北京鑫诺康桥经贸有限公司

Beijing Cambridge Trading Co., Ltd.

China  
www.rayner.com

China  
www.khruiming.com

China  
https://www.cnkh.com

北京麦迪泰克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眼科设备维修公司, 同时兼营眼科设备及耗材的销售。

我们主要维修项目有：
1.  各种品牌超声乳化手柄及粉碎手柄维修；
2.  I/A手柄及电凝、超乳机玻切机维修；
3.  准分子激光发生器维修及准分子激光跟踪扫描系统维修；
4.  准分子激光整机维修、角膜板层刀维修等。

我们的服务突显的是维修质量不同,更深的含义是我们对客户、对医生、对病患的认真负责态度。

北京欣明仁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眼科产品开发推广的企业，是国外多家眼科器械
公司的中国代理，包括各种眼科检查治疗镜头、间/直接眼底镜、引流阀、玻切器械、手术刀
等产品；与此同时，北京欣明仁公司坚持努力提高自主开发生产能力，推出了一系列眼科专用
产品，如玻切手术显微器械、眼科冷冻机、眼底检查镜、眼用电凝仪、激光光纤、器械清洗机
等，在眼科界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北京鑫诺康桥经贸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5月，以经营眼科相关产品为主，是英国瑞纳
（Rayner）人工晶体有限公司中国区总代理，全面负责相关产品在中国区域的销售及售后服务。

英国瑞纳（Rayner）人工晶体有限公司是全球首家人工晶体制造商，其在人工晶体领域近
70年的研发和制造经验，为其优异的品质奠定了坚实基础。产品包括：折叠人工晶体、非球面人
工晶体、多焦点人工晶体、矫治散光人工晶体，个性化人工晶体以及首创的假晶体眼人工晶体。

重庆康华瑞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专业眼科仪器生产企业之一。已有二十余载眼科产
品研发、生产、服务历史。公司一直致力于为客户提供高品质、高性能的产品。二十余载的历史
中, 公司不断完善生产技术和工艺，斥巨资提升加工、检验手段，极致的追求产品细节。通过不
断技术创新，提升产品性能，推出更新更实用功能，简化操作流程，使产品拥有更优秀的品质和
完美的使用体验。 公司通过了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ISO13485：2003医疗器械质
量管理认证，欧盟CE认证。生产的五大类产品已销往全国与世界六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拥有各
级用户万余家。其中裂隙灯显微镜、眼底荧光造影检查仪等产品的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As a member of a 20-year-old major pharmaceutical group in Central China, Chengdu Kanghong 
Biotechnology Co. is a leading biopharmaceutical company which specializes in the discovery, 
development,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innovative biologics. Its first product, Conbercept 
Ophthalmic Injection was approved to treat Neovascular Age-Related Macular Degeneration (or 
wet AMD) by the China FDA in 2013, with other indications like PM, DME and RVO under late-
stage clinical development. Holding strong global IP protection, the company is actively pursuing 
expansion of Conbercept Ophthalmic Injection into the global market.

德国人类光学公司

Human Optics AG

Germany  
www.humanoptics.com

HumanOptics是一家专注于眼科高端植入产品的公司，总部设立于德国埃尔兰根，至今已有四
十余年历史。公司研发的人工晶体、安全免装系统等产品畅销欧洲，并获得了医生和患者的高度
赞誉；同时坚持德国本土制造，确保了高端品质。

近年来，公司加大了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与投入，并在2015年发布了多焦点人工晶体Diffractiva®，
采用改良型渐进衍射原理，大大提高了患者满意度，实现了真正可用的全程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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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x

Australia  
ellex.com

Ellex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ophthalmic surgeons across the world diagnose, manage and treat 
a wide range of visual problems and eye diseases. To that end, we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range of laser and ultrasound product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cataract, glaucoma 
and retinal conditions. The lastest addition to the Ellex portfolio is ABiC, a restorative MIGS 
procedure that flushes out the natural outflow channels, without damaging tissue, and without 
leaving behind a stent or shunt.

高视医疗集团

Gauss Medical Group

China  
http://www.gaussmedical.com/

广州市骏琛眼镜有限公司

Guangzhou Junchen Eyewear 
Company Limited

China  
www.fitovers.cn

杭州协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Hangzhou Singclean Medical 
Products Co., Ltd.

China  
www.hzxhe.com

高视医疗集团总部位于北京，已有二十年发展历程。公司成立至今，始终以服务中国眼科医疗
事业发展为宗旨，在稳定增长的健康医疗行业中专注于以眼科医生为核心的眼科医疗全产业
链的打造，已经从国际高端眼科诊疗设备的代理商逐渐发展成为集眼科医疗行业科技研发、
生产制造、市场营销、教育培训、医疗服务和医疗信息化为一体的眼科医疗产业集团。在眼
科医疗全产业链中，建立了全国覆盖面最大的眼科医生数据库和粘性终端网络，使高视成为
行业标杆。

广州市骏琛眼镜有限公司是菲奥华仕滤光镜的中国总代理。

乔纳森保罗公司1993年成立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一直专注于各种护眼产品的设计开发、
生产和销售，其子公司遍布北美、欧洲、亚洲等地区。

菲奥华仕（FITOVERS）防漏光护眼滤光镜作为该公司的主要品牌，拥有多项设计专利，包括镜
片技术专利，镜架眉瞻设计专利及镜架侧窗设计专利等。优质的专利镜片可过滤100%的紫外线
和84-100%的有害蓝光，抑制眩光，提高对比度，改善视功能。提供多种颜色的镜片，具有不同
的光学特性，满足不同用户的需要，适应白内障、黄斑病变、视网膜色素变性、白化病、青光眼
等不同眼科患者。全密封式的设计为眼疾患者提供了完美的护眼方案。原本佩戴眼镜的人士也可
用作套镜佩戴，方便实用。其独特的设计和优良的品质，为国外眼科医生和视光师推崇。

杭州协合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是集医用生物材料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拥有杭州下沙、杭州富阳和江西南昌三个生产基地；同时又是日本“新乐敦”人工晶体在
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总代理；下辖：外科产品、医疗美容和眼科产品三个事业部。 

其中眼科产品包括： 
“欣可达”眼用粘弹剂系列：无需冷藏，可常温储存；最高浓度可达20mg/ml。
“新乐敦”人工晶体系列： 超微切口；四襻设计；蓝光滤过；零球差设计；等凸双非球面

With more than 70 years of optical product expertise from the HOYA Group and close to 3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designing and producing intra-ocular lenses (IOL), HOYA Surgical Optics is one 
of the largest global IOL companies with a mission to improve vi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for millions 
of people suffering from cataract. Based on the core tenets of Quality, Trust, Dedication and 
Attention to Detail, HOYA Surgical Optics develops innovative and high-tech products that offer 
ease of use, safety and reliability to eye surgeons and ophthalmologists worldwide.

HOYA Surgical Optics is a division of HOYA Group, a global technology company established in 
Tokyo, Japan, and the leading supplier of innovative and indispensable high-tech products based on 
advanced optics technologies. HOYA has over 100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employs over 36,600 
people worldwide, and generates 427 billion Japanese Yen (3.5 billion USD) in annual revenue.

HOYA Medical Singapore Pte Ltd

Singapore  
http://hoya.com/SurgicalOp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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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康视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Jiangsu Konska Medical Instrument Co., Ltd.

China  
www.jskonska.com

麦迪国际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Medi International Group

China  
www.medi-group.cn

江苏康视佳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是一家集多种医疗产品的生产、销售与服务为一
体的贸易实体。公司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眼科医疗事业的发展；产品质量在康视佳一直占有最
重要的地位，因此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通过了ISO13485国际质量认证、欧盟CE认证和美国的
FDA认证。

公司经营品种：眼科手术器械、独家代理德国产里斯特检眼镜系列、进口各种手术刀、国产及
进口人工晶体、手术缝线、宝石刀、钻石刀、义眼片、义眼台、透明质酸钠等产品。

麦迪国际集团，立足中国市场20年， 专注国际一流最先进医疗技术的中国市场开拓和专业化技
术服务。范围涵盖美国硅谷独家全自动THINK骨科手术机器人；德国光学HSS全科手术显微镜, 
包括神经外科、耳鼻喉头颈外科、眼科、骨科、显微外科、口腔科、泌尿外科及妇产科等，以
其百年德国光学品质与最新计算机技术的完美结合，并拥多项国际专利技术；与北京大学计算
机中心联合开发旨在对接整合国内外医疗资源的国际远程医疗和电子病历系统。

百年德国目乐，一流光学品质，在传统医用光学技术基础上实现国际技术零的突破，首创术中
i-OCT手术显微镜系统，从而将手术显微镜拓展到一种更高的标准。

麦迪集团广泛团结业界精英， 期待与您携手合作的任何机会，包括投资融资合作，产品区域代
理，科研成果国内产业化，以及联建国内外培训中心等。麦迪集团凝聚团结的力量!

馬尼（北京）貿易有限公司

Mani, Inc

Japan
seg-ovs@ms.mani.co.jp

MANI, INC. has been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wide medical field for over 50 years with our 
company policy “The best quality in the world, to the world”.

As ophthalmic products, we are proud of introducing high-quality single-use Ophthalmic Knives & 
Sutures. Try MANI’s “The ultimate in sharpness”.

江苏爱视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Jiangsu Asicon Medical Instrument Co., Ltd.

China  
www.jsasicon.com

江苏爱视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目前下设十二个分公司，投资建有专业眼科器械生产基地：宿迁
市正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可以为客户研制各种高端个性化手术器械。爱视康公司独家代理销
售正通公司生产的眼科显微器械，同时代理销售其它厂家眼科器材，本公司坚持“以质取信、
视诚为金”为宗旨，密切保持与客户的良好沟通，确保为客户提供专业和满意的服务！

南京真视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NanJing JSK Technology Development 
Co., Ltd

China  

南京真视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2013年成为了日本机太郎超乳练习DRY & WET LAB中国大陆地
区的唯一授权总代理。机太郎是为年轻医生设计的学习提高白内障手术水平设计的教学用具，
已经有数百名医生通过机太郎桌上练习器的操作练习，掌握了白内障的超声乳化手术。机太郎
还可以为有一定手术经验的医生提高复杂白内障手术水平练习使用。例如植入悬吊晶体、悬
韧带松弛的病例手术等等。机太郎的基础练习无需配合显微镜以及超声乳化仪，随时随地就可
以开展有效的手术练习。机太郎训练器的一个特点就是既可以分布练习超声乳化手术的各个步
骤，也可以综合的练习从切口开始到晶体植入整个的手术过程。我们期待通过COS会议这个平
台，让更多的中国医生了解使用机太郎，从而掌握超声乳化这个手术，造福中国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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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汉戟科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Hanji Technology Trading 
Co., Ltd

China

上海晶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JM Surgicals

China
www.jm-sh.com

上海汉戟科贸有限公司是以经营进口人工晶体、不锈钢手术刀、眼科专用缝线等白内障手
术耗材为主的专业性公司。主要代理产品有：美国 RAFI 公司生产的单片式人工晶体；美国 
U.S.IOL INC.公司生产的单片式、折叠式、非球面式人工晶体、10-0缝线、斯蒂芬手术刀；美
国Surgical Specialtiec公司生产的不锈钢手术刀（Sharpoint手术刀）；以上产品均经过长
期的临床使用后，在众多眼科专家建议下，经过本公司精心挑选而最终确定推向国内市场的
主打产品。

本公司经营的产品货源充足、规格齐全、手续完备、经营规范。

上海晶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系专业生产显微眼科手术刀的实体企业，具有先进的设备和高超设
计能力的专业技术人才。本公司可按用户需求生产多种系列型号的人造蓝宝石手术刀、一次性
手术刀和其他眼科器械，产品均己在国内20多个省市众多医院的眼科手术中被广泛应用，并
远销国外。人造蓝宝石手术刀头系晶体片状，结构细密，硬度仅次于钻石，精细加工后的刀口
极其锋利，刀柄采用优质不锈钢加工而成，经眼科临床手术使用证明：刀柄结构合理，手感舒
适；刀头切口组织损伤小，边缘整齐光滑，伤口愈合快，无副作用。该刀头又可重复消毒、多
次使用，被誉为具有国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一次性眼科手术刀，由医用不锈钢刀片和聚碳
酸酯塑料刀柄组成，共五个品种。产品出厂前经环氧乙烷灭菌处理，生物性能指标合格，手术
前不用再消毒，临床拆开内包装即可使用。

NIDEK CO., LTD.

Japan  
http://www.nidek.com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71 NIDEK rapidly became a global leader in the vision care industry 
based on a reputation of qu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its products. Focusing on the present, NIDEK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equipment for the refract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vision 
disorders. Looking forward the future, NIDEK is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vision science 
through ongo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products. 

At APACRS, NIDEK is pleased to introduce our IOL and total cataract product line. We cordially 
invite you to visit our booth #61 & 65 and evaluate these unique devices yourself. Also, we have 
a lunch symposium at Hangzhou Hall 5 on Saturday June 3.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kindly visit 
our web site, http://www.nidek-intl.com/news-event/event/entry-2856.html/.

Since 1895, OCULUS manufactures high-quality optical diagnostic and surgical equipment 
exclusively in Germany. Our subsidiary OCULUS Asia Ltd. supports Asia directly from Hong Kong. 
The Pentacam® is an indispensable tool for cataract and refractive surgery, the newly integrated 
optical biometer expands its applications for the cataract surgeon. The Corvis® ST analyses the 
corneal deformation response and delivers parameters to describe individual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a patient’s cornea. The Keratograph 5M improves dry eye diagnosis with several 
non-invasive measurements such as tear film break-up time NIKBUT and meibography of upper 
and lower eyelid. OCULUS perimeters feature the unique SPARK examination strategy.

OCULUS Optikgeräte GmbH

Germany  
http://www.oculus.de

上海普延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Premiermed Ltd.

China
www.premiermedeye.com

上海普延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9月，是一家专门从事眼科产品的销售公司。

上海普延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是荷兰OPHTEC公司和法国FCI硅油重水在中国的总代理，负责 
OPHTEC眼科产品和FCI的硅油、重水产品在区域内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工作。

公司与欧美的眼科学会有着广泛的联系。为病人提供世界上最好的眼科产品，做中国和世界眼
科医生的联系纽带,我们将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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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潇莱科贸有限公司

Shanghai Xiaolai Science Trading Co., Ltd.

China
www.rengongjingti.com

上海轶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hanghai Eder Medical Technology Inc.

China
www.chinaeder.com

深圳清清视界眼科产品有限公司

Shenzhen Qingqing Vision Ophthalmic 
Products Co.,Ltd.

China
www.qqvision.com

上海潇莱科贸有限公司是以经营进口人工晶体、粘弹剂、不锈钢手术刀、眼科专用缝线
等白内障手术耗材为主的专业性公司。主要代理产品有：美国RAFI公司生产的瑞福和欧
视、爱视单片式人工晶体；美国U.S.IOL INC.公司生产的628UV、635UV单片式、折叠式
（860UV、863UV）、非球面式868UV；10-0缝线、斯蒂芬手术刀；以色列HANITA LENSES 
公司生产的哈妮塔折叠式人工晶状体；美国AAREN Scientific Inc.公司生产的折叠式、非球
面式人工晶体；美国Surgical Specialtiec公司生产的不锈钢手术刀（Sharpoint 手术刀）、
日本生产的马尼刀；杭州协合公司（欣可聆）生产的粘弹剂；韩国RET公司生产的多款推注
器。以上产品均经过长期的临床使用后，在众多眼科专家建议下，经过本公司精心挑选而最终
确定推向国内市场的主打产品。

上海轶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眼科手术显微镜的设计、生产和销售，与国内外光学
研究机构和光学器件专业生产厂家保持密切的合作和配套业务关系。为我国眼科事业的普及和
发展不断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2004年和2011年SM系列手术显微镜和DLX系列数字裂隙灯显
微镜被认定为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换项目。2011年成功研制出SM-3000L前后节一体手术显
微镜。为各级医院提供了更广泛的选择。与众多境内外营销伙伴合作，营销网络遍及全国，产
品已被1000家医院、医学院校和科研机构所使用，并远销东南亚、南美、中东等国际地区。
本公司主要生产的产品：目锐SM系列眼科手术显微镜、高清手术显微镜图像记录/处理系统

深圳清清视界眼科产品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眼科耗材、仪器、设备的公司，以引进和推广
国际先进眼科产品及技术为主营业务；公司总部位于深圳福田CBD中心区天安数码时代大
厦，经过10余年的发展，公司已具备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以及高性能的产品，产品业务网
络遍布全国各省市。公司主营西班牙Visiometrics公司生产的OQAS™ Ⅱ（欧卡斯）视觉质
量分析仪、德国一品公司“必尊”系列高精密非球面人工晶状体、美国LENSTEC品牌的SBL-3 
双区域折射人工晶状体、Tetraflex HD（福来视）非球面可调节人工晶体（预装式＆非预装
式）、HDO大光学区双非球面人工晶体、Softec HD非球面人工晶体（预装式＆非预装式）
、SoftecＩ微切口人工晶体。清清视界本着产品高品质、团队高素质、服务高规格、反应高
效率的四高原则，以专家服务为中心，以病人满意度为指南，力争实现医疗机构、患者、企
业、员工的共赢，服务大众，并期望为和谐医患关系、和谐社会作出自身的贡献。

上海威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Shanghai Vistaar Medical Devices 
Co., Ltd.

China
www.vistaar.com.cn

上海威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3月，是一家致力于国内外先进眼科医疗产品的融通
及推广的专业化经营医疗器械的公司。公司不但拥有一个高效的、积极的专业化运作团队，而
且拥有一个“眼科同行网”（www.vistaar.cn）网站。

我公司专注于经营眼科玻璃体视网膜类、青光眼类用耗材及器械，公司现在是台湾Lightmed 
眼科激光治疗仪、美国OCULAR眼科镜、美国AOI快速清洗机、美国RUMEX玻璃体视网膜手
术器械、美国伟伦系列眼底镜以及美国NOIR激光防护镜的中国区代理。

深圳市科裕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Shenzhen K&K Medical Equipments Co., Ltd

China
www.szkandk.com

深圳市科裕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专业销售国际眼科领域各种高精尖技术设备及
耗材。公司秉承“质量为本，服务为根”的发展思想，经历10多年的发展，现在已形成以深圳
公司为总部，下设深圳、上海、浙江、北京、长沙、重庆、西安办事处的服务网络体系，有力
的保证了为全国各地的医疗机构提供优质的、及时的服务。 科裕康公司是意大利 CSO、法国
METROVISION、美国MED-LOGICS、美国SONOMED、日本SHIN-NIPPON、等公司在中国大
陆地区的独家代理商，也是美国Reichert、日本TOMEY等公司在中国大陆地区视光领域的独家
代理商。目前，科裕康公司销售的产品正服务于全国近千家医疗机构，并得到了各级医疗机构
及临床专家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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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唯亭百顺医疗器械厂

Suzhou Baishun Medical Instrument Factory

苏州贝尔一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Belle Edge Medical Technology  

深圳市新产业眼科新技术有限公司

Shenzhen New Industries Material of 
Ophthalmology Co., Ltd.

China
http://www.sznimo.com

China
http://www.szbsyx.com

China
www.belleif.com

苏州六六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6 Vision Tech Co., Ltd.

China
www.66vision.com

新产业眼科是一家集研发、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集团，目前在中国北京、上海等13个主
要城市设立了区域营销中心及销售部，有力的保证了优质、及时的服务。

新产业眼科是眼科行业的重要领先者，近期又和上海昊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不仅扩充了实力，也进一步提高了公司知名度和丰富了公司产品线，目前产品覆盖白内
障、青光眼、干眼及美容等领域。代表性产品包括：SBL-3人工晶体、Tetraflex HD人工晶
体、HEALAFLOW-海乐弗（青光眼手术用交联透明质酸钠凝胶）、OASIS泪小管塞等。

新产业眼科不断探索眼科领域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致力于为国人提供更优质的眼科医疗体验。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百顺医疗器械厂是一家享有独立自营进出口权、荣获江苏省质量信得过企业
和江苏省诚信经营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全部产品均己通过欧盟CE认证的实力性企业，拥有先
进的生产设备和专业的技术力量，专业研发、生产、销售、眼科、外科、美容科手术器械。

本厂生产的器械包括光学水晶镜片、显微眼科镊，显微眼科剪、显微眼内器械
【20G、23G、25G、27G】，白内障、超乳器械，斜视器械、消毒盒、眼罩等等，涵盖了所
有眼科手术所必须的器械。

苏州贝尔一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0月，为中国大陆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以制造
精品为理念的眼科手术器械制造厂商，曾多年为欧美大型眼科医疗器械公司提供OEM制造服
务。在严格的质量管理条件下，我们的技术团队掌握了如何打造出符合欧美高端客户需求的
精致器械，迅速成长为中国国内最优秀的眼科手术器械制造团队。公司力求打造与欧美高端
品牌同等优质的显微手术器械，同时也提供有竞争力的价格、贴心的售后服务，和终端客户
定制化服务。

苏州六六视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始建于1956年的苏州医疗器械总厂改制设立，主要从
事眼科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产品包括裂隙灯显微镜系列、手术显微镜系列、
显微手术器械系列、人工晶体系列、电子器械系列、激光治疗器械系列等六大类 160多个品
种，600多个规格。是当今中国经营规模最大、装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的眼科医疗器械研
发、生产基地。六六牌眼科器械被认定为江苏名牌产品，六六牌眼科显微镜曾荣获2007年度
中国名牌产品。

苏州市协和医疗器械厂

Xiehe Medical Instruments

China
www.szmingren.com

苏州市协和医疗器械厂是从事专业眼科手术器械生产的企业,已建厂20多年，主要经营生产眼
科器械和耗品。工厂现有员工70余名, 其中技术人员25名, 占公司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拥有先
进的数控机床和钛合金专用加工设备, 生产系列型产品, 包括白内障人工晶体系列, 钛合金玻璃
体手术系列, 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系列, 角膜移植手术系列, 青光眼手术系列, 以及最新开发的
泪囊手术系列和全飞秒器械系列，共七大系列五百八十多个品种, 基本上满足了各类手术的需
求，并可以定制各种个性化高品质眼科器械，成为眼科医生的坚强后盾。

苏州威视健医疗仪器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

Wiskey Medical Im/export Co., Ltd

China
http://www.wiskeymedical.com/

苏州威视健医疗仪器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是专业经营各类眼科设备及耗品的进出口公司，具有
自营进出口权。本公司目前是十多个国际眼科知名品牌在中国的总代理或独家代理，全面负责
代理产品的宣传、销售、安装和售后服务，并且独家代理多个国内品牌在海外的销售。

公司经营范围：白内障系列、青光眼系列、准分子激光系列、眼底系列、视光学系列、眼镜店
用设备和眼科用耗品系列等。

公司总代理或独家代理品牌：Oertli：瑞士傲帝、Grand Seiko：日本贵精工、RIGHTON：
日本莱登、Takagi：日本高木、SeeHiTech ：四海通裂隙灯/数码裂隙灯/睑板
腺、Reichert：美国徕卡 TOMEY：日本多美美国Ocular：非球面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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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Share

USA
www.visionshare.org

Vision Share’s network of eye banks provid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eye tissue needs for tissue recovery and sight restoration. Additionally, as industry 
leader, Vision Share provides expertise,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eye banking and Ophthalmic industries.

温州雷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Wenzhou Raymond Photoelectricity 
Tech. Co. Ltd

China
http://www.rmdtech.com.cn/index.asp

温州雷蒙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雷蒙光电），以成为世界顶尖医疗设备制造商为目标，坐落于
中国浙江省温州市高新园区科技城。从眼底照相造影机和数码裂隙灯显微镜，到对比敏感度检测
仪和视网膜视力检测仪，雷蒙光电制造的眼科医疗设备涵盖了前节后节成像，视功能检测等各方
面的眼科检查所需设备，为医生提供了品质优秀的眼科检查设备。同时，为这些设备打上的“中
国制造“的标签。雷蒙光电制造的设备广泛应用于医疗，体检，科研，动物保护等各个方面。同
时，产品也不断销往美洲，欧洲，非洲，亚洲等世界其他国家。创立至今，雷蒙光电以飞快的速
度发展着,并于2014年成功挂牌创新版，股权代码为857106。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雷蒙光电。他
们有梦想，纯粹，积极，努力。一起为“世界顶尖的医疗设备制造商”这一目标奋斗。

Exhibitor’s Profile

天津迈达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eda Co., Ltd.

China
www.meda.com.cn

天津市索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Tianjin Suowei Electronic Co., Ltd.

China
www.suowei.com.cn

天津超拓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Tianjin Chaotuo Medical Equipment 
Co., Ltd.

China
www.chaotuo.com

天津迈达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眼科设备为主攻方向，以眼科超声产品为核心，在超声、激
光、视光技术领域已形成了一批成熟的眼科诊断与治疗产品，同时还开辟了膀胱超声测容，甚
高频皮肤超声成像，声阻抗等非眼科产品。

迈达科技2013年在新三板挂牌上市，企业通过了德国TUV的审核，获ISO13485：2003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公司产品全部自主研发，拥有专利和软件著作权40余项；主持和参加撰写眼科超
声、泌尿超声国家行业标五个，全部获国家批准并颁布执行。

天津市索维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从事眼科检查设备研发、生产、销售的高科技医疗设备企业。
产品主要包括眼科A超、眼科A/B超、眼科超声生物显微镜、角膜测厚仪、眼压计、角膜电子
曲率仪、角膜地形图仪、角膜内皮细胞计数器、光学A超，小儿眼底照相机等。公司占地面积
6000平方米。公司在高频超声传感器、现代光学、高频成像、数字信号处理及应用软件研发上
处于领先地位。公司具有独立自主创新知识产权，已经获得9项发明专利和1项PCT专利。

天津超拓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创建于1998年，公司位于天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是国内最早专
业研制﹑开发﹑生产快速灭菌器的厂家。

超拓始终遵循高标准. 严要求的原则指导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根据不同手术器械的特点，生产各
种功能配置的系列产品，以实效的功能. 优质的服务为您提供安全可靠. 快速灭菌. 性价比优良的
灭菌器。

超拓产品系列：
1. 超快脉动真空灭菌器系列 2. 自动封口机系列 3. 灭菌袋裁切机系列 4. 不锈钢网篮系列 

同科林医疗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CLINICO Inc.

China
www.clinico.com.tw

科林公司创建于一九八六年，素以“设备最全，服务至上”享誉国内眼科界。“服务”是公司
的立足之本。公司在引进每一款设备之前，对产品的销售以及维修均作了完整规划与努力，务
求让所有客户用的更安心，更有保障。在1999年, 经世界权威机构认证，科林成为亚太地区第一
家通过 ISO9002及ISO13485认证的的眼科代理公司。公司秉持让顾客满意的原则，贯彻“科林
专业化，购买无牵挂”的经营理念，为将中国眼科推向世界一流水平的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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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蕾明视康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由海外留学归国、国家千人计划创业人才、国际顶尖的人工
晶状体材料专家、美藉华人廖秀高博士创办的，专业从事高端疏水性聚丙烯酸酯人工晶状体产
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公司致力于研发与进口一流品牌相媲美的人工晶状体系列产品，
惠及广大眼科白内障患者，使其恢复清晰视力，造福于人类社会。

公司已拥有全球先进的研发设备、数条进口生产线;核心技术团队成员均拥有近20年的人工晶
状体研发和生产经验，精通从原材料、设计、生产再到检测、临床、注册等完整的研发流程。
公司自主品牌的人工晶状体预计2017年起，可陆续上市销售。

视博医疗成立于2000年,公司以眼科检查治疗设备及医疗美容治疗设备为发展重心，是众多行
业知名品牌的中国总代理。主要产品涵盖以下：

博士伦(Bausch&Lomb)眼科手术产品；博视顿Boston角膜塑形镜多功能护理液；Valeant 
Med眼科人工晶体及手术耗材；豪迈集团Halma眼科Keeler·Volk眼科检查和治疗设
备、Medicel人工晶体植入器、Accutome眼科超声检查设备；Valon眼底飞龙魔术多点光
凝激光；Ellex iScience公司微创青光眼手术设备及耗材；Ellex公司SLT、YAG、飞蚊症激
光；Solta公司医疗美容设备。

武汉视博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

Shibo Medical

China
www.shibomedical.com 

无锡蕾明视康科技有限公司

Wuxi Vision Pro Ltd.

China
www.wx-visionpro.com

徐州市凯信电子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眼科设备为：眼科A/B型超声诊断仪、眼科A超/角膜测厚
仪。公司成立于1997年，自创立之初就确立了走专业化道路的经营理念，一直致力于超声技术
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和产品创新。公司先后通过了ISO13485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欧盟CE产
品认证和RoHS认证，现有眼科超声、人用超声、动物超声三大系列产品线，其中笔记本B超、
手持式、手臂式等特型超声产品，拥有独特的专有核心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2009年
经科技厅批准挂牌成立”江苏省超声医学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截至2016 年，营销网络
遍布全球170多个国家，拥有终端用户4万多家。凯信秉承品质第一、服务至上的原则，努力为
全球用户提供最佳性价比的产品及用户体验，我们在拓展海外市场的同时也不断的向全球传达
中国文化，为世界了解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徐州市凯信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Xuzhou Kaixin Electronic Instrument 
Co., Ltd

China
http://yc.kxele.com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一直专注于眼科行业。成功运营包括：眼力健全
能隐形眼镜护理液、强生抛弃型隐形眼镜、酷视散光隐形眼镜等系列产品。公司于2000年进入
眼科手术产品领域，2007年引进美国爱锐人工晶体，通过不懈努力，爱锐人工晶体产品已经在
中国眼科界得到广泛认可。祥乐医疗器械将整合上市公司冠昊生物的优质资源，专注白内障摘
除手术和角膜移植手术，积极投身中国脱盲事业，始终致力于成为中国眼科行业中产品与医生
之间最有价值的桥梁。爱锐, 好技术成就好产品。拥有“肝素缓释技术”的美国爱锐，专注人
工晶体制造25年，爱锐人工晶体已得到中国眼科界得到广泛认可。

HexaVision获得法国HexaVision中国总代理的资格，正在进行市场推广。优得清｜角膜,通过
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唯一以复明为主要疗效指标的国家级创新产品。

珠海市祥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Zhuhai Sunny Medical Device Co., Ltd.

China
http://www.zhsun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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