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赠方 物品名称 数量

3M公司 KN95口罩 320个

徐州汉唐 N95 180个

杜明赞 普通防护口罩 30个

张海燕 普通口罩 140个

时微 KN90 175个

胡正军 橡胶手套 59个

陈(护士代转) 各种口罩 130个

孙银燕 各种牌子口罩 30个

耿纬智 韩国口罩 1000个

袁爱艳 KN95 50个

袁爱艳 橡胶手套 50双

袁爱艳 隔离衣 8件

刘沪 KN95颗粒防尘 75个

尹婷 俄罗斯N95 900只

张晓珂 橡胶手套 1000付

张晓珂 日本口罩 1100只

刘加柱 普通口罩 2000个

王颖 护目镜 80个

乔伟 KN95（9100） 50个

马丽 3M口罩KN90 500个

董翠花 朝美N95 6个

慈善会马源 外科口罩 500个

万福街凯儿得乐 纸尿裤 13包*9片

权乐 韩国KF94 100个

徐州市汉唐 N95 3M9132 30个

徐州大脑银行李周 普通医用 1000个

刘林 护理口罩 200个

源德教育孟小雯 护目镜 1000个

赵庆楼 护目镜 50个

徐州汉唐尹经理 面屏 10盒

刘卓齐 84消毒液 3桶（60斤）

马源 外科口罩 500个



上海纷腾贸易有限公司 全套防护服 150个

阔然基因石亮 威弗瑞士N95口罩 800个

王威 3MKN90 500个

徐州市博翔 防护面罩 138个

徐州市博翔 护目镜 150+15个

国科恒泰医疗科技徐州有限公司 医用防护口罩 1200个

肛肠科李雪芹同学陈宜龙 护目镜 8个

肛肠科李雪芹同学陈宜龙 防护服 26件

王志伟美团跑腿 电动车挡风罩 2个

顺丰快递无名氏 护目镜 30个

25小时私教工作室 台湾口罩 40个

26小时私教工作室 锦旗 1个

美容科实验室 工业隔离衣 14件

顺丰快递无名氏 3MKN90 15个

李虹华润徐州 一次性手术衣 20件

李虹华润徐州 医用口罩 100个

苏灵东 护目镜 3个

苏灵东 口罩 1个

菩提心愿众善信 防护眼镜 100付

杨安平 日本口罩9105 20个

张朱顺 护目镜 150个

泰国华人捐赠 防护服 300件

无名氏 护目镜 10个

江苏蓝湾生物科技 消毒液 500瓶

无名氏 手套6.5 300只

陈翠联系 韩国口罩 300个

周健 3M9010 200个

上海利康 安尔碘 500瓶

上海利康 抗菌洗手液 24瓶

上海利康 免洗消毒凝胶 120瓶

顺丰快递 3M8210 340个

菩提心愿众善信 手套17件 20000付

徐州市兆世公益中心 KF94 300个

予美医疗美容诊所 外科口罩 90个



予美医疗美容诊所 普通口罩 50个

农工党徐州市委会 普通口罩 1500个

农工党徐州市委会 酒精 500斤

雨花义工家人 护目镜 111副

陈杨 无标识口罩 2箱4000个

张琴 足跟贴 63个

周欢 民用挡风罩 20个

胃镜室李利 袜元素袜子 420双

天虹假期同业中心 日本外科口罩 10000个

天虹假期同业中心 普通口罩 200个

马源 护目镜 100个

无名氏 N95 工业8210 20个

武攀攀 护目镜 29个

英孚教育李可维 防尘N95 200

江苏舜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检查手套 5000付

江苏舜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护目镜 100个

江苏舜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防护面罩 120

徐州市汉唐 防护服 4套

微脉姚丹 检查手套 2000只

苏州 医用外科 500个

徐帅 韩国KF94简装 1395个

明仁眼镜 护目镜 100个

台湾吴老师 粉色口罩 1000只

卓乐琴行 鞋套 2000双

杨超  威海 简装口罩 1980个

徐州医科大及江苏永伦律师所 护目镜 150个

徐州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刘成元 普通口罩 500个

徐州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刘成元 手套 10000付

徐州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刘成元 防护服正品 250件

徐州泰发特钢科技有限公司刘成元 简装KN95 1500个

小言  深圳 GLOTEX口罩 3700个

杨光俊 儿童外科口罩 1000个

无名氏 护目镜 17个

徐州海德能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KN90 20个



徐州海德能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普通口罩 300个

徐州海德能净水科技有限公司 酒精 100斤

马源 医用外科 500个

4/2菩提心愿众善信 防护服 100件

徐州元禾商贸 护目镜 300个

徐州嘉园咖啡 挂耳咖啡 380袋

二院病理科 护目镜 100付

四川科伦药业 一次性口罩 1500个

四川科伦药业 护目镜 100个

四川科伦药业 检测试剂 72盒

左权  王亚峰 防护衣 15件

徐州康腾商贸有限公司 防护头罩 133只

徐州康腾商贸有限公司 一次性口罩 2000只

刘鑫忆小朋友 韩国KF94 50个

无名氏 手套 200只（100副）

无名氏 FFP2 40个

万良蓉 口罩 110个

万良蓉 手套 1盒100只（50副）

鑫天 拆盖式防尘口罩 400个

徐州盛华乾元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防护服 50件

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 一次性外科未消毒口罩 6600个

无名氏 口罩 100个

明仁眼镜 吴寒 护目镜 200个

孙传业 护目镜 200个

无名氏 护目镜 120个

无名氏 日本口罩 360只

无名氏    丁晴手套 2000只（1000副）

徐州金泰公司 酒精片 20盒（1000片）

徐州金泰公司 日本口罩 200个

吴景景 普通口罩 200个

吴世伟 护目镜 290个

徐工集团 尼泊尔外科口罩 1000个

徐工集团 护目镜 36个

采购中心王志伟 一次性口罩 100个



江苏英科新创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护目镜 50个

山东威高集团 普通口罩 1000个

南京欧普康视科技有限公司 护目镜 100个

魏裕磊 护目镜 100个

宜城众飞医疗 防护服 10套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 口罩 100只

本院职工姚元虎朋友 韩国KF94 500个

贾汪佛思禅寺 护目镜 100个

贾汪佛思禅寺 韩国KF94 105个

张杰粉丝 医用帽子 500个

徐州利家（红十字） 洁悠神 80个

旭志光学体育基金会 日本口罩 2000个

杭州光谷米视悦壹生团队 护目镜 100个

上海诺斯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鼻腔护理喷雾器 360个

尹慈娟张谋章 泰国黑色阀门口罩 166个

庄宇翔 外科口罩 500个

江苏康缘商业有限公司 隔离衣 139件

江苏康缘商业有限公司 工业体温枪 2只

青莲 温哥华长立养生鞋 49双

青海爱青医务科技有限公司 液体护创敷料 100瓶

张苏兰 中药药包 100只

江苏德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防护服 2件

江苏德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手套 4盒400只

江苏德恩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KF94黑色 30个

徐州娇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河南华裕外科口罩 1500个

杜虹颖 口罩 180个

河南省斯科赛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挂耳式外科口罩 5000个

赵瑞芳 修复凝胶 120瓶

赵瑞芳 修复敷料 300支

江苏康缘李萍 白色KN95 100个

贾汪佛恩禅寺 防护服 11套

贾汪佛恩禅寺 KF94口罩 10个

贾汪佛恩禅寺 医用手套 200只

陈琛 韩国KF94 35个



BFC博泰徐绅贺 天虹口罩 100个

何淑珍 外科口罩 50个

刘晓 外科口罩 1000个

姚巍 FACE  MASK口罩 500个

徐州市博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防护面屏 400个

无名氏 3D GB2626-2006白色硬 50只

无名氏 3M1860 120个

王美玲 健琪医用防护口罩 50个

徐州辰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手套 5000个

无名氏 面屏 400

江苏美安医药 3M   KN90 250个

江苏美安医药 化工防护服 100个

徐州泰州商会 隔离衣 400件

南京健峰医疗器械 护目镜 360个

无名氏 手套 800个

陈天天 FFP2 20个

武帅 防护服 40套

复星医药 防护服 100套

黄立扬 GB2626-2006 20个

胡中军 护目镜 98个

徐州雷渡商贸有限公司 造口护理用品附件12070 300个

徐州微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QSA美标FFP2口罩 400个

徐州赛沛贸易商行 一次性丁晴手套 5000只

无名氏 日本口罩 1430个

孙晓婧 日本99口罩 100个

李虹 隔离衣 4件

徐州医科大学学生和永伦律师事务所 日本N99口罩 3个

徐州医科大学学生和永伦律师事务所 儿童口罩 20个

徐州医科大学学生和永伦律师事务所 日本外科 3800个+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防护服医用 50件

徐州纳通医疗 一次性检查手套 4000付+1000付

民进徐州市委 床上三件套白色医用 400套

罗氏公司 隔离衣 100件

徐州砺劲翔商贸有限公司 护目镜全封闭 50个



徐州砺劲翔商贸有限公司 一次性医用口罩 1000个

伊慈娟张谋章赵远玲94级高中 泰国黑色阀门口罩 156个

徐培峰 外科口罩 1920只

徐州五金机电行业商会 镂空防护服 48件

徐州五金机电行业商会 手套 12箱（12000只）

建行徐州分行 KN95口罩 500个

李如意 一次性口罩 400个

无名氏 锦江折叠式防护口罩 500个

深圳玉玄道健康管理公司 艾条太极三才神灸 5条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防护服普通款 175件

新乡华西卫材 外科口罩 2000个

广州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外科N95口罩粉色 200个

徐州文点商贸有限公司 3M9002口罩 100个

徐州文点商贸有限公司 KN90 400个

波科国际医疗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N95口罩 200个

深圳玉玄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艾灸 5根

昆山无名氏 抗菌液 45支

无名氏 防护面屏 200个

恒瑞医药 隔离白色衣 50件

江苏恩华药业 防护服 25件

胡中军（保熙眼镜店） 一次性护目镜 50个

徐州公益爱心联盟 外科口罩 1040

徐州公益爱心联盟 检查手套 1000付

徐州公益爱心联盟 护目镜 25付

徐州公益爱心联盟 耳环 11副

南京正大天晴 带帽隔离衣 99件

南京腾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次性口罩 1200个

杜晴晴 日本口罩 650个

徐州健康保障协会 亿信外科口罩 6800个

华康天使 面屏 240个

李渊 米浮泡沫皮肤消毒液 45个

无名氏 外科口罩 3000个

徐州市健康保健研究会 亿信外科口罩 3200个

徐州纳通 隔离衣 100件



江苏国华管理制造有限公司 隔离衣 90件

青年志愿者王 纸尿裤 300片

南京荣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带帽隔离衣 20件

Jie Jan zhu 丁腈手套 800只

马玲 刘雪 越南外科口罩 2000个

姜小姐 护目镜 15个

姜小姐 护目镜 15个

姜小姐 面屏 30个

徐州汇航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日本口罩 325个

无名氏 日本口罩 200个

陈珂辉  张杰等 自吸过滤防颗粒呼吸器 2000只

徐州劲马商贸有限公司 医用护目镜 120个

徐州市泰州商会 隔离衣 560件

建行徐州分行 KN95白色无标 500个

益乐 护目镜 30个

益乐 丁腈手套 2000只

徐州月季商贸有限公司 汇涵术泰 100只

珠海亿胜 贝复济 360支

徐州安之卫商贸 手套 4000只

徐州安之卫商贸 防护面屏 200只

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 抗病毒颗粒 240盒

扬州安泰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塑料隔离衣 795件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隔离衣 200套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额温枪 20把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护目镜全封闭 180个

黄辉 越南外科口罩 1000个

徐州俊恒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防护服工业 19件

徐州英孚教育 一次性医用口罩 1000个

徐州英孚教育 防护服 10套

无名氏 护目镜 80个

无名氏 面屏 100个

江苏九州通医疗器械 永质N95 1000个

恒瑞医药 手套 1500付

恒瑞医药 外科口罩 500只



珠海亿胜卓小姐 贝复济 360支

无名氏 日本白色n95 15个

无名氏 护目镜 42个

无名氏 面屏 100个

南通恒康 隔离衣 40件

南通恒康 外科口罩 600个

南京佰帮汇 护目镜 50个

无名氏 日本普通口罩 50个

孟湛东 防护服2等 25件

无名氏 面屏 800个

正大天晴 防护服二等 100件

马源三好义工 韩国KF94口罩 500个

孟湛东 防护服2等 75件

南京源恒生物 医用外科口罩 460

南京涵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次氯酸 100瓶

徐州依欣诺 医用外科 1000个

无名氏 普通口罩 400个

BK社群 FFP2南非口罩 100个

徐州市律师协会 医用湿巾 288包

徐州市律师协会 防护服 200件

徐州市律师协会 KN95 1000个

江苏恒瑞医药 检查手套 1500付

深圳嘉事康元 面屏 200个

深圳嘉事康元 日本口罩 1950个

江苏伯淼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外科口罩 300个

凯尔得乐 纸尿裤 29箱

凯尔得乐 免洗洗手液 5箱（100只）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2017级全体学生 N95口罩 100个

华润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隔离衣 500件

无名氏 稳健外科口罩 300个

青岛乐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隔离衣 200

凯尔得乐 洗手液 5箱

常晓涛 英国进口伽马免洗消毒液 8箱



南京百思勤 护目镜 96个

江苏恒瑞 医用外科 100个

福泽社区居委会 护目镜 129个

福泽社区居委会 检查手套 3400付

徐州德康生物科技 隔离衣 50件

徐州德康生物科技 手术包 50个

米道斯北京辉宏耀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防护服 5套

无名氏 隔离衣 8件

康维德 水胶体 80片

深圳市小心眼科技有限公司 护目镜 49个

诺和诺德中国有限公司 隔离衣 50件

上海罗氏制药 飘安外科口罩 700个

徐州俊恒医疗器械 防护服 1件

付洁 酒精抑菌液 38瓶

汤飞虎 黄色隔离衣 40件

江苏南通斯微特 生理性海水鼻腔喷雾器 360个

闫先生 一次性护理包 500小包

无名氏 米浮抗菌液 40瓶

徐蓓蓓 防护服 95件

南京仁信达 面屏 1000个

上海交响乐团文化发展基金会 防护服 150件

英国康泰医药 杜邦防护服 200件

英国康泰医药 一次性口罩 3550只

恒瑞医药 防护服好 20件

医科大教育发展基金会 防护服 50件

医科大教育发展基金会 3M8210口罩 160个

徐州清瑞商贸有限公司 泡沫敷料 100片

上海赛默飞世尔科技 防护服3类 500件

李先生 霍尼韦尔KN95 10个

朱阳阳 丁腈手套 5000只

夏岩 韩国KF94 710个

上海常笑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带帽隔离衣 200件

上海常笑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面屏 500个

南通恒康 外科口罩 400个



无名氏 免洗洗手液 2瓶

无名氏 保光牌皮肤粘膜消毒液 4瓶

王青松 隔离衣 16件

王青松 隔离衣 8件

王青松 隔离衣 35件

上海罗氏 防护服 200件

王翠 丁腈手套 500只

王翠 口罩kn90 30个

南京圣和药业 外科口罩 2000个

江苏方睿 抗菌洗手液 6箱

淮安市杜拜耳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埃塞俄比亚口罩 500个

南京容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密闭体液留置器 3600套

王青松 隔离衣 34件

丽珠公司 抗病毒颗粒 7箱

BK社群 FFP2 200个

先声药业公司 外科口罩 800个

罗氏制药 手套 3000只

北京赛科昌盛医药有限公司 免洗洗手液 48支

江苏瑞德沃得 外科口罩 200个

无名氏 化学防护服 30件

江苏新晨医药 面屏 100个

南京平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带帽隔离衣 59件

诺和诺德有限公司 隔离衣 50件

上海市协力徐州律师事务所 蓝色口罩 3000个

无名氏 防护服 6件

无名氏 弗瑞仕口罩KN95 1500个

北京水滴筹汇聚公益基金会 隔离衣 150件

青岛心想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防护口罩头戴折叠式 200个

江苏乐悦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面屏 50个

无名氏 带帽隔离衣 50件

南京正大天晴 医用防护口罩19083款 420个

杨建强 亿信防护口罩 100个

江苏恒瑞医药 N9类FFP2 4000个

丽珠制药 抗病毒颗粒 1箱（120盒）



台湾同胞吴老师 台湾外科口罩 1000个

徐州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额温枪 18支

病理科段新潮 抗菌液 100瓶

杭州微策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N95类口罩墨西哥 500个

李贺 医用口罩 100个

徐州博纳公司 额温枪爱芮儿 2个

付洁 酒精消毒液 1瓶

创发骨科王文 额温枪 60把

王信春 苏州达瑞德机电有限公司 一次性防护服 100件

苏鲁海王 隔离衣 200套

苏鲁海王 外科口罩 2000个

苏鲁海王 医用防护N95 300个

徐州宇恒医疗器械 一次性医用口罩 1400个

徐州二院物资捐赠群中国加油 外科口罩亿信 3000个

徐州腾房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丁腈手套 5000只

华润徐州医药有限公司 外科口罩 500个

康弘药业 防护服 200个

江苏沃泽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外科口罩 2000个

王德勇 防护服 120件

暖风话剧社 医用普通口罩 200个

中核海德威公司 医用防护口罩 300个

上海迈普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防护服 100

上海迈普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目镜 100个

徐州医科大及永伦律师事务所 外科口罩 4000个

徐州医科大及永伦律师事务所 护目镜 150个

王康 外科口罩 100个

山东威高 防护服 90件

山东威高 一次性手术衣 150件

江苏峻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额温枪 10把

江苏峻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医用防护口罩（日照三奇） 100个

深圳玉玄道健康管理公司 艾条 30根

无名氏 阀门N95 117个

孙玉峰 亿信外科 800个

拜耳公司郑文娜 亿信外科 1000个



厉夕梅 南京大鸟科技 一次性医用口罩 1000个

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次性口罩 70000个

南京正大 外科口罩 1200个

广恒公司 外科口罩 2000个

天津宝鼎公司 电暖器 4台

徐州科诺医学仪器公司 监护仪（床边） 5台

邵建华 电子血压计 2台

邵建华 电子体温计 5盒（共50个）

深圳钰创合成光电公司 LED紫外线消毒柜 8台

苏州雅睿生物技术公司 实时荧光定量PCR仪 2台

徐州茗人商贸公司 移动式紫外线消毒车 7台

江西济民可信公司 空气消毒机 1台

福州康达八方电子科技 生命体征监测仪（含配套额温枪） 2台

徐州福康尔电子科技公司 紫外线杀菌灯 30个

北京视联动力信息公司 视联网系统（视频会议系统） 2套

江苏弗瑞仕环保科技公司 新风净化机 10台

江苏弗瑞仕环保科技公司 医疗新风机 1台

江苏弗瑞仕环保科技公司 有氧空气消毒机（吊顶式） 4台

江苏弗瑞仕环保科技公司 空气消毒机 5台

上海诺斯清生物科技公司 一次性探头 600个

上海诺斯清生物科技公司 血氧仪 5个

上海诺斯清生物科技公司 传感器 50个

上海诺斯清生物科技公司 血氧延长线 20个

上海诺斯清生物科技公司 血氧延长线 40个

思科（中国）公司 视频终端（含配件） 7套

徐州市泰州商会 红外额温计 10把

无名氏 医用空气消毒机 3台

长袖善舞女士 热成像测温仪 4台

伊利（徐州市玉鑫贸易有限公司） 各种风味酸牛奶 8000瓶

怪味鱼把子肉 蔬菜 588斤

蒙牛集团（徐州正新香聚食品有限公司） 各种风味酸牛奶 5868瓶

徐州雨润全球采购有限公司 蔬菜 4306斤

徐州雨润全球采购有限公司 水果 1200箱

胡记牌楼 特仑苏牛奶 20盒



冯记蔬菜 蔬菜 1555斤

徐州市秀依商贸有限公司 周黑鸭 75箱

徐州广电 蔬菜 843斤

江苏诺普乐生物科技公司 三髓粉 50箱

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搭档 90箱

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分行 圣女果 200箱

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分行 17.5橙 200箱

江苏恒瑞医药公司 德芙巧克力 5箱

江苏恒瑞医药公司 士力架 35箱

徐州市红十字会 移动空气消毒机 5台

蒙牛集团 牛奶 108箱

徐州拓思商贸有限公司 净水设备 15台

蒙牛集团 牛奶 100箱

theone炭茶 面包 7500元

蒙牛集团 牛奶 4410箱

六个农民 蔬菜 1000斤

胡记牌楼炸串 牛奶 20箱

徐州农副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蔬菜、橙子 108箱、108箱

江苏省峰磊青宁商贸 口罩 2000个

武汉华大医学检验所有限公司 核酸检测试剂 200份

徐州华鑫发电有限公司 现金 70份

徐州市云龙区醉厨餐厅 西餐 鸭脖子66箱，鸭翅13箱

徐州市秀依商贸有限公司 周黑鸭 750杯

那些年餐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奶茶 250个

众森包装 奶茶箱子 150箱（2吨）

徐州广播电视集团有限公司 蔬菜 2000个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医用外科口罩 940个

志愿者集结号 安心裤 1000个

先声药业公司 医用外科口罩 25箱

陈哲 西瓜 90箱

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金搭档 7套

思科（中国）有限公司 视频设备 150套

北京水滴汇聚公益基金会 医用防护服 40个

徐州广播电台 枕头、手工皂、车载净化器 40个、20袋、20个



李跃华 香包 20个

顶新公益基金会 康师傅方便面 40箱

Rose Dream Coffee 咖啡+牛奶 10+1

泸溪河食品有限公司 泸溪河糕点 50盒

徐州食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刺果果果切 126盒

杨波 草莓 60筐

江苏美润食品有限公司 水饺 10箱

南京腾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矿泉水、面包 10扎、4箱

徐州玉鑫公司 伊利酸奶 100扎

今麦郎有限公司 凉白开 60箱

徐州华锦餐饮有限公司 棒约翰披萨 200份

徐州锅圈食汇火锅食材 自热锅 4箱

蒙牛公司 酸奶 100箱

徐州八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草莓 40箱

徐州万瑞食品有限公司 蒙牛简爱酸奶 120箱

上海东锦集团 粥+日加满 60箱

徐州润发一世 矿泉水、面包 50桶+200箱

江苏若谱乐有限公司 三髓多肽营养粉 50箱

仇志国 生蔬 52箱

予熙滋补 燕窝鱼胶 500盒

正大食品（徐州有限公司） 猪肉礼盒 100盒

中国人寿泉山支公司 安慕希、银鹭 各60箱

奎园小区陈女士 莫斯利安、每日坚果、泡面 50箱、20箱、30箱

那些年奶茶徐州公司 那些年奶茶 50箱

月星环球港 三八妇女节礼盒 100份

徐州医科大学医学院 防疫中药秀包 70个

江苏正大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匀浆膳 2箱

青岛百洋医药 纽特舒玛蛋白粉 5箱

Coco都可奶茶徐州公司 Coco都可奶茶 100杯

奔驰徐州之星 冰箱、鲜花、水果 1台/5束/3箱

李田田 84消毒液 10桶

海尔集团徐州分公司 洗衣机 5台

三层过滤口罩 宋端梅 2000个

新梦想篮球俱乐部 酒精 4桶



周松涛 口罩、女性用品 15盒

石广琪 75°酒精 4桶

萤火虫慈善公益基金会 韩国KF94口罩 500只

融创中国苏北公司 丹尼尔免洗消毒液 30箱

徐州纳通医疗科技公司 75°酒精 20桶

鼓博士鼓校全体师生 医用酒精 10小桶

章鱼家 韩国KF94口罩 900-1000只

福泽社区居委会 护目镜、检查手套 130只、3400付

立白集团 日化品 525箱+95散

太太乐徐州分公司 红豆汤、黑米、日加满 54包*5箱、54包*5箱、50箱

韩丰伟 自嗨锅 30箱（360份）

江西济民可信金水宝制药有限公司 金水宝胶囊 600盒

维之善蛋糕 蛋糕、饼干 10盒、160份

维之善蛋糕 蛋糕卡 20个

利星行奔驰 夏凉被、跑步机、乒乓球案 20个、2个、1个

今世缘酒厂 今世缘酒（专为援鄂队员定制） 20份

远大空调有限公司 远大静电净化器 10台

农夫山泉（淳安坪山）有限公司 农夫山泉桶装水 400桶

徐州市红十字会 格兰士光波炉 40个

天溯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皓金立式消毒柜 3个

立白集团 日化品 525箱+95散

李田田 84消毒液 10桶

淮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布洛芬注射液 240瓶

北京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办 连花清瘟颗粒 80盒

贵州益佰 金莲清热泡腾片 100瓶

贵州益佰 金莲清热泡腾片 100瓶

恩华药业/红十字会转交 复方电解质注射液（Ⅱ） 3500瓶

恩华药业/红十字会转交 咪达唑仑注射液 500瓶

恩华药业/红十字会转交 盐酸多沙普仑注射液 1500瓶

北京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办 连花清瘟颗粒 200袋

北京泰德制药有限公司 氟比洛芬凝胶贴膏 100袋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用替加环素 50瓶

卫材公司 转移因子口服液 1080盒

泰州亚上医药公司（设备处转至药库） 注射用胸腺五肽 240盒



众生药业 磷酸氯喹片 50盒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预防1号方颗粒 5000包

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固本益肺汤 4500包

江苏颐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益肺清解汤 8000瓶

江苏百荟医药有限公司 一号方代茶饮 50袋

安徽省兄弟医疗器械销售有限公司 一号方代茶饮 500袋

徐州市农工党组委会 次氯酸钠 60桶

徐州金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过氧乙酸消毒液 30套

徐州A李记串串香 70%乙醇 48桶

本院影像科王京(李鹏) 75%乙醇 30桶

徐州万邦医药 75%乙醇 2桶

徐州市农工党组委会 75%乙醇 500斤

王志伟、樊红斌处长送来 75%乙醇 100斤

徐州高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5%乙醇 1吨

神内科吴景景，工号4789 75%乙醇 3桶

徐州市工程机械商会 75%乙醇 1500瓶

徐州市工程机械商会 75%乙醇 480桶

南京中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75%乙醇 20桶

南京中宸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84消毒液 360瓶

江苏乐善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绿景牌免洗手消毒液 100瓶

合肥沂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康世源牌免洗手消毒液 40瓶

徐州市卫健委 75%乙醇 18桶

徐州市卫健委 消毒粉 100瓶

徐州五金机电行业  王书记   消毒液（含75%乙醇） 160桶

南京东大智能化 75%酒精消毒液 1860瓶

南京东大智能化 手消毒凝胶 120瓶

南京东大智能化 一次性医用消毒巾 240包

益乐公益 乙醇消毒液（75%） 70瓶

益乐公益 84消毒液 10桶

益乐公益 84消毒液 5桶

益乐公益 次氯酸钠 400瓶

上海罗氏制药商务 84消毒液 300瓶

上海罗氏制药商务 康必利酒精消毒剂 200瓶

上海罗氏制药商务 康必利速干手消毒液 200瓶



诺和诺德制药有限公司 次氯酸钠 10桶

3M中国有限公司 3M爱护佳免洗泡沫型手消毒液 231瓶

3M中国有限公司 3M爱护佳免洗泡沫型手消毒液 108瓶

融创苏北公司 丹尼尔外科手消毒液 600瓶

徐州纳通医疗公司 75%酒精 20桶

鼓博士鼓校全体师生 75%消毒酒精 10桶

新梦想篮球俱乐部 乙醇（75%） 4桶

广州立白公司 威王20KG84家居消毒液 95桶

上海罗氏制药商务 康必利速干手消毒液 40瓶

徐州博华商品有限公司 3M爱护佳免洗泡沫型手消毒液 240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