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2：

同意保留药店采购资格药品目录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包装单位

规格包装
10mg*7片/板*2板/盒/盒,铝塑泡罩包装
每片相当于原药材0.68g,每盒装96片/
盒,药用铝塑板
19.2mg*12片*8板/盒,铝塑包装
480丸/瓶/盒/盒,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
装，480丸/瓶/盒
480丸/瓶/盒/盒,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
装，480丸/瓶/盒
0.25g*18片*2板/盒,铝塑
基片重0.28g,12片*4板/盒,泡罩包装铝
箔
480丸/瓶/盒,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装，
480丸/瓶/盒

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

瓶

120'/瓶,聚烯烃塑瓶包装

上海青平药业有限公司

支
盒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韩国韩美药品株式会社制造（北京
韩美药品有限公司分包装）
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
司
吉林万通药业集团梅河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XN0000030074449 氯雷他定片

片剂

盒

ZN0000030074982 天麻片

片剂

盒

ZN0000030068374 银杏叶片

薄膜衣片

盒

ZN0000030070822 藿香正气丸

浓缩丸

盒

ZN0000030070823 明目地黄丸

浓缩丸

盒

ZN0000030068291 抗骨增生片

糖衣

盒

Z05042000010030 万通筋骨片

盒

ZN0000030070824 知柏地黄丸
XN0000030069279 复方氢氧化铝片

浓缩丸
胃舒平

XN0000030074002 红霉素眼膏
ZN0000030075070 追风透骨丸

口服普通
片
眼膏剂
水蜜丸

盒

片剂

盒

片剂
片剂
口服溶液
剂

盒
瓶

0.5%/支,铝管装 2.5克*1支/盒
6g（每10丸重1克）*10袋/盒,镀铝膜
每片含马来酸多潘立酮12.72mg(相当于
多潘立酮10mg)*30片/盒,铝塑泡罩眼
10mg*12片/板/盒/盒,铝塑泡罩包装
0.5g×100片/瓶,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盒

(1800U/600U)*10*6板/盒,铝塑包装

ZN0000030070482 复方石淋通片

片剂

盒

12片/板x4板/盒/盒,铝塑包装

ZN0000030074802 红药片
ZN0000030074467 海珠喘息定片

薄膜衣片
片剂

盒
瓶

0.26g*36片/盒,PVC铝箔泡罩包装
50片/瓶/瓶,聚乙烯瓶

X00737400070010 马来酸多潘立酮片
XN0000030078010 氯雷他定片
ZN0000030065733 陈香露白露片
XN0000030078061 维生素AD滴剂（胶囊型）

益动

生产厂家
昭通市骅成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华太药业有限公司
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丸剂（浓
缩丸）
薄膜衣片

ZN0000030082119 桂附地黄丸
ZN0000030070582 通宣理肺片

片剂（薄
膜衣）

ZN0000030082070 银杏叶片
XN0000030078005
ZN0000030065501
ZN0000030049356
ZN0000030070583
X00869400030030

复方氨酚烷胺片
枇杷止咳颗粒
六味地黄丸
小活络丸
吲哒帕胺片(薄膜衣片)

剂型

片剂
颗粒剂
水蜜丸
大蜜丸
寿比山

包装单位

规格包装

盒
盒
瓶
盒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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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g*18片*3板/盒,铝塑泡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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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方，12片x2板/盒/盒,铝塑包装及纸
3g*12袋/盒,铝膜袋
60克*1瓶/瓶,固体药用塑料瓶
3g*10丸/盒,铝塑泡罩
2.5mg×10片/盒
10ml:0.1g*6支/盒,口服液瓶装

瓶
盒
盒

XN0000030072553 布洛芬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
剂

盒

ZN0000030070820 杞菊地黄丸

浓缩丸

盒

ZN0000030070834 保和颗粒
X01359400170010 复方氨酚烷胺片

颗粒剂

盒
盒

ZN0000030070743 补中益气丸

浓缩丸

盒

生产厂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辽宁华瑞联合制药有限公司
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九芝堂金鼎药业有限公司
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ZN0000030074882 七叶神安片
薄膜衣片
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
XN0000030060674
美常安 肠溶胶囊
囊

盒

480丸/瓶/盒/盒,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
装，480丸/瓶/盒
每袋装4.5g*30袋/盒,复合膜袋
12片/盒,铝塑包装
480丸/瓶/盒,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装，
480丸/瓶/盒
50mg*24片/盒,铝塑

盒

0.25g×30粒/盒,铝塑

XN0000030074637 碳酸钙片

片剂

盒

0.3g*120片/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药品包装用铝箔
司

ZN0000030078136 丹参片

片剂（薄
膜衣）

瓶

90片/瓶,高密度聚乙烯瓶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盒

6g*10袋/盒,药用复合膜包装
480丸/瓶/盒/盒,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
装，480丸/瓶/盒
10g*10袋/盒/盒,复膜袋
0.75克（以钙计0.3克）*100片/瓶,瓶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Z00433000040010 加味逍遥丸
ZN0000030072964 六味地黄丸

浓缩丸

盒

ZN0000030070283 玄麦甘桔颗粒
XN0000030075722 碳酸钙片

颗粒剂
片剂

盒
瓶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
黑龙江多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珠海同源药业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包装单位

瓶
盒
瓶
瓶

100ml:2g/瓶,药用塑料瓶

盒

3g*9袋/盒,铝膜袋
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
每素片重0.25g，20片*2板/盒/盒,铝塑
抚顺青松药业有限公司
泡罩包装，20片*2板。
0.25g*36片/盒,PVC铝箔泡罩包装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万通药业集团梅河药业股份有
12片/板x2板/盒,铝塑包装
限公司
100ml:0.6g/瓶,药用塑料瓶
天大药业(珠海)有限公司
每粒装0.22g*36粒/盒/盒,铝塑包装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10g/袋*25袋/盒/包,药用复合膜包装 马鞍山天福康药业有限公司
10mg*6粒*2板/盒,双铝箔包装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浓缩丸

盒

ZN0000030070483 抗骨增生片

片剂

盒

ZN0000030082088 红药片
XN0000030073955 叶酸片
Z01423000030010 保和颗粒

薄膜衣片
片剂

盒
盒
盒

ZN0000030070821 逍遥丸

浓缩丸

盒

ZN0000030071333
ZN0000030070229
ZN0000030071313
ZN0000030065288

瓶
盒
瓶
盒

ZN0000030065290 枇杷止咳颗粒

浓缩丸
糖浆剂
浓缩丸
胶囊剂
口服普通
片（薄膜
衣）
浓缩丸
颗粒剂
片剂
口服混悬
剂
颗粒剂

ZN0000030074800 红药片

片剂

盒

ZN0000030075261 沈阳红药胶囊

硬胶囊剂

盒

ZN0000030070487 桑菊感冒片

片剂

盒

ZN0000030075086 复方丹参片
ZN0000030071332 十全大补丸
ZN0000030078162 板蓝根颗粒
ZN0000030072764 复方丹参片
XN0000030049855 布洛芬混悬液

XN0000030049859
ZN0000030072668
ZN0000030077858
XN0000030082067

盐酸氨溴索糖浆
金荞麦胶囊
板蓝根颗粒
氯雷他定胶囊

托恩

糖浆剂
胶囊剂
颗粒剂
海王抒瑞 胶囊剂

生产厂家

480丸/瓶/盒/盒,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装，480丸/瓶/盒
吉林万通药业集团梅河药业股份有
12片/板x2板/盒/盒,铝塑包装
限公司
0.26g*80片/盒,镀铝膜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4mg*31片*3板/盒/盒,铝塑包装
烟台中洲制药有限公司
4.5g×10袋/盒,复合膜袋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480丸/瓶/盒/盒,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装，480丸/瓶/盒
200'(8'/3g)/瓶,固体药用塑料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0ml*2瓶/盒,聚酯瓶
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
200'(8'/3g)/瓶,固体药用塑料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25g*24粒/盒,铝塑板
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
薄膜衣小片，每片重0.32g（相当于饮
片0.6克），每瓶装200片，每盒装1/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瓶,高密度聚乙烯瓶
200'(8'/3g)/瓶,固体药用塑料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g×40袋/盒,BOPP/镀铝PET/PE袋装
广西千珍制药有限公司
0.28g*150片/瓶,高密度聚乙烯瓶
安徽九方制药有限公司

ZN0000030070818 归脾丸

麦味地黄丸
强力枇杷露
香砂六君丸
枇杷止咳胶囊

规格包装

瓶

瓶
盒
包
盒

天大药业(珠海)有限公司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包装单位

ZN0000030082183 三七伤药片

片剂

盒

ZN0000030077889 维C银翘片

片剂

盒

ZN0000030068290 护肝片
XN0000030074003 安乃近片
XN0000030049854 布洛芬混悬滴剂

片剂
片剂
混悬滴剂

盒
瓶
瓶

XN0000030065744 卡托普利片

片剂

瓶

XN0000030065118 复方氨酚烷胺片
ZN0000030069276 感冒清热颗粒

片剂
颗粒剂

盒
盒

ZN0000030070819 桂附地黄丸

浓缩丸

盒

托恩

规格包装
片心重0.3g 12片/板*3板/盒,药用
PVC,药品包装用PTP铝箔
每片含维生素C49.5毫克、对乙酰氨基
酚105毫克、马来酸氯苯那敏1.05毫/
盒,药用铝塑板,每盒装48片
0.36g*18片*4板/盒,铝塑
0.5g*100片/瓶,塑料瓶装
15ml:0.6g/瓶,药用塑料瓶
12.5m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
度聚乙烯瓶
复方×12片/盒,PVC硬片、PTP铝箔包装
12g/袋*10袋/盒,复合膜
480丸/瓶/盒/盒,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
装，480丸/瓶/盒

生产厂家
吉林省红石药业有限公司
昭通市骅成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华太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天大药业(珠海)有限公司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