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1：

同意保留医药机构采购资格药品目录
统编代码

包装单位

规格包装

硬胶囊

瓶
盒
瓶
盒

XN0000030073156 人血白蛋白

注射剂

瓶

ZN0000030075119 补中益气丸

浓缩丸

盒

X00022250240010 头孢拉定胶囊
X00987740070260 葡萄糖注射液
小儿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XN0000030076977
(18AA-I)
X0098874003011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ZN0000030070157 板蓝根颗粒

硬胶囊
注射液

盒
瓶

注射液

支

注射液
可溶颗粒

瓶
袋

糖衣片

盒

XN0000030075375 复方甘草片

片剂

瓶

0.9%×50ml,塑瓶/瓶
200mg×12粒/盒,铝塑泡罩
10%×150ml,塑瓶/瓶
80mg*7*2板/盒,铝塑包装
5g(20%,25ml)/瓶,丁基橡胶药用瓶塞，
模制抗生素玻璃瓶；1瓶/盒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克*360丸/盒,口服
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360丸/瓶
/盒
250mg×10粒/盒,铝塑泡罩
5%×500ml,塑瓶/瓶
20ml：1.348g（总氨基酸）/支,安瓿，
5支/盒
5%×250ml,塑瓶/瓶
10g×10/袋,药品包装用复合膜袋装
片芯重0.35克*100片/盒/盒,口服固体
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100片/瓶/盒
复方*100片/瓶,药用塑料瓶包装；100
片/瓶

ZN0000030070484 牛黄上清片

片剂

盒

12片/板x2板/盒/盒,铝塑包装

瓶

5%×100ml,塑瓶/瓶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克*360丸/盒,口服
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360丸/瓶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盒
5%×150ml,塑瓶/瓶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
2mg×30片/盒,铝塑
公司

X00986740100140
X00883250070010
X00987740070290
XN0000030075696

通用名
氯化钠注射液
非诺贝特胶囊(II)
葡萄糖注射液
缬沙坦胶囊

商品名

剂型
硬胶囊

托平

爱咪特

ZN0000030072438 护肝片

X0098874003010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ZN0000030075007 明目地黄丸

浓缩丸

X00987740070240 葡萄糖注射液
X01434400130020 格列美脲片

盒
瓶

佑苏

口服普通
片

盒

生产厂家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国镜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天大药业(珠海)有限公司
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
吉林万通药业集团梅河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X00987740070140 葡萄糖注射液

包装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袋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XN0000030072612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缓释片

盒

XN0000030075516 碘[125I]密封籽源

放射性密
封籽源

粒

XN0000030069888 复方磺胺甲噁唑片

片剂

盒

注射液

袋

5%×500ml,软袋/袋
10mg*10支/,玻璃管制注射剂瓶/丁基胶
塞
10%×500ml,塑瓶
5%×100ml,软袋双阀/袋
27片/瓶/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
烯瓶装
10mg*6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30mg×60片/盒,复合膜袋
每片重0.26g(相当于饮片1.006g)×12
片/板×4板/盒,药用铝塑泡罩包装
100mg×12片/盒,PVC硬片、铝箔泡罩包
装
10.4MBq-37.0MBq(0.28mci-1.00mci)/
粒,玻璃瓶，四层包装
100片/瓶/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
烯瓶
5%×100ml,非PVC共挤膜袋

注射液

瓶

300mg/100ml/瓶,聚丙烯输液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丸剂(水
蜜丸)
缓释片
片剂
注射液
分散片
丸剂（浓
缩丸）
片剂
片剂
可溶颗粒

盒

0.5g*24片/盒,药用铝塑泡罩

成都华宇制药有限公司

瓶

60克/瓶/瓶,药用塑料瓶

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

盒
盒
瓶
盒

10mg×56片/盒,铝塑
0.15g×12粒/盒,铝塑泡罩
5%×100ml,塑瓶
1mg×20片/盒,铝塑泡罩

国药集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万禾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盒

0.7g/袋x30袋/盒/盒,铝塑复合膜袋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盒
瓶
盒

100片/瓶/盒,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0.28g*60片/瓶,高密度聚乙烯瓶
3g×20袋/盒,复合膜袋

吉林万通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

XN0000030066560 注射用盐酸多巴胺

阿斯克丁 冻干粉针

X00987740010060 葡萄糖注射液
X0098874005003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支

注射液
注射液

瓶
袋

ZN0000030070155 三七伤药片

片剂

盒

XN0000030074454 氯雷他定片
X00398400050031 格列喹酮片

片剂

盒
盒

Z04108000010010 抗骨增生片

盒

X0098874001006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甲磺酸帕珠沙星氯化钠注
XN0000030042132
齐若达
射液
ZN0000030074613 心脑欣片
ZN0000030068738 六味地黄丸
XN0000030082678
XN0000030059833
X00987740010080
XN0000030059695

硝苯地平缓释片(I)
厄多司坦片
葡萄糖注射液
利培酮分散片

ZN0000030065628 复方丹参丸
XN0000030049533 碳酸钙片
ZN0000030068893 复方丹参片
Z00051000640010 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泰维思

吉林津升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万全万特制药（厦门）有限公司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君安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Z01423000020010 保和颗粒

包装单位

规格包装

盒

生产厂家

ZN0000030074921 龙胆泻肝丸

浓缩丸

瓶

ZN0000030065385 黄连上清胶囊

胶囊剂

盒

片剂

盒

注射液

瓶

4.5g×10袋/盒,复合膜袋
每100丸重10g，7.2克/袋*6袋/盒,固体
药用塑料瓶
每片重0.3g*100片/瓶/瓶,口服固体药
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100片/瓶/盒
10%×250ml,塑瓶
10%×250ml,塑瓶/瓶
每8丸相当于总药材3克*200丸/瓶,药用
塑料瓶包装，每瓶装200丸。
0.4g*12粒*3板/盒,药用PVC硬片/药品
包装用PTP铝箔包装
40mg×7片/板×2板/盒,药用PVC硬片、
药用PTP铝箔装。聚酰胺/铝/聚氯乙烯
药用复合硬片、药用PTP铝箔装。
10%×100ml,塑瓶

片剂

盒

12片/板x2板/盒/盒,铝塑包装

袋

10%×50ml,非PVC软袋/袋

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万通药业集团梅河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国镜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液

支

0.3ml:5000IU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XN0000030070187 吲达帕胺片

片剂

盒

ZN0000030068338 复方丹参片

薄膜衣片

盒

注射剂

盒

ZN0000030074763 银杏叶片

片剂

盒

X00611400040011 地西泮片

片剂
滴剂（胶
囊型）

瓶

2.5mg*30片/盒,药品包装用铝箔和聚氯
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包装
0.32g*50片/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
乙烯瓶装，50片/瓶/盒
10g/支/瓶,玻璃瓶
0.25g*24片/盒,每片含9.6mg黄酮醇
苷，萜类内酯2.4mg/盒,药用PVC硬片/
药品包装用PTP铝箔
2.5mg*100片/瓶,药用塑料瓶包装

盒

（VA1500、VD500）×36粒/盒,铝塑装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ZN0000030049355 橘红丸

水蜜丸
口服普通
片
注射液
注射液

ZN0000030073764 舒筋活血片
X00987650380010 葡萄糖注射液
X00987740070300 葡萄糖注射液

XN0000030065486 替米沙坦片
X00987650380180 葡萄糖注射液
ZN0000030070486 牛黄解毒片
X00987740280010 葡萄糖注射液
重组人促红素-β注射液
XN0000030040427
（CHO细胞）

罗可曼

XN0000030061596 注射用丙氨酰谷氨酰胺

XN0000030075295 维生素AD滴剂（胶囊型） 贝特令

盒
瓶
瓶
瓶

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
成都九芝堂金鼎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
吉林万通药业集团郑州万通复升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信谊制药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包装单位

ZN0000030075316 逍遥丸

浓缩丸

盒

ZN0000030065514 妇科千金片
X00987740010120 葡萄糖注射液
X00986740150040 氯化钠注射液

片剂
注射液
注射液

瓶
袋
袋

XN0000030049248 阿奇霉素糖浆

糖浆剂

瓶

丸剂（浓
缩丸）

瓶

ZN0000030082123 麦味地黄丸
X00987740070220 葡萄糖注射液
XN0000030065820 人血白蛋白
XN0000030077968 阿法骨化醇片
XN0000030040524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XN0000030069291 酮洛芬肠溶胶囊

立庆

注射液
口服普通
片
注射剂
肠溶胶囊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瓶
瓶

每8丸相当于原药材3克*360丸/盒,口服
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360丸/瓶
/盒
144片/瓶/瓶,HDPE瓶包装
10%×100ml,非PVC共挤膜袋
0.9%×100ml,软袋/袋
60ml：1.5g/瓶,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包
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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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0ml,塑瓶/瓶
20%×10ml（2g）/瓶

盒

0.5ug*10片/板*2板/盒/盒,药用铝箔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瓶
盒

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华润顺峰药业有限公司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片剂

瓶

片剂

盒

注射液

盒

片剂
口服溶液
剂
注射液
口服普通
片

盒

300IU/20ml**1瓶/瓶，玻璃瓶
50mg*12'/盒,铝塑包装
复方，100片/瓶/瓶,口服固体药用聚酯
瓶装
40mg×7片×2板/盒,铝塑包装
10ml:0.5mg(以芬太尼计)*2支/盒,玻璃
安瓿
12片/板*4板/盒/盒,药用铝塑

盒

100ml:0.2g/盒,药用塑料瓶

河北金牛原大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瓶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XN0000030073262 人血白蛋白

注射剂

瓶

XN0000030082263 人血白蛋白

注射剂

瓶

5%×500ml,塑瓶/瓶
每片重0.3克*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装，100片/瓶/盒
2g(20%,10ml)/瓶,丁基橡胶药用瓶塞，
模制抗生素玻璃瓶；1瓶/盒
10g/瓶(20%，50ml)/瓶,中硼硅玻璃输
液瓶装，每瓶装50ml,每盒装1瓶
10%×100ml,软袋/袋

依利舒

XN0000030069136 复方甘草片
XN0000030068980 替米沙坦片
XN0000030047954 枸橼酸芬太尼注射液
ZN0000030073009 牛黄解毒片
XN0000030075523 硫酸锌口服溶液
X0098874003012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ZN0000030073762 妇科十味片

X00987740070160 葡萄糖注射液

坦芯素

瓶

袋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信谊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腾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XN0000030060741
X00988740070010
XN0000030071172
X00579650180010
ZN0000030075134
X00986740190010
X00987740220020

通用名

商品名

羟乙基淀粉130/0.4氯化
钠注射液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甘露醇注射液
追风透骨丸
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注射液

剂型

包装单位

注射剂

瓶

500ml：30g/瓶,玻璃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袋
盒
瓶
盒
袋
袋

5%×50ml,非PVC软袋/袋
100mg*24片/盒,PVC硬片、铝箔泡罩包
50g/250ml/瓶,玻璃输液瓶
6g（每10丸重1克）*20袋/盒,镀铝膜
0.9%×50ml,非PVC软袋/袋
5%×150ml,软袋双阀/袋

浙江国镜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华纳大药厂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国镜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盒

5mg×12片/盒,铝塑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瓶

缓释片
注射液
水蜜丸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X00987740070310 葡萄糖注射液

口服普通
片
注射液

ZN0000030070278 九味羌活颗粒

颗粒剂

盒

片剂

瓶

10%×500ml,塑瓶/瓶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5g*20袋（无庶糖）/盒,药品包装用复
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
合膜
100片/瓶/瓶,固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吉林万通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液

袋

300mg/100ml/袋,直立式聚丙烯输液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盒

10mg*24'*2板/盒,铝塑包装

山东信谊制药有限公司

盒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信谊制药有限公司

XN0000030049528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XN0000030072864 布洛芬片
甲磺酸帕珠沙星氯化钠注
XN0000030042743
齐若达
射液
XN0000030068983 盐酸酚苄明片
XN0000030069700 萘普生缓释胶囊
ZN0000030075191 杞菊地黄丸

浓缩丸

瓶

ZN0000030075773 补中益气丸

浓缩丸

瓶

ZN0000030068339 益母草膏

煎膏剂

瓶

XN0000030068651 沙丁胺醇气雾剂

气雾剂

瓶

XN0000030065755 咪达唑仑注射液
XN0000030069295 维生素B6注射液

注射液
注射液
口服普通
片

支
盒

0.25g*12粒/板*2板/盒/盒,铝塑泡罩板
每8丸相当于原药材3g，每瓶装360丸。
/瓶,聚酯瓶包装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每瓶装360丸/
瓶,聚酯瓶包装
250g/瓶,口服液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装，250克/瓶/盒
混悬型 每瓶14g,含沙丁胺醇20mg,每揿
含沙丁胺醇0.10mg*1瓶/盒/瓶,药物铝
质气雾罐
10mg/2ml/支,安瓿，5支/盒
2ml:0.1g*10支/盒,玻璃安瓿

瓶

25mg×50片/瓶,药用塑料瓶包装

XN0000030068978 阿替洛尔片

适洛特

口服普通
片
缓释胶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包装单位

规格包装

XN0000030081987 非诺贝特胶囊

胶囊

盒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XN0000030069302 甲硝唑片

片剂

瓶

X0098874003008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ZN0000030049483 万通筋骨片
X00987740070170 葡萄糖注射液

片剂

袋
盒
袋

0.1g*20粒/盒,药用塑料瓶
0.2g*100片/瓶,高密度聚乙烯药用塑料
瓶装
5%×500ml,软袋/袋
基片重0.28g*12片×3板/盒,铝塑包装
10%×100ml,软袋双阀/袋

瓶

0.4mg*100片/瓶,药用塑料瓶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瓶
袋

5%×100ml,塑瓶
0.9%×150ml,软袋双阀/袋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克*240丸/瓶,药用
聚乙烯瓶包装，每瓶装240丸。
20%×25ml（5g）/瓶
0.45g*10粒*5板/盒,药用包装用PTP铝
箔-药用PVC硬片包装
每10丸重1.7克*360丸/盒,口服固体药
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360丸/瓶/盒
50ml：1.0g/瓶,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包
装

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普通
片
注射液
注射液

XN0000030049635 阿普唑仑片
X0098865031010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X00986740240020 氯化钠注射液

生产厂家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ZN0000030075476 桂附地黄丸

浓缩丸

瓶

XN0000030065817 人血白蛋白

注射液
软胶囊
（胶丸）

瓶

ZN0000030074664 知柏地黄丸

浓缩丸

盒

XN0000030049247 阿奇霉素糖浆

糖浆剂

瓶

口服普通
片

盒

100mg×6片 /盒,铝塑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盒

12片/板x2板/盒,铝塑包装

吉林万通药业集团梅河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浓缩丸

盒

片剂

盒

XN0000030069925 头孢拉定胶囊
X00986740150080 氯化钠注射液

硬胶囊

盒
袋

ZN0000030074249 金刚藤丸

浓缩丸

盒

ZN0000030069140 藿香正气软胶囊

X01369400010010 头孢克肟片
ZN0000030070480 穿心莲片
ZN0000030075472 归脾丸
ZN0000030070212 感冒清片

康哌

盒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克*360丸/盒,口服
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360丸/瓶
/盒
每素片重0.22g(含对乙酰氨基酚
12mg)15片X2板/盒/盒,泡罩包装铝箱
0.25g*24'/盒,铝塑泡罩
0.9%×500ml,软袋/袋
每袋装4克（约20丸重4克）/盒，药品
包装用复合膜，4克/袋×12袋/盒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
仁堂制药厂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华润顺峰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怀化正好制药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包装单位

ZN0000030070680 小活络丸

浓缩丸

瓶

XN0000030081058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Ⅷ 百因止

注射剂

瓶

口服溶液
剂

瓶

100ml/瓶/瓶,药用聚酯瓶

袋

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口服
溶液
X00986740150060 氯化钠注射液
XN0000030068663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200'（6'/2.3g)/瓶,药用塑料瓶包装，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每瓶装200丸
250IU/瓶,1瓶/盒，附带1瓶5ml灭菌注 Baxter AG(Baxalta Manufacturing
射用水，一个一次性无针配药器
Sàrl)
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

ZN0000030075775 知柏地黄丸

浓缩丸

瓶

ZN0000030070720 红药胶囊
乳酸环丙沙星氯化钠注射
X00097730110010
液

硬胶囊

盒

0.9%×250ml,软袋/袋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每10丸重1.7克，每瓶装360丸/瓶,聚酯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瓶包装
0.25g*12粒*3板/盒,铝塑板装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注射液

袋

100mg/100ml/袋,软袋双阀

复方丹参
片

片剂

盒

可尼尤

注射剂

支/瓶

片剂
注射液
注射剂
片剂

盒
支
瓶
盒

浓缩丸

瓶

可溶颗粒
片剂
糖衣片
片剂

盒
盒
瓶
瓶
袋

相当于饮片0.6g x72片/盒/盒,药用PVC
硬片和药用PTP铝箔
1g/支/瓶,管制抗生素玻璃瓶，12支/
盒，配12支一次性使用预充注射式溶药
器（带针）
每片重0.54g*60片/盒,铝塑
3ml:15mg/支,安瓿,5支/盒
300IU**1瓶/瓶，玻璃瓶
50mg×30片/盒,铝塑包装
每8丸相当于原生药3g，每瓶装360丸/
瓶,聚酯瓶包装
10mg*18袋/盒,药用复合膜
0.5g*36片/盒,药用铝塑泡罩
100片×1瓶/瓶,药用聚烯烃塑料瓶
0.4mg*100片/瓶,药用塑料瓶包装
10%×250ml,软袋/袋

盒

30mg×30片/盒,复合膜袋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盒

50mg*10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石家庄制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原石家庄市第一制药厂)

ZN0000030065251 复方丹参片
XN0000030066122 注射用左卡尼汀
ZN0000030068664
XN0000030049897
XN0000030040522
XN0000030075200

桂龙咳喘宁片
咪达唑仑注射液
人凝血因子Ⅷ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ZN0000030075772 桂附地黄丸
XN0000030081474
ZN0000030070281
ZN0000030072763
X00610400030011
X00987740070180

消旋卡多曲颗粒
心脑欣片
护肝片
阿普唑仑片
葡萄糖注射液

X00398400050021 格列喹酮片
X00268400040010 盐酸曲马多片

杜拉宝

口服普通
片
口服普通
片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亿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九旭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爱美津制药有限公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华宇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信谊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ZN0000030075092 香砂养胃丸
X00987740070120
X00988740030040
X00987740070100
X00988740010020
X01007650010010

葡萄糖注射液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注射液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XN0000030077970 阿法骨化醇片

立庆

X0098865007007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XN0000030048737 阿折地平片

剂型

包装单位

浓缩丸

瓶

注射液
注射液
口服普通
片
注射液

袋
袋
袋
瓶
瓶
盒

0.5ug*10片/板*3板/盒/盒,药用铝箔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袋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盒
盒

9g/袋x10袋/盒/盒,药用复合膜袋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瓶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薄膜衣片

瓶
瓶
盒

10%×250ml,塑瓶
每片重0.32g*60/瓶,药用聚乙烯瓶包
装，每瓶装60片
10%×100ml,塑瓶/瓶
10*15克/袋/盒,药品包装用复合膜袋装

盒

10ml*15小袋/盒,铝塑复合膜包装

澳美制药厂

瓶
盒

10%×100ml,塑瓶
9克×10袋/盒/盒,复合袋
每片含颠茄浸膏10mg x100片/瓶/瓶,高
密度聚乙烯瓶
60g/瓶,药用塑料瓶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

薄膜衣片

盒
袋

ZN0000030075518 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合剂

盒

贝琪

ZN0000030075151 复方丹参片
X00987740070280 葡萄糖注射液
ZN0000030070158 益母草颗粒

颗粒剂
口服溶液
剂
注射液
丸剂

XN0000030071206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X00987740010020 葡萄糖注射液
ZN0000030068737 金锁固精丸
ZN0000030065244 颠茄片
ZN0000030068746 知柏地黄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华裕（无锡）制药有限公司

硬胶囊
柏子养心 丸剂（水
丸
蜜丸）
注射液

ZN0000030075113 黄连上清片
X0098874003005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X00987740010040 葡萄糖注射液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5%×100ml,软袋双阀
8mg*7片/盒,药品包装用铝箔和聚氯乙
烯固体药用硬片
0.26g*48片/盒,铝塑板
5%×100ml,软袋双阀/袋
10毫升*6支/盒,管制口服液瓶/口服液
铝塑组合盖
0.3g×24粒/盒,铝塑泡罩

盒

ZN0000030065692 柏子养心丸

生产厂家

每丸重0.2g（每8丸相当于原药材
3g），每瓶装200丸。/瓶,聚酯瓶包装
5%×250ml,软袋/袋
5%×100ml,软袋/袋
5%×100ml,软袋/袋
5%×100ml,塑瓶
500ml/瓶,塑料瓶

片剂

ZN0000030060866 复方红豆杉胶囊

规格包装

颠茄片

片剂

瓶

丸剂

瓶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百泉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赛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爱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口服普通
片
注射液

ZN0000030070156 银翘解毒片
X01255650050040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
X00987740070270 葡萄糖注射液
XN0000030041474 加替沙星片

剂型

包装单位
瓶

片剂

瓶
瓶
盒

XN0000030071174 硝苯地平缓释片

缓释片

盒

X00423650010010 重组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 安达芬

注射液

支

ZN0000030070604 明目地黄丸

浓缩丸

瓶

片剂

瓶
袋
袋
袋

XN0000030049890
X00988740080020
X00988740080010
X00988740030060

诺丽尔

阿普唑仑片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丸剂（浓
缩丸）

ZN0000030082118 桂附地黄丸
X00987740070200 葡萄糖注射液

袋

ZN0000030075776 逍遥丸
XN0000030072613
XN0000030049637
XN0000030061894
X00987740070230
ZN0000030069566

硝苯地平缓释片
扎来普隆胶囊
伏格列波糖片
葡萄糖注射液
橘红丸

XN0000030070182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瓶

恩诺欣
华怡平

浓缩丸

瓶

缓释片
硬胶囊
片剂
注射液
水蜜丸
口服普通
片

盒
盒
盒
瓶
盒
盒

规格包装
40片×1盒/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
乙烯瓶装
100IU/瓶,西林瓶
10%×50ml,塑瓶/瓶
200mg×12片/盒,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10mg*15'*4板/盒,PVC硬片、铝箔泡罩
包装
100万IU/1ml/支,管制瓶1瓶/盒
200'(8'/3g)/瓶,药用塑料瓶包装，每
瓶装200丸
0.4mg*100片/瓶,塑瓶
5%×150ml,软袋双阀/袋
5%×50ml,软袋双阀/袋
5%×250ml,软袋/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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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0ml,软袋/袋
每8丸相当于原药材3g，每瓶装360丸/
瓶,聚酯瓶包装
10mg×30片/盒,PVC硬片、铝箔泡罩包
5mg*10片/盒,铝塑泡罩板
0.3mg×30片/盒,铝塑泡罩
5%×100ml,塑瓶/瓶
每100丸重10g、7.2g×12袋/盒,复合膜
50mg×20片/盒,药品包装用铝箔和聚氯
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包装

生产厂家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纳大药厂有限公司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