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序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计价单

位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备注

1 盐酸二甲双胍片 —— 片剂 瓶
0.25g*48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

乙烯瓶
北京市永康药业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2 维生素D2软胶囊 —— 软胶囊剂 盒
每丸含维生素D2  400单位 20粒/盒,铝

塑包装
大连水产药业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3
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

口服溶液
—— 口服溶液剂 瓶 120ml/瓶,药用塑料瓶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涨幅过大

4 肌苷注射液 —— 注射剂 支
2ml:0.1g/支,低硼硅玻璃安瓿，10支/

盒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制药二厂 日服费用超标

5 维生素B12注射液 —— 注射剂 支
1ml:0.5mg/支,低硼硅玻璃安瓿、纸

盒，10支/盒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制药二厂 日服费用超标，涨幅过大

6 维生素C注射液 —— 注射剂 支 5ml:1g/支,低硼硅玻璃安瓿，5支/盒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制药二厂 日服费用超标，涨幅过大

7 尼群地平片 —— 口服普通片 盒 10mg*10片*2板/盒,铝塑铝板密封包装 河北赛克药业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8 尼群地平片 —— 口服普通片 盒 10mg*12片/盒,铝塑铝板密封包装 河北赛克药业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9 聚甲酚磺醛栓 —— 栓剂 盒 90mg*6枚/盒,双层PE压合包装 葫芦岛国帝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10 聚甲酚磺醛栓 —— 栓剂 盒 90mg*9枚/盒,双层PE压合包装 葫芦岛国帝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11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 片剂 盒 0.1g×2×12片/板/盒,铝塑 江苏长江药业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12 头孢氨苄胶囊 —— 胶囊剂 盒
0.125g;10粒/板*2板/盒,药用PVC硬片

、药品包装用PTP铝箔
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涨幅过大

13 开塞露（含甘油） —— 灌肠剂 盒 30ml*10支/盒,药用聚乙烯胶管 绵阳一康制药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14 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 —— 注射剂 支 2ml:0.2g/支,安瓿包装，10支/盒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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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计价单

位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备注

15 六味地黄丸 —— 丸剂 盒
120g/盒,药用铝塑复合袋包装，每铁盒

装一袋
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16 头孢拉定胶囊 —— 胶囊剂 盒 250mg×24粒/盒,铝塑泡罩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涨幅过大

17 维生素C注射液 —— 注射液 盒 5ml：1g*5支/盒,安瓿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涨幅过大

18 盐酸二甲双胍片 —— 口服普通片 瓶
0.25g*60'/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

乙烯瓶
上海衡山药业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涨幅过大

19 丹参注射液 —— 注射液 支 20ml/支,低硼硅玻璃安瓿，3支/盒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20 盐酸二甲双胍片 —— 片剂 瓶
0.25g*48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

乙烯瓶
郑州泰丰制药有限公司 日服费用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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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序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计价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备注

1 非诺贝特分散片 —— 片剂 盒 0.1g*24片/盒,铝塑包装； 东莞市金美济药业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2 吡拉西坦片 —— 片剂 瓶 0.4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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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幅过大

3 碳酸氢钠片 —— 片剂 瓶 0.5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包装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4 穿心莲片 —— 片剂 盒 0.21g*36/盒,铝塑泡罩包装 广西嘉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5 复方甘草片 —— 片剂 瓶 复方*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6 曲匹布通片 —— 片剂 瓶 40mg*50片/瓶,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7 碳酸锂片 —— 口服普通片 瓶 0.25g*100片/瓶,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8 牛黄解毒片 —— 片剂 盒 10片×4板/盒,铝塑 吉林省鑫辉药业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9 富马酸酮替芬片 —— 口服普通片 瓶 1mg*60片/瓶,塑料瓶 江苏云阳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10 复方利血平片 —— 薄膜衣片 瓶 复方*100片/瓶,塑料瓶 江苏长江药业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11 对乙酰氨基酚片 —— 片剂 盒 0.5g*500片/盒,铝塑包装 锦州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涨幅过大

12 六味地黄丸（浓缩丸） —— 浓缩丸 盒
（每8丸相当于饮片3克）360丸×2瓶/盒,口服固体

药用塑料瓶包装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涨幅过大

13 十全大补丸 —— 浓缩丸 瓶 200丸/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涨幅过大

14 甲状腺片 —— 片剂（薄膜衣） 盒 40mg*24片/板*2板/盒,铝塑泡罩包装 山东省惠诺药业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15 六味地黄丸 —— 丸剂（浓缩丸） 盒
每8丸重1.44g（每8丸相当于饮片3g）/盒,口服固

体药用聚酯瓶装；每瓶装200丸
山西天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涨幅过大

16 上清丸 —— 丸剂（大蜜丸） 盒 9g*10丸/盒,PVC，铝箔 山西天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涨幅过大

需提供进一步材料的药品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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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计价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备注

17
硫酸沙丁胺醇雾化吸入溶

液
达芬科闯 吸入溶液剂 瓶 2ml:10mg*1/瓶,塑料瓶,每盒10瓶 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18 吡拉西坦片 —— 片剂 瓶 0.4g*100片/瓶,塑料瓶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涨幅过大

19 十滴水 —— 酊剂 盒 每支5ml*10支/盒,药用塑料瓶装 四川省通园制药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20 复方黄连素片 —— 片剂 瓶 每片含盐酸小檗碱30mg*100片/瓶,固体药用塑料瓶 四川省通园制药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21 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 胶囊剂 瓶 0.15g*30粒/瓶,药用塑料瓶 四川省通园制药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22 复方黄连素片 —— 片剂 瓶 100片/瓶,固体药用塑料瓶 四川同人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23 午时茶颗粒 —— 颗粒剂 包
每袋装6克*20袋/包,聚酯/镀铝流延聚丙烯药品包

装用复合膜
武汉贝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24 午时茶颗粒 —— 颗粒剂 盒
每袋装6克*18袋/盒,聚酯/镀铝流延聚丙烯药品包

装用复合膜
武汉贝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25 异烟肼片 —— 片剂 瓶 100m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26 银翘解毒片 —— 片剂 盒
素片，每片重0.5克*100片/盒,口服固体药用聚乙

烯瓶
昭通市骅成制药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27 格列齐特片 —— 片剂 盒 80mg*60片/盒,药用铝箔 郑州泰丰制药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28 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 —— 气雾剂 瓶 每瓶200揿，每揿含沙丁胺醇0.10mg/瓶,铝听包装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涨幅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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