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序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计价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挂网参考采

购价格
（元）

1 乙酰螺旋霉素片 —— 片剂 盒
100mg×12片×50板/盒,铝塑包装，每板12片，

每盒50板。
安徽金太阳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180

2 醋酸地塞米松片 —— 片剂 瓶 0.75mg*100片/瓶,塑料瓶装 安徽金太阳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25

3 氯霉素片 —— 片剂(糖衣片) 瓶 250mg×100片/瓶,塑料瓶 安徽金太阳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30

4 诺氟沙星胶囊 —— 胶囊剂 板 0.1g*10s/板,铝塑板包装 安徽金太阳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3.6

5 灯盏花素片 —— 口服普通片 盒 20mg×24片/盒,铝塑包装 安徽圣鹰药业有限公司 19.99

6 对乙酰氨基酚片 —— 片剂 瓶 0.5g×100片/瓶,塑料瓶 安丘市鲁安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8

7 非洛地平片 —— 口服普通片 盒 5mg*28'/盒,铝塑泡罩 北京协和药厂 47.1

8 盐酸金霉素眼膏 —— 眼膏剂 支 0.5%,2.5g/支,铝管 辰欣佛都药业（汶上）有限公司 11.8

9 异烟肼片 —— 片剂 瓶 100mg×100片/瓶,药用塑料瓶 成都锦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4.9

10 吡嗪酰胺片 —— 片剂 瓶 250mg×100片/瓶,药用塑料瓶 成都锦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40

11 多潘立酮片 —— 片剂 盒 10mg×40片/盒,铝塑泡罩 佛山手心制药有限公司 29.9

12 雷公藤多苷片 —— 片剂 瓶 10m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福建汇天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66.66

13 开塞露 ——
溶液剂（含甘

油）
支 20ml/支,药用塑料瓶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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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硫软膏 —— 软膏剂 支 20g/支,药用软膏铝管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8

15 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 乳膏剂 支 10g/支,药用软膏铝管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5

16 开塞露 ——
溶液剂（含甘

油）
支 30ml/支,药用塑料瓶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17 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 乳膏剂 支 20g/支,药用软膏铝管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8

18 强力枇杷露 —— 糖浆剂 瓶 200ml/瓶,药用塑料瓶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19 红霉素软膏 —— 软膏剂 支 15g/支,药用软膏铝管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8

20 红霉素软膏 —— 软膏剂 支 20g/支,药用软膏铝管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8

21 醋酸曲安奈德乳膏 —— 乳膏剂 支 10g/支,药用软膏铝管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7.6

22 阿昔洛韦乳膏 乳膏剂 支 15g/支,药用软膏铝管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4

23 氯芬黄敏片 —— 薄膜衣片 盒 复方*24片/盒,铝塑包装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3.8

24 双嘧达莫片 —— 片剂 瓶 25m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7.9

25 甲硝唑片 —— 片剂 瓶 0.2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67

26 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 肠溶片 盒 25mg*24片/盒,铝塑包装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3.04

27 感冒清片 ——
片剂（薄膜衣

片）
瓶

每素片重0.22g（含对乙酰氨基酚12mg）*100片
/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39.33

28 感冒清胶囊 —— 胶囊剂 盒
每粒装0.5g（含对乙酰氨基酚24mg）*20粒/盒,

铝塑包装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19.32

29 感冒清片 —— 片剂（薄膜衣） 盒
每素片重0.22g（含对乙酰氨基酚12mg）*36片/

盒,铝塑包装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14.9

30 氯化钾缓释片 —— 缓释片 盒 0.5g*24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广州誉东健康制药有限公司 15.6



31 阿昔洛韦滴眼液 —— 滴眼剂 支 8ml/支,药用滴眼剂塑料瓶 国药集团三益药业（芜湖）有限公司 29.8

32 克霉唑乳膏 —— 乳膏剂 支 10g/支,药用铝管 国药集团三益药业（芜湖）有限公司 18

33 硫软膏 —— 软膏剂 支 15g/支,药用铝管 国药集团三益药业（芜湖）有限公司 19.8

34 红霉素软膏 —— 软膏剂 支 10g/支,药用铝管 国药集团三益药业（芜湖）有限公司 24

35 复方水杨酸搽剂 搽剂 支 15ml/支,药用塑料瓶 国药集团三益药业（芜湖）有限公司 25.5

36 吲达帕胺缓释片 —— 缓释片剂 盒
1.5mg,100片/盒,药品包装用铝箔和聚氯乙烯固

体药用硬片包装
湖北汇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

37 吲达帕胺缓释片 —— 缓释片剂 盒
1.5mg,60片/盒,药品包装用铝箔和聚氯乙烯固

体药用硬片包装
湖北汇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

38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大袋
10g*20袋/大袋,聚酯/镀铝聚酯/聚乙烯药用复

合膜包装
湖北金龙药业有限公司 30

39 甲氨蝶呤片 —— 片剂 盒 2.5mg*16片/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40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大袋 10克*20袋(袋装）/大袋,复合膜 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公司 33

41 感冒清热颗粒 颗粒剂 包 12克*18袋(袋装）/包,复合膜 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公司 45

42 生脉饮 —— 合剂 盒 10ml*10支/盒,玻璃质管口服液体瓶装 华阳（恩施）药业有限公司 16.5

43 生脉饮 —— 合剂 盒 10ml*15支/盒,玻璃质管口服液体瓶装 华阳（恩施）药业有限公司 24.75

44 三黄片 片剂（糖衣片） 瓶 100片/瓶/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华阳（恩施）药业有限公司 34.5

45 养血安神片 片剂（糖衣片） 盒 0.25g*100片/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华阳（恩施）药业有限公司 29.5

46 六味地黄丸(浓缩丸) 丸剂 盒
每8丸重1.44g(每8丸相当于饮片3g)，200丸/

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华阳（恩施）药业有限公司 25

47 银杏叶片 —— 薄膜衣片 盒
每片重0.185g（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

2.4mg）*24片/盒,铝塑包装
江苏飞马药业有限公司 20



48 补肾强身胶囊 —— 胶囊剂 盒 0.3g*24粒/盒,铝塑板包装 江苏苏南药业实业有限公司 11.58

49 鲜竹沥 —— 合剂 盒 每瓶装160ml/盒,棕色塑料瓶 江西海尔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8

50 川贝枇杷糖浆 —— 糖浆剂 盒 150ml/瓶/盒,药用PET瓶，每盒装1瓶。 江西和盈药业有限公司 24.9

51 益母草颗粒 —— 颗粒剂 盒 5g*30袋/盒,镀铝复合膜 江西京通美联药业有限公司 75

52 去痛片 —— 片剂 盒 复方*24片/盒,铝塑 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5

53 去痛片 —— 片剂 盒 复方*500/盒,铝塑包装 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428

54 对乙酰氨基酚片 片剂 盒 0.5g*10片/盒,铝塑 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0.43

55 三黄片 —— 糖衣片 盒
24片*2板/盒,药品包装用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

用硬片
葵花药业集团（襄阳）隆中有限公司 30

56 益母草颗粒 —— 颗粒剂 盒
每袋装15g*10袋/盒,双向拉伸聚丙烯/真空镀铝

流延聚丙烯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葵花药业集团（襄阳）隆中有限公司 25

57 壮腰健肾丸 —— 浓缩水蜜丸 盒
3.5g*9袋/盒,聚酯/真空镀铝聚酯/聚乙烯药品

包装用复合膜
葵花药业集团（襄阳）隆中有限公司 18

58 橘红片 —— 片剂 盒 12片*8板/盒,PVC、PTP 辽宁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34.78

59 橘红颗粒 —— 可溶颗粒 盒 11g×6袋/盒,PET/APET/PE 辽宁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13.04

60 麝香痔疮栓 —— 栓剂 盒
1.5g*18粒/盒,本品采用涂层/铝/聚乙烯药品包

装用复合膜包装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08

61
维生素AD滴剂
（胶囊型）

—— 口服溶液剂 盒 (VA2000IU：VD700IU)*50粒/盒,铝塑包装 南京海鲸药业有限公司 67.62

62 维生素E软胶囊 —— 胶囊剂 瓶 0.1g*60粒（天然型）/瓶,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 南京海鲸药业有限公司 68

63 维生素E软胶囊 —— 胶囊剂 瓶
0.1g*100粒（天然型）/瓶,口服固体药用聚酯

瓶
南京海鲸药业有限公司 108

64 维生素E软胶囊 —— 软胶囊 瓶
0.1g*110粒（天然型）/瓶,口服固体药用聚酯

瓶
南京海鲸药业有限公司 118



65 水杨酸苯酚贴膏 —— 贴膏剂 盒 0.2g*8片/盒,白板纸包装 青岛华仁太医药业有限公司 24

66 水杨酸苯酚贴膏 —— 贴膏剂 盒 0.2g*4片/盒,白纸板包装 青岛华仁太医药业有限公司 12

67 水杨酸苯酚贴膏 —— 贴膏剂 盒 0.2g*6片/盒,白纸板包装 青岛华仁太医药业有限公司 18

68
维生素E软胶囊
（天然型）

—— 软胶囊剂 盒 0.1g*120粒/盒,铝塑包装 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126

69
复方倍氯米松樟脑

乳膏
—— 乳膏剂 支 15g/支,药用铝质软膏管 山东良福制药有限公司 18.5

70 炉甘石洗剂 —— 洗剂 瓶 100ml/瓶,药用塑料瓶 山东鲁西药业有限公司 17.5

71 阿司匹林肠溶缓释片 —— 肠溶缓释片 盒 50mg*48片/盒,双铝复合膜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9.2

72 银黄颗粒 —— 颗粒剂 大袋
4克*20袋/大袋,聚酯/铝/聚乙烯药品包装用复

合膜
上海凯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8

73 珍菊降压片 —— 片剂 盒 12片*3板/盒,泡罩包装，铝箔/聚氯乙烯硬片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36

74 复方丹参片 —— 薄膜衣片 瓶 0.32g*200/瓶,塑料瓶 上海世康特制药有限公司 85

75 六味地黄丸 —— 浓缩丸 瓶 360'/瓶,塑料瓶 上海万仕诚药业有限公司 39.8

76 六味地黄丸 —— 浓缩丸 瓶 200'(8'/3g)/瓶,塑料瓶 上海万仕诚药业有限公司 22.9

77 杞菊地黄丸 —— 浓缩丸 瓶 200'/瓶,塑料瓶 上海万仕诚药业有限公司 22.9

78 杞菊地黄丸 —— 浓缩丸 瓶 360'/瓶,塑料瓶 上海万仕诚药业有限公司 39

79 香砂养胃丸 —— 浓缩丸 瓶 200'(8'/3g)/瓶,塑料瓶 上海万仕诚药业有限公司 19.25

80 香砂养胃丸 —— 浓缩丸 瓶 360'/瓶,塑料瓶 上海万仕诚药业有限公司 33.8

81 感冒清热颗粒 —— 颗粒剂 盒 每袋装12克*10袋/盒,铝塑复合膜包装 上海裕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5



82 黄疸茵陈颗粒 —— 颗粒剂 盒 每袋装20克*10袋/盒,铝塑复合膜包装 上海裕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33.3

83 板蓝根颗粒 颗粒 盒
每袋装5g(相当于饮片7g)/袋×20袋/盒,聚酯/

铝/聚乙烯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上海裕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6.6

84 复方消痔栓 —— 栓剂 盒
2g*18'/盒,每粒用聚氯乙烯/低密度聚乙烯固体

药用复合硬片包装
上海中医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1.6

85 盐酸西替利嗪胶囊 —— 胶囊剂 盒 10mg*6粒/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药用铝箔 沈阳东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8

86 安中片 —— 片剂 瓶 0.5g*36'/瓶,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石家庄东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87 阿昔洛韦滴眼液 —— 滴眼剂 盒 8ml：8mg/盒,聚乙烯塑料瓶 石家庄格瑞药业有限公司 22

88 注射用维生素C 粉针剂 瓶 1.0g/瓶,管制抗生素玻璃瓶，10瓶/盒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6

89 三黄片 —— 片剂（糖衣片） 盒 36片/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药用铝箔包装 四川迪菲特药业有限公司 22.5

90 复方当归注射液 —— 注射剂 支 2ml/支,玻璃安瓿，10支/盒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

91 感冒清热颗粒 —— 颗粒剂 盒 12克*10袋/盒,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四川同人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5

92 强力枇杷露（炼蜜） 糖浆剂 瓶 每瓶装260克/瓶,玻璃瓶 苏州华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2

93 八珍益母片 —— 片剂 盒
15片*6板/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药用铝

箔装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75.16

94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 胶囊剂 盒 复方10粒/板/2板/盒,铝塑包装 太阳石（唐山）药业有限公司 30

95 格列齐特缓释片 片剂 盒
30mg*30片/盒,药品包装用铝箔，药用PVC硬片

泡罩，每板15片，每盒2板。
天津君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36

96 格列齐特缓释片 片剂 盒
30mg*60片/盒,药品包装用铝箔，药用PVC硬片

泡罩
天津君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70.2

97 格列齐特缓释片 片剂 盒
30mg*36片/盒,药品包装用铝箔，要用PVC硬片

泡罩
天津君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42.62

98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V)
—— 缓释片 盒 50mg*20片/盒,铝塑泡罩装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新
制药厂

25.91



99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V)
—— 缓释片 盒 50mg*30片/盒,铝塑泡罩装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新
制药厂

38.29

100 盐酸二甲双胍片 —— 薄膜衣片 瓶 0.25g*100/瓶,塑瓶装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新

制药厂
40

101 阿替洛尔片 —— 糖衣片 瓶 25mg*50/瓶,塑瓶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新

制药厂
26.09

102 对乙酰氨基酚片 —— 素片 盒 0.5g*10/盒,铝塑泡罩装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新

制药厂
10.43

103 银杏叶胶囊 —— 硬胶囊 盒 0.12g:80mg*10'*2板/盒,铝塑板装 芜湖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28.7

104 酚氨咖敏片 —— 口服普通片 盒 100片/盒,塑料瓶 西安利君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39.5

105 润肺膏 —— 煎膏剂（膏滋） 瓶 120g/瓶,塑料瓶，纸盒 烟台渤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0

106 润肺膏 —— 煎膏剂(膏滋) 瓶 200g/瓶,塑料瓶，纸盒 烟台渤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33.33

107 强力枇杷露 —— 糖浆剂 瓶 330毫升/瓶,塑料瓶装 云南龙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6.6

108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大袋 10g/袋*20/大袋,复合膜袋装 云南通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33

109 板蓝根颗粒 —— 颗粒剂 大袋 10g/袋*30袋/大袋,复合膜袋装 云南通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48

110 板蓝根颗粒 颗粒剂 大袋 3g/袋*25袋/大袋,复合膜袋装 云南通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20.4

111 板蓝根颗粒 颗粒剂 大袋 3g/袋*30袋/大袋,复合膜袋装 云南通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24.2

112 板蓝根颗粒 颗粒剂 大袋 3g/袋*40袋/大袋,药用复合膜包装 云南通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32.8

113 板蓝根颗粒 颗粒剂 盒 3g/袋*12袋/盒,铝塑复合膜袋装 云南通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9.8

114
复方倍氯米松樟脑

乳膏
—— 乳膏剂 支 10g/支,药用铝管 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 19.5



115
复方倍氯米松樟脑

乳膏
—— 乳膏剂 支 20g/支,药用铝管 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 30.5

116 雷公藤多苷片 —— 片剂 瓶 10mg*100s/瓶,塑料瓶装 浙江得恩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4.96

117 开塞露（含甘油） —— 溶液剂 支 10ml/支,异形塑料瓶密闭包装，每支10毫升 浙江遂昌惠康药业有限公司 1.2

118 开塞露（含甘油） —— 溶液剂 盒 20ml*2支/盒,异形塑料瓶密闭包装 浙江遂昌惠康药业有限公司 3.2

119 开塞露（含甘油） —— 溶液剂 支 20ml/支,异形塑料瓶密闭包装，每支20毫升 浙江遂昌惠康药业有限公司 1.5

120 醋酸甲羟孕酮片 —— 口服普通片 瓶 2mg*100'/瓶,聚乙烯瓶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5

121 醋酸甲羟孕酮片 —— 片剂 瓶 4mg*100片/瓶,聚乙烯瓶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8

122 美洛昔康片 —— 片剂 盒 7.5mg*10片/盒,铝塑包装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123 美洛昔康胶囊 —— 胶囊剂 盒 7.5mg*10粒/盒,铝塑包装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5

124 保和丸 —— 丸剂（浓缩丸） 瓶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克*200丸/瓶,口服固体药

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