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序号 受理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计价
单位

生产厂家
挂网参考
采购价格
（元）

1 17018 复方青黛丸 —— 蜜丸 6g*12袋/盒,BOPP/镀铝CPP 盒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天宁制药有限

责任公司
19.98

2 17116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10g*20袋/包,复合膜包装 包 广州莱泰制药有限公司 16.00

3 17157 多酶片 —— 口服普通片 20'*5板/盒,铝塑包装 盒 上海长城药业有限公司 19.80

4 17705 枣仁安神颗粒 —— 可溶颗粒
5g*12袋/盒,药用复合膜包装，每袋装5克，每

盒装12袋
盒 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司 56.60

5 17900 氯雷他定片 —— 素片 10mg*6片/盒,铝箔 盒 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15.20

6 17903 维生素A软胶囊 —— 软胶囊剂 5000IU*100粒/瓶,塑料瓶装 瓶 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9.60

7 18109 感冒清热颗粒 —— 颗粒剂 每袋装12克x14袋/盒,药用复合膜袋 盒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1.79

8 18405 吲达帕胺缓释片 —— 缓释片 1.5mg*30片/盒,铝塑包装 盒 黄山中皇制药有限公司 40.80

9 18845 复方岩白菜素片 —— 片剂 复方*15片/板/盒,pvc硬片、铝塑泡罩包装 盒 湖南富兴飞鸽药业有限公司 15.00

10 18961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10g×20袋/包,铝塑袋 包 河北万岁药业有限公司 24.00

11 18962 四神丸 —— 水丸 9g×10袋/盒,铝塑袋 盒 河北万岁药业有限公司 24.00

12 19092 吲达帕胺胶囊 安泰达 硬胶囊 2.5mg×28粒/盒,铝塑包装 盒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3.00

13 19425 马来酸噻吗洛尔滴眼液 —— 滴眼剂
5ml：12.5mg/盒,聚乙烯塑料滴眼瓶，5ml/支/

盒。
盒 江苏远恒药业有限公司 12.00

符合要求的药品明细表



14 20258 维生素E软胶囊 ——
胶囊剂（软胶

囊）
100mg *30粒(天然型）/盒,铝塑包装 盒

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
公司

30.60

15 20920 阿苯达唑胶囊 —— 胶囊剂 0.2g*10粒/盒,铝塑 盒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13.04

16 20921 阿司匹林肠溶片 —— 片剂 25mg *100片/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25.00

17 20935 醋酸泼尼松片 —— 片剂 5mg*100片/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11.65

18 20939 大黄碳酸氢钠片 —— 片剂
大黄0.5g,碳酸氢钠0.15g,薄荷油

0.001ml*100s/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15.00

19 20947 维生素B6片 —— 片剂 10mg*42片/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9.83

20 20948 维生素C片 —— 片剂 0.1g*42片/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7.83

21 20953 维生素B1片 —— 片剂 10mg*42粒/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7.83

22 20962 复合维生素B片 —— 片剂 复方*42片/瓶,瓶装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18.26

23 21295 卡维地洛片 卓异 口服普通片 10mg*14'/盒,药用PVC硬片/药品包装PTP铝箔。 盒 修正药业集团四川制药有限公司 18.60

24 21665 银黄胶囊 —— 硬胶囊剂 300mg×36粒/盒,药用PVC硬片/PTP铝箔 盒 陕西天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5.00

25 22478 银黄胶囊 —— 胶囊剂 0.3g*24粒/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50

26 23496 大黄蛰虫丸 ——
丸剂（水蜜

丸）
每瓶装60g（每100粒重10g）/瓶,塑料瓶装 瓶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30.80

27 23500 甲硝唑片 —— 口服普通片 0.2g*100'/瓶,塑料瓶包装 瓶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21.74

28 23829 右归丸 —— 大蜜丸 9g*10丸/盒,塑料皮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6.00

29 23865 养阴清肺丸 —— 水蜜丸 30g（每100粒重10g）/瓶,塑料瓶 瓶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2.50

30 23866 三七伤药片 —— 片剂
片心重0.3g  12片/板*3板/盒,药用PVC,药品包

装用PTP铝箔.
盒 吉林省红石药业有限公司 18.18



31 24004 四神丸 —— 丸剂（水丸） 9g*10袋/盒,铝塑机装袋 盒 山东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28.98

32 24276 天麻丸 —— 大蜜丸 9g×10丸/盒,塑料皮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5.00

33 24283 天麻丸 —— 水蜜丸 6g×10袋/盒,复合膜袋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6.00

34 24296 耳聋左慈丸 ——
丸剂（水蜜

丸）
每瓶装60g（每100粒重10g）/瓶,塑料瓶装 瓶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20.00

35 24309 舒肝丸 —— 水蜜丸 32g（100丸重20g）/瓶,塑料瓶 瓶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3.90

36 24322 荷叶丸 ——
丸剂（大蜜

丸）
9g×10丸/盒,塑料球壳装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9.80

37 24334 橘红丸 ——
丸剂（水蜜

丸）
每瓶装36g（每100粒重10g）/瓶,塑料瓶装 瓶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2.50

38 24338 六合定中丸 —— 大蜜丸 9g*10丸/盒,塑料球壳装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6.00

39 24348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 缓释片 500mg×30片/盒,铝塑铝包装 盒 重庆科瑞南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30.00

40 24349 牛黄上清丸 ——
丸剂（水蜜

丸）
4g*10袋（100丸重10g）/盒,复合膜袋装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5.70

41 24390 人参归脾丸 —— 水蜜丸 30g（每100粒重10g）/瓶,塑料瓶 瓶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2.00

42 24391 平肝舒络丸 ——
丸剂（水蜜

丸）
每瓶装35g（每100粒重10g）/瓶,塑料瓶装 瓶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3.90

43 24395 清咽润喉丸 —— 大蜜丸 3g*10丸/盒,塑料皮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2.50

44 24397 清咽润喉丸 —— 水蜜丸 4.5g*10袋/盒,复合膜袋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7.00

45 25742 牛黄解毒片 —— 薄膜衣片 2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 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1.29

46 25747 逍遥丸 —— 水丸 60g/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1.73

47 25748 舒筋活血片 —— 口服普通片 45'/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3.04



48 26384 甲氧氯普胺片 —— 片剂 5mg×100片/瓶,塑料瓶装 瓶 灵宝市豫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9.63

49 26387 复方氢氧化铝片 —— 片剂
复方,每瓶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

烯瓶装
瓶 灵宝市豫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8.96

50 26394 碳酸氢钠片 —— 片剂 0.3g,100片／瓶,塑料瓶装 瓶 灵宝市豫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9.58

51 26448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 注射液 4万单位/1ml/支,安瓿，10支/盒 支 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司 0.50

52 26449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 注射液 8万单位/2ml/支,安瓿，10支/盒 支 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司 1.00

53 26475 头孢氨苄片 —— 口服普通片 0.25g*48'/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清远华能制药有限公司 22.90

54 27185 宁心宝胶囊 —— 胶囊剂 0.25克*12粒*3板/盒,铝塑 盒 贵州良济药业有限公司 26.10

55 27294 枇杷止咳颗粒 —— 颗粒剂 3g*9袋/盒,铝塑复合膜 盒 辽宁康博士制药有限公司 15.00

56 28313 醒脑再造丸 —— 大蜜丸 9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7.40

57 28314 乌鸡白凤丸 —— 水蜜丸 6gx10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5

58 28315 乌鸡白凤丸 —— 大蜜丸 9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5

59 28321 天麻胶囊 —— 胶囊剂 12粒x2板/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6.96

60 28343 舒肝丸 —— 大蜜丸 6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7.40

61 28344 石斛夜光丸 —— 水蜜丸 7.3gx6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3.05

62 28346 牛黄上清丸 —— 大蜜丸 6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5

63 28348 牛黄清胃丸 —— 水蜜丸 7gx6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3.05

64 28362 牛黄解毒片 —— 片剂糖衣片 18片x2板/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0.88



65 28366 木香顺气丸 —— 丸剂水丸 6gx6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8.03

66 28367 柏子养心丸 —— 大蜜丸 9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5

67 28368 补中益气丸 —— 大蜜丸 9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7.40

68 28371 穿心莲片 —— 薄膜衣片 12片x2板/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3.06

69 28372 复方丹参片 —— 片剂糖衣片 60片/瓶/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8.83

70 28373 复方胆通胶囊 —— 胶囊剂 12粒x3板/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6.10

71 28375 蛤蚧定喘丸 —— 水蜜丸 6gx6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4.15

72 28378 六味地黄丸 —— 大蜜丸 9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5

73 28405 吡嗪酰胺胶囊 —— 胶囊剂 0.25g×100粒/瓶,塑瓶包装 瓶 辽宁康博士制药有限公司 36.50

74 28407 龙胆泻肝丸 —— 大蜜丸 6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4.41

75 28408 龙胆泻肝丸 —— 丸剂水丸 6gx6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7.40

76 28410 明目地黄丸 —— 大蜜丸 9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5

77 28743 叶酸片 —— 口服普通片 0.4mg*60'/瓶,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2.00

78 28974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5gx10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86

79 28979 舒筋活血片 —— 糖衣片 100片/瓶/盒,聚乙烯塑料瓶 盒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28.98

80 28987 保和颗粒 —— 可溶颗粒 4.5g×10袋/盒,pvc铝箔装 盒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21.73

81 28988 通宣理肺颗粒 —— 可溶颗粒 9g×10袋/盒,pvc铝箔装 盒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21.74



82 28990 妇科调经片 —— 糖衣片 100片/瓶/盒,塑瓶 盒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27.18

83 28993 补肾强身片 —— 糖衣片 100片/瓶/盒,聚乙烯塑料瓶 盒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28.98

84 29081 止嗽化痰颗粒 —— 可溶颗粒 3g*6袋/盒,药用复合膜袋包装 盒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6.07

85 29176 六味地黄丸 —— 浓缩丸 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3.91

86 29178 柏子养心丸 —— 小蜜丸 60g/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3.91

87 29180 乌鸡白凤丸 —— 水蜜丸 6g×9袋/盒,药品包装用复合膜袋包装 盒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9.56

88 29182 复方丹参片 —— 薄膜衣片 5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3.47

89 29185 通便灵胶囊 —— 胶囊剂 0.25g*12粒/盒,铝塑包装 盒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9.47

90 29442 人参健脾丸 —— 大蜜丸 6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87

91 29443 复方氨酚烷胺片 —— 片剂 8片x1板/盒,药用包装用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44

92 29481 心脑康胶囊 —— 胶囊剂 0.25gx12粒x6板/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6.10

93 29657 甲硝唑片 —— 片剂 0.2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业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武汉东信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3.04

94 29752 银翘解毒片 —— 片剂 12片/板*4板/盒,药用铝塑 盒 云南腾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86

95 30783 布洛芬缓释片 芬尼康 缓释片 300mg×20片/盒,铝塑泡罩装 盒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47

96 31256 三黄片 —— 糖衣片 12片/板×2板/盒,用PVC铝箔包装 盒 广西鸿博药业有限公司 13.00

97 31257 三黄片 —— 糖衣片 12片/板×3板/盒,用PVC铝箔包装 盒 广西鸿博药业有限公司 19.00

98 31603 八珍益母片 —— 片剂 15片*2板/片,铝塑泡罩装 盒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26.08



99 31797 红药片 —— 片剂 0.25g*12片*3板/盒,本品采用铝塑包装 盒 湖北广仁药业有限公司 8.50

100 31864 丙硫异烟胺肠溶片 —— 肠溶片 0.1g*100片/盒,塑瓶包装 盒 辽宁康博士制药有限公司 48.00

101 32314 甲泼尼龙片 尤金 口服普通片 4mg*12'*2板/盒,铝塑泡罩 盒 天津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5.77

102 32358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 胶囊剂 复方*24粒/盒,铝塑 盒 济南恒基制药有限公司 32.00

103 32468 强力枇杷露 —— 糖浆剂 250ml/瓶,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瓶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25.25

104 32483 银黄胶囊 —— 硬胶囊剂
300mg×60粒/盒,药用PVC硬片/药品包装用PTP

铝箔
盒 四川省仁德制药有限公司 23.80

105 32499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 胶囊剂 复方*12粒/盒,铝塑 盒 济南恒基制药有限公司 16.00

106 32501 非诺贝特胶囊 —— 胶囊 0.1g*20粒/盒,药用塑料瓶 盒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20

107 33074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10g*10袋/盒,内包装材料为药用聚乙烯 塑料复

合膜。
盒 广西润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00

108 33075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3g*20袋/盒,内包装材料为药用聚乙烯 塑料复

合膜。
盒 广西润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00

109 33801 银杏叶胶囊 —— 胶囊剂
0.3g(每粒含总黄酮醇甘19.2mg、萜类内酯

4.8mg)*12粒*4板/盒,复合铝箔包装
盒 山东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69.39

110 34451 天王补心丸 —— 丸剂大蜜丸 9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5

111 34453 逍遥丸 ——
丸剂（浓缩

丸）
3gx8丸x10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4.16

112 34454 八珍益母丸 —— 丸剂大蜜丸 9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5

113 34456 蛤蚧定喘丸 —— 丸剂小蜜丸 9gx6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2.75

114 34457 柏子养心丸 —— 水蜜丸 6gx10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75

115 34458 附子理中丸 —— 丸剂大蜜丸 9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7.00



116 34549 抗骨增生片 —— 片剂 12片x2板/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2.75

117 34550 六味地黄丸 —— 丸剂水蜜丸 6gx10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25

118 34551 牛黄清胃丸 —— 丸剂大蜜丸 6gx10丸/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0.63

119 34552 牛黄上清丸 —— 丸剂水蜜丸 4gx6袋/盒,复合膜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2.75

120 37245 盐酸普萘洛尔缓释片 —— 缓释片 40mg*10片/盒,铝塑 盒 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司 30.00

121 37394 复方丹参片 ——
片剂（薄膜

衣）
每片重0.32g(相当于饮片0.6g)  60片/瓶,口服

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包装
瓶 广州悦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8.98

122 37571 强力枇杷露 —— 糖浆剂 100ml/瓶,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1瓶/盒 瓶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10.10

123 37572 强力枇杷露 —— 糖浆剂 200ml/瓶,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1瓶/盒 瓶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20.20

124 38293 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 口服溶液剂 100ml/瓶,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装 瓶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10

125 38843 鲜竹沥 —— 合剂 30ml/支*10支/盒,PVC/LDPE复合硬片 盒 江西泽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0.30

126 39097 牛黄清胃丸 ——
丸剂（水蜜

丸）
30g/瓶（每100粒重10g）/瓶,塑料瓶 瓶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9.80

127 39276 开塞露（含甘油） —— 溶液剂 40ml/支,聚乙烯瓶 支 河北武罗药业有限公司 3.60

128 39314 制霉菌素阴道泡腾片 米可定 片剂（泡腾） 10万IU*14'/盒,铝箔包装 盒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14.00

129 39471 强力枇杷露 —— 糖浆剂 15ml*15支/盒,PVC/LDPE复合硬片 盒 江西泽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2.73

130 39544 午时茶颗粒 —— 颗粒剂 6克*18袋/大袋,复合膜，6克*18袋 大袋 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公司 22.73

131 39744 替米沙坦胶囊 —— 胶囊剂 40mg*21粒/盒,铝塑包装 盒 山东益健药业有限公司 54.81

132 39745 替米沙坦胶囊 —— 胶囊剂 40mg*7粒/盒,铝塑包装 盒 山东益健药业有限公司 18.27



133 40077 葡萄糖酸锌颗粒 —— 颗粒剂 70mg×20包/盒,铝塑复合膜袋 盒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10

134 40581 银翘解毒片 —— 薄膜衣片
0.52g*12片/板*2板/盒,药用PVC硬片/药品包装

用PTP铝箔
盒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12.00

135 40583 复方黄连素片 —— 糖衣片
每片含盐酸小檗碱30mg*20片/板*2板/盒,药用

PVC硬片/药品包装用PTP铝箔
盒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16.00

136 40585 复方黄连素片 —— 糖衣片
每片含盐酸小檗碱30mg*100片/瓶,固体药用塑

料瓶装
瓶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41.50

137 40635 元胡止痛片 —— 片剂 片心重0.25g  15片*3板/盒,药用铝箔装 盒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13.64

138 40666 红霉素软膏 —— 软膏剂 1%，铝管，每支10g/支,铝管 支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80

139 40667 克霉唑乳膏 —— 乳膏剂 3%，铝管，每支10g/支,铝管 支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50

140 40668 醋酸曲安奈德乳膏 —— 软膏剂 10g：2.5mg/支,铝管 支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50

141 40669 开塞露 —— 灌肠剂
每支20毫升，含主要成分甘油52.8%-58.3%。

（重量/重量）；特制塑料瓶
支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0

142 40670 马来酸噻吗洛尔滴眼液 —— 滴眼剂 5ml：25mg/支,聚乙烯塑料瓶 支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0

143 40772 维生素AD滴剂 ——
滴剂（胶囊

型）
72粒*VA1500IU：VD500IU/盒,铝塑包装 盒 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74.66

144 40773 维生素AD滴剂 ——
滴剂（胶囊

型）
72粒*VA2000IU：VD700IU/盒,铝塑包装 盒 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74.66

145 40866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每袋装10g*21袋/包/包,双向拉伸聚丙烯/真空

镀铝流延聚丙烯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包 桂林红会药业有限公司 18.20

146 40871 银杏叶片 ——
片剂（薄膜衣

片）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24片

/盒,铝箔  药用PVC硬片
盒 桂林红会药业有限公司 18.00

147 40874 银杏叶片 ——
片剂（薄膜衣

片）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24

片/盒,铝箔、药用PVC硬片
盒 桂林红会药业有限公司 35.00

148 40892 三黄片 —— 片剂 24片/盒,铝箔、药用PVC硬片 盒 桂林红会药业有限公司 13.00



149 40955 玉屏风口服液 —— 合剂 10ml/支*9支/盒,药用玻璃瓶，每盒装9支。 盒 江西和盈药业有限公司 13.50

150 40975 玄麦甘桔颗粒 —— 颗粒剂 每袋装10g*20袋/包,药用复合袋装 包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28.57

151 41025 牛黄解毒片 —— 糖衣片
24片/袋,双向拉伸聚丙烯/低密度聚乙烯药品包

装用复合膜
袋 广西天天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50

152 41031 牛黄解毒片 —— 糖衣片 24片/盒,铝箔和PVC 盒 广西天天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50

153 41206 逍遥颗粒 —— 颗粒剂
每袋装6克（无蔗糖）*10袋/盒,铝塑复合膜袋

包装
盒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25.00

154 41505 感冒清热颗粒 —— 颗粒剂 12g/袋*15袋/包,药用复合膜 包 云南腾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2.61

155 42006 碳酸钙片 —— 片剂 0.75g(以Ca计0.3g)*120片/瓶,瓶装 瓶 珠海同源药业有限公司 125.22

156 42522 连翘败毒膏 —— 煎膏剂 60g*1瓶/盒,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盒 天津美伦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10.00

157 43531 鲜竹沥 —— 合剂 180ml/瓶/盒,棕色塑料瓶，每盒装1瓶 盒 江西海尔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87

158 43594 藿香正气水 —— 酊剂
10ml*10支/盒,聚氯乙烯/低密度聚乙烯口服液

体药用复合硬片
盒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27.20

159 43921 复方丹参片 —— 薄膜衣片 0.26g*50片/瓶,塑料瓶 瓶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7.80

160 43946
维生素E软胶囊（天然

型）
—— 软胶囊剂 0.1g*15粒/板*4板/盒,铝塑泡罩 盒 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 60.70

161 43977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10g/袋x20袋/大袋,药用复合膜 大袋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94

162 44003 樟脑薄荷柳酯乳膏 —— 乳膏剂
樟脑5%,薄荷脑5%,水杨酸甲脂5%*20g/支,铝质

药用软膏管装，20克/支
支 上海通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66

163 44006 益母草颗粒 —— 颗粒 15克*10袋/盒,复合膜 盒 宿州亿帆药业有限公司 22.50

164 44030 西咪替丁片 —— 口服普通片
200m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

瓶，每瓶100片
瓶 上海宝龙药业有限公司 25.00

165 44033 银黄颗粒 —— 颗粒剂 4克*12袋/盒,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四川省仁德制药有限公司 19.00



166 44041 银翘解毒片 —— 片剂
0.5g/片×72片/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和药

用铝箔
盒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70

167 44042 黄连上清片 —— 片剂
片芯重0.3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

乙烯瓶
瓶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7.88

168 44062 酚磺乙胺注射液 —— 注射液 2ml:0.25g*10支/盒,2ml安瓿 每盒10支 盒 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6.50

169 44066 丹参片 ——
片剂（薄膜

衣）
12片*5板/盒,药用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盒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16.91

170 44067 丹参片 ——
片剂（薄膜

衣）
12片*6板/盒,药用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盒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20.27

171 44272 地奥心血康胶囊 —— 胶囊 10粒/板*6板/盒,铝箔 盒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57.97

172 44274 脂必泰胶囊 —— 硬胶囊 0.24g*14'/盒,铝箔 盒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30.40

173 44282 脂必泰胶囊 —— 硬胶囊 0.24 g*28’/盒,铝箔 盒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61.24

174 44383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10g*20袋/包,内包装材料为药用聚乙烯 塑料复

合膜。
包 广西润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50

175 44407 牛黄解毒胶囊 —— 胶囊剂
0.4g*40粒/盒,药品包装用PTP铝箔和药用PVC硬

片复合包装
盒 重庆芸峰药业有限公司 40.00

176 44439 冠心丹参颗粒 —— 颗粒剂 1.5g/袋*15/盒,复合膜小袋包装 盒 广东佰和药业有限公司 24.75

177 44487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快克 胶囊剂 复方*10粒/盒,铝塑泡罩 盒 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60

178 44489
维生素E软胶囊（天然

型）
—— 软胶囊剂 0.1g*60粒/瓶,塑料瓶装 瓶 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51.60

179 44573 黄连羊肝丸 ——
蜜丸（大蜜

丸）
9g*10丸/盒,塑料球壳装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9.00

180 44590 黄连上清丸 ——
丸剂（水蜜

丸）
4g×10袋（每100粒重10g）/盒,复合膜袋装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16.00

181 44668 参苓白术散 —— 散剂 12g*10袋/盒,复合膜袋装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

制药厂
30.00

182 44720 阿昔洛韦片 —— 片剂 0.1g*30片/盒,铝塑包装，每盒30片 盒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9.00



183 44723 氯雷他定胶囊
海王抒
瑞

胶囊剂 10mg*6粒*2板/盒,双铝箔包装 盒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31.9

184 44724 盐酸地尔硫卓片 —— 口服普通片 30mg×36片/盒,铝塑包装，每盒36片。 盒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14.40

185 44725 卡托普利片 —— 口服普通片 12.5mg×48片/盒,铝塑包装，每盒48片。 盒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20.57

186 44726 银杏叶片 ——
片剂（薄膜

衣）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
4.8mg)*24片/盒,铝塑包装，12片/板，2板/盒

。
盒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38.10

187 44728 银杏叶片 ——
片剂（薄膜

衣）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
2.4mg)*36片/盒,铝塑包装，18片/板，2板/盒

。
盒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28.57

188 44729 氨酚伪麻那敏片(II)
海王银
得菲

片剂
对乙酰氨基酚325毫克，盐酸伪麻黄碱30毫克，
马来酸氯苯那敏2毫克/盒,铝塑板包装，每盒10

片。
盒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6.67

189 44768 盐酸二甲双胍片 —— 片剂 0.25g*60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山德士(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25.51

190 44795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3g*10袋[无糖型]/盒,复合膜袋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8.60

191 44796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5g*10袋/盒,复合膜袋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8.60

192 44797 补中益气丸 —— 水丸 6g*10袋/盒,复合膜袋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3.80

193 44798 防风通圣丸 —— 水丸 6g*10袋/盒,复合膜袋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3.80

194 44799 复方丹参片 —— 片剂 60片/瓶,塑料瓶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9.40

195 44800 骨刺丸 —— 蜜丸 9g*10丸/盒,塑料球壳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7.10

196 44801 冠心苏合丸 —— 蜜丸 每10丸重8.5克/瓶,塑料瓶装每瓶装30丸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2.35

197 44845 沈阳红药 —— 薄膜衣片 0.26g*24片/盒,双铝复合膜 盒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60



198 44858 桂附地黄丸 —— 蜜丸 9g/丸*10丸/盒,塑料球壳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6.72

199 44859 知柏地黄丸 —— 水蜜丸 每100粒重20克/瓶,塑料瓶装，每瓶装360粒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5.96

200 44860 知柏地黄丸 —— 蜜丸 9g*10丸/盒,塑料球壳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4.30

201 44861 愈风宁心片 —— 片剂 每片重0.28克/瓶,塑料瓶装每瓶装100片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7.10

202 44862 桂附地黄丸 —— 水蜜丸 每100丸重20克/瓶,塑料瓶装，每瓶装360丸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9.98

203 44863 银翘解毒片 —— 片剂 0.55g*40片/瓶,塑料瓶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0.17

204 44864 藿香正气水 —— 酊剂 10ml*10瓶/盒,塑料瓶装每支装10ml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8.81

205 44865 红药片 —— 薄膜衣片 0.26g*80片/盒,镀铝膜 盒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4.80

206 44867 加味逍遥丸 —— 水丸 6g*10袋/盒,复合膜袋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7.90

207 44868 石斛明目丸 —— 水丸 6g*10袋/盒,复合膜袋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8.10

208 44869 金匮肾气丸 —— 蜜丸 6g*10丸/盒,塑料球壳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4.80

209 44870 金匮肾气丸 —— 水蜜丸 每100粒重20g/瓶,塑料瓶装每瓶装360粒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8.62

210 44871 十全大补丸 —— 水蜜丸 每100粒重20克/瓶,塑料瓶装，每瓶装360粒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3.30

211 44872 开胸顺气丸 —— 水丸 6g*10袋/盒,复合膜袋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4.30

212 44873 连翘败毒丸 —— 水丸 6g*10袋/盒,复合膜袋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4.30

213 44874 生脉饮（党参方） —— 口服液 10ml*10瓶/盒,玻璃瓶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5.77

214 44876 桑菊感冒片 —— 片剂 0.6g*40片/瓶,塑料瓶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1.88



215 44877 羚羊感冒片 —— 片剂 0.3g*10片*3板/盒,铝塑板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0.36

216 44878 杞菊地黄丸 —— 蜜丸 9g*10丸/盒,塑料球壳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4.30

217 44879 六味地黄丸 —— 蜜丸 9g*10丸/盒,塑料球壳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4.70

218 44880 牛黄解毒丸 —— 蜜丸 3g*10丸/盒,塑料球壳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2.35

219 44883 六味地黄丸 —— 浓缩丸
每8丸重1.44克每8丸相当于饮片3克/瓶,塑料瓶

装每瓶装300丸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54.63

220 44885 牛黄解毒片 —— 片剂 片芯重0.27g/板,铝塑板装每板装10片 板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90

221 44886 牛黄解毒片 —— 片剂 0.27g*10片*3板/盒,铝塑板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5.70

222 45159 洛伐他汀胶囊 —— 胶囊剂 20mg*10粒/盒,铝塑包装 盒 北京赛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28.60

223 45246 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 乳膏剂
复方（20g*1支）,药用聚乙烯/铝/聚乙烯复合

软膏管
支 新乡华青药业有限公司 26.50

224 45671 藿香正气片 —— 片剂 0.3g*60片/瓶,塑料瓶装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5.65

225 45672 橘红片 —— 片剂 0.6g*60片/瓶,塑料瓶装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21.30

226 45673 清瘟解毒片 —— 薄膜衣片 0.31g*60片/瓶,塑料瓶装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7.04

227 45674 舒筋活血片 —— 片剂 0.3g *60片/瓶,塑料瓶装 瓶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3.04

228 45675 通便灵胶囊 —— 胶囊剂 0.25g*10粒/板*2板/盒,铝塑板装 盒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
14.78

229 45696 保和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4

230 45697 保和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5.05

231 45698 补中益气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1.64



232 45699 补中益气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7.05

233 45700 归脾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1.64

234 45701 归脾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7.05

235 45702 桂附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9.06

236 45703 桂附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6.32

237 45704 健脾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04

238 45705 六味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重1.44g（每8丸相当于饮片3g）*240丸/

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9.06

239 45706 六味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重1.44g（每8丸相当于饮片3g）*300丸/

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6.32

240 45707 麦味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240丸/瓶/瓶,口服固体

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05

241 45708 麦味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0.06

242 45709 明目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05

243 45710 明目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0.06

244 45711 杞菊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药材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9.06

245 45712 杞菊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药材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6.32

246 45713 天王补心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饮片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高

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05

247 45714 天王补心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饮片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高

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0.06

248 45715 香砂六君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05



249 45716 香砂六君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0.06

250 45717 香砂养胃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饮片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高

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05

251 45718 香砂养胃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饮片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高

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0.06

252 45719 逍遥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药材3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6.05

253 45720 逍遥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8丸相当于原药材3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2.57

254 45721 知柏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10丸重1.7g*24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

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9.06

255 45722 知柏地黄丸 ——
丸剂（浓缩

丸）
每10丸重1.7g*3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

聚乙烯瓶
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6.32

256 46501 二陈丸 —— 水丸 6g*12袋/盒,复合膜袋装，每袋6克 盒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10.37

257 46502 加味左金丸 —— 水丸 6g*10袋/盒,复合膜袋装，每袋装6克 盒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13.78

258 46504 良附丸 —— 水丸 6g*12袋/盒,复合膜袋装，每袋6克 盒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8.90

259 46505 龙胆泻肝丸 —— （丸剂）水丸 6g*12袋/盒,复合膜袋装 盒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10.43

260 46506 香砂枳术丸 —— 水丸 10g*12袋/盒,复合膜袋装 盒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14.16

261 46509 越鞠保和丸 —— 水丸 6g*12袋/盒,复合膜袋装 盒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9.18

262 46511 木香顺气丸 —— 水丸 6g*12袋/盒,复合膜袋装 盒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10.43

263 46514 清肺抑火丸 —— 水丸 6g*12袋/盒,复合膜袋装，每袋6克 盒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10.30

264 46515 通窍耳聋丸 —— 水丸 6g*10袋/盒,复合膜袋装 盒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13.78

265 46524 芎菊上清丸 —— （丸剂）水丸 6g*12袋/盒,复合膜袋装 盒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8.90



附件2：

序号 受理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计价单位 生产厂家 备注

1 18473 利胆排石片 —— 薄膜衣片 0.31g*36片/盒,铝箔板 盒 河北百善药业有限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2 19538 蓖麻油 —— 口服溶液剂 20毫升/瓶,聚酯朔料瓶包装 瓶 湖北科田药业有限公司
以低价药西药目录
为准，不在低价药

范围

3 19539 蓖麻油 —— 口服溶液剂 20毫升/瓶X6瓶,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瓶 湖北科田药业有限公司
以低价药西药目录
为准，不在低价药

范围

4 20979 复方甘草片 —— 片剂 复方*100片/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

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价
格涨幅较大，需提

供进一步材料

5 21010 诺氟沙星胶囊 —— 胶囊剂 0.1g*100片/瓶,瓶装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

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价
格涨幅较大，需提

供进一步材料

6 27184 利巴韦林颗粒 —— 颗粒剂 50mg*18袋/盒,铝箔复合袋，18袋/盒 盒 贵州良济药业有限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7 32907 盐酸多西环素片 —— 片剂 100mg×12片/盒,铝箔/PVC硬片 盒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

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8 33114 硫酸庆大霉素注射液 —— 注射液 8万单位/2ml/支,低硼硅玻璃安瓿，10支/盒 支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

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9 34640 复方鱼腥草片 —— 口服普通片 3*12/板/盒,铝塑泡罩装 盒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

有限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10 39384 复方甘草片 —— 片剂 复方*50片/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

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11 40582 元胡止痛片 —— 薄膜衣片
0.26g*12片/板*2板/盒,药用PVC硬片/药品包

装用PTP铝箔
盒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不符合要求的药品明细表



12 40954 生脉饮（党参方） —— 合剂 10ml/支*10支/盒,药用玻璃瓶，每盒装10支。 盒 江西和盈药业有限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13 41455 雌二醇凝胶 —— 凝胶剂 40g:24mg/支,复合管包装 支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
（随州）有限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14 42115 去痛片 —— 片剂 24片/盒/瓶,铝塑装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

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15 43100 非诺贝特胶囊（II） —— 胶囊剂 0.2g*15粒/盒,铝塑包装 盒
西安汉丰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不在低价药目录范

围

16 43524 养血安神糖浆 —— 糖浆剂 10ml/支*20支/盒,棕色玻璃瓶，每盒装20支 盒
江西海尔思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17 43994 布洛芬缓释胶囊 —— 胶囊剂 0.3g*28粒/盒,铝塑包装，14粒/板*2板/盒 盒
回音必集团海南制药有

限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价
格涨幅较大，需提

供进一步材料

18 44049 血塞通分散片 —— 分散片 0.3g:50mg*12片*2板/盒,铝塑泡罩 盒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不在低价药目录范

围

19 44264
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

口服溶液
—— 口服溶液剂 100ml/瓶,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瓶

石家庄宇惠制药有限公
司

日均费用超标

20 44546 安坤赞育丸 —— 大蜜丸 9g*10丸/盒,塑料球壳装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

司同仁堂制药厂
日均费用超标

21 44727 银杏叶片 ——
片剂（薄膜

衣）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

2.4mg)*24片,铝塑包装，24片/板，1板/盒。
盒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质量审核不合格

22 45161 鱼腥草素钠片 —— 糖衣片 60mg*24片/盒,铝塑包装 盒
北京赛而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23 45289
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

膏
—— 乳膏剂 10g/支,药用聚乙烯/铝/聚乙烯复合软膏管 支 新乡华青药业有限公司 日均费用超标

24 45798 注射用维生素C —— 冻干粉针剂 1g/瓶,西林瓶，10瓶/盒 瓶
峨眉山通惠制药有限公

司
日均费用超标



附件3：

序号 受理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计价
单位

生产厂家 备注

1 20925 盐酸金刚烷胺片 —— 片剂 0.1g*100片/瓶,铝塑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 20934 醋酸地塞米松片 —— 片剂 0.75mg*100粒/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3 20949 硝苯地平片 —— 片剂 10mg*100片/瓶,瓶装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4 20954
枸橼酸喷托维林

片
—— 片剂 25mg*100片/瓶,瓶装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5 20960
马来酸氯苯那敏

片
—— 片剂 4mg*100片/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6 20974 呋喃唑酮片 —— 片剂 0.1g*1000片/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7 24003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10g*20袋/盒,铝塑袋装 盒 山东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8 24045 氨茶碱片 —— 片剂 0.1g*100片/瓶,塑瓶 瓶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9 25503 雷公藤多苷片 ——
口服普通

片
10mg*100'/瓶,塑料瓶装 瓶 浙江得恩德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10 25744 补中益气丸 —— 浓缩丸 2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 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11 25745 天王补心丸 —— 浓缩丸 200丸×1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12 25746 香砂养胃丸 —— 浓缩丸 2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 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13 25755 藿香正气丸 —— 浓缩丸 2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 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需提供进一步材料的药品明细表



14 26391 盐酸小檗碱片 —— 片剂
0.1g,每瓶100片/瓶,高密度聚乙烯药用塑料瓶

装
瓶 灵宝市豫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15 26393 双嘧达莫片 —— 片剂 25m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灵宝市豫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16 26395 碳酸氢钠片 —— 片剂 0.5g,100片/瓶,塑料瓶装 瓶 灵宝市豫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17 26404 曲匹布通片 —— 片剂 40mg,100片/瓶,塑料瓶 瓶 灵宝市豫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18 27186 宁心宝胶囊 —— 胶囊剂 0.25g*200粒/盒,塑料瓶 200粒/瓶 盒 贵州良济药业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19 28358 脑立清丸 —— 水丸 200粒x1瓶/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0 28376 冠心苏合丸 —— 大蜜丸 15丸x2板/盒,PVC铝箔 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1 28981 复方黄连素片 —— 糖衣片 100'/瓶,药用塑料瓶 瓶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

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2 30626 感冒清片 ——
片剂(薄膜

衣）
每素片0.22g(含对乙酰氨基酚12mg)/瓶,塑料

瓶，100片/瓶
瓶 广州悦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3 37395 复方丹参片 ——
片剂（薄
膜衣）

每片重0.32g(相当于饮片0.6g)   100片/瓶,口
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包装

瓶 广州悦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4 37396 复方丹参片 ——
片剂（薄
膜衣）

每片重0.32g(相当于饮片0.6g)   200片/盒/
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包装

瓶 广州悦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5 38481 复方丹参片 —— 片剂
糖衣片（相当于饮片0.6g）180片/瓶,瓶（盒）

装
瓶 广东万年青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6 40148 对乙酰氨基酚片 ——
片剂（素
片）

0.5g*1000片/瓶,固体药用塑料瓶装 瓶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7 40580 盐酸小檗碱片 —— 糖衣片 0.1g*100片/瓶,固体药用塑料瓶装 瓶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8 40633 复方丹参片 —— 薄膜衣片
薄膜衣小片，每片重0.32g，120片/瓶/盒,口服

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瓶
盒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
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29 40636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10g*20袋/大袋,镀铝复合膜 大袋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

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30 40642 藿香正气颗粒 —— 颗粒剂 10g*20袋/大袋,镀铝复合膜 大袋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

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31 41956 维生素E软胶囊 —— 软胶囊剂 100mg*100粒/瓶,塑料瓶装 瓶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32 41958 维生素E软胶囊 —— 软胶囊剂 100mg*160粒/瓶,塑料瓶装 瓶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33 43184
盐酸左氧氟沙星

片
——

片剂（薄
膜衣片）

0.75g×12片/盒,铝塑包装 盒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34 43375 别嘌醇片 ——
口服普通

片
100mg×100片/瓶,塑料瓶 瓶

世贸天阶制药（江苏）有限责
任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35 44300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10g*20袋/包,药用复合膜 包
河北金牛原大药业科技有限公

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36 44721 格列齐特片 —— 片剂 80mg*60片/盒,铝塑包装，每盒60片 盒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37 44722 盐酸二甲双胍片 ——
片剂（薄
膜衣）

0.25g*12片*8板/盒,铝塑包装，每板12片，每
盒8板。

盒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价格涨幅较大，需提供

进一步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