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单位 生产企业
国管平台

低价省份

国管平台最

低价格

1 冻疮膏 软膏剂
20g(樟脑30mg，硼酸50mg，甘油
50mg)*1支/盒,药用软膏铝管或复
方药用软膏管

盒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 5.09

2 盐酸甲氧明注射液 注射液 1ml:10mg*1支/盒,低硼硅玻璃安瓶 盒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广东 40.90

3 斑蝥酸钠注射液 注射液 5ml:0.25mg*2支/盒,安瓿瓶 盒 贵州金桥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61.29

4 生理氯化钠溶液 注射用溶液剂 3000ml:27g*1袋/盒,塑料输液袋 盒 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18.39

5 蛋白琥珀酸铁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 15ml*6支/盒,玻璃瓶 盒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 71.18

6 杞明胶囊 胶囊剂 0.4g*12粒/板*2板/盒,铝塑 盒 西安碑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21.74

7 注射用核糖核酸III 冻干粉针剂 10mg/支,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支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 22.97

8 氢溴酸依他佐辛注射液 注射液 1ml:15mg*10瓶/盒,药用玻璃瓶 瓶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江苏 90.87

9
利多卡因氯己定气雾剂(成膜
型)

气雾剂 60g/瓶,铝瓶包装 瓶 广东同德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32.25

10 克拉屈滨注射液 注射液
10ml：克拉屈滨10mg与氯化钠
90mg*1瓶/盒,钠钙玻璃模制注射剂
瓶

盒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 5960.00

11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薄膜衣片 0.1g*1片/板×5板/盒,铝塑包装 盒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398.75

12 注射用炎琥宁 冻干粉针 40mg/瓶,西林甁 瓶 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4.56

13 归柏化瘀胶囊 胶囊剂
0.3g*24粒/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
聚乙烯瓶

瓶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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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价价格高于五省市最低价的药品名单



14 汞溴红溶液 溶液剂 2%*40ml/瓶,塑料瓶装 瓶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1.30

15 汞溴红溶液 溶液剂 2%*250ml/瓶,塑料瓶装 瓶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5.28

16 核黄素磷酸钠注射液 注射剂
5ml：15mg（按核黄素计）配预充
式*4支/盒,安瓿

支 江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 28.50

17 注射用核黄素磷酸钠 粉针剂 20mg*10支/盒,西林瓶装 支 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 31.74

18 复合凝乳酶胶囊 胶囊剂 复方24粒/盒,铝塑包装 盒
葵花药业集团（唐山）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广东 40.75

19 洁身洗液 洗剂 200ml/瓶/盒,药用塑料瓶 盒 陕西步长高新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17.12

20 复方丙酸氯倍他索软膏 软膏剂
10克:丙酸氯倍他索5mg,维A酸
2.5mg*30g/支,铝管

支 江苏知原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49.51

21 除湿止痒洗液 洗剂
每瓶装200ml/瓶/盒,外用液体药用
塑料瓶装

盒 四川省通园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 24.03

22 注射用炎琥宁 冻干粉针 80mg/瓶,西林甁 瓶 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5.33

23 复方五仁醇胶囊 硬胶囊
0.45g（含五味子乙素10mg）*10

粒*3板/盒,铝铂-pvc包装
盒 沈阳东新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29.27

24 木糖醇注射液 注射液
250ml:木糖醇25g/袋,非PVC多层共
挤输液袋

袋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11.18

25 前列解毒胶囊 胶囊剂 0.4g*48粒/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石家庄科迪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69.90

26 猴耳环消炎颗粒 颗粒剂 5g*9袋/盒,复合膜包装 盒 广州莱泰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16.54

27 卢立康唑乳膏 乳膏剂
1%（10g:100mg）*1支/盒,铝管包
装

盒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66.48

28 奥利司他胶囊 硬胶囊 0.12g*21粒/盒,铝塑包装 盒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189.72



29 右旋糖酐70甘油滴眼液 滴眼剂
15ml（15mg：45mg：30mg）/瓶,

塑料瓶，1瓶/盒
瓶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41.97

30 利巴韦林喷剂 喷雾剂
32g（每瓶内含利巴韦林800mg,每
喷含利巴韦林3mg）/盒,塑料瓶包
装，每盒1瓶

盒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江苏,

浙江
15.01

31 复方鱼腥草滴丸 滴丸剂 2.5g*9袋/盒/盒,铝塑复合膜 盒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36.89

32 复方小儿退热栓 栓剂

每粒重1.0g（含对乙酰氨基酚
150mg，人工牛黄5mg）*5粒*2板/

盒,聚氯乙烯/低密度聚乙烯固体药
用复合硬片

盒 江西九华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31.55

33 生理氯化钠溶液 冲洗液
1000ml:9g/袋,非PVC多层共挤输液
用袋双阀

袋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6.12

34 氯喹那多-普罗雌烯阴道片 阴道片
（氯喹那多200mg，普罗雌烯
10mg，硼酸100mg）*6片/盒,铝塑
包装

盒 Laboratoire Theramex 广东 34.30

35 山葡健脾颗粒 颗粒剂 10g*10袋/盒,药用复合膜 盒 辽宁朝花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34.94

36 克唑替尼胶囊 胶囊剂 250mg*60粒/瓶/盒,HDPE瓶装 盒
Pfizer Ltd.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 Betriebsstatte

Freiburg)
浙江 46500.00

37 克感利咽颗粒 颗粒剂
8g*9袋/盒,聚酯/真空镀铝聚酯/聚乙
烯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葵花药业集团（襄阳）隆中有限公司 广东 31.68

38 脾氨肽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0ml*6支/盒,玻璃管制口服液瓶
装，6支/盒

盒 北京第一生物化学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150.84

39 复方丁香开胃贴 贴剂 每盒装6丸/盒,玻璃瓶包装 盒 湛江寸草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37.40

40 复方硫磺乳膏 乳膏剂 250g/盒, 盒 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26.70

41 胸腺肽肠溶胶囊 肠溶胶囊 5mg*24粒/盒,铝塑板 盒 上海宝龙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33.58

42 疣迪搽剂 搽剂 10ml/瓶,聚酯瓶包装 瓶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235.74



43 多维铁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0ml*15支/盒,药品包装用复合硬片
（PVC/PE）

盒 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37.40

44 银耳孢糖肠溶胶囊 胶囊剂 0.25g*60粒/瓶,塑瓶 瓶 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 62.41

45 芍倍注射液 注射剂 10ml/支*1支/盒,低硼硅玻璃安瓿 盒 河南泰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182.56

46 赖氨葡锌颗粒 颗粒剂 复方15袋/盒,复合膜包装 盒 沈阳东新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21.46

47 奥硝唑分散片 分散片 0.25g*12片/板*2板/盒,铝箔泡罩 盒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28.00

48 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0ml/支×12支/盒,PVC/PE复合硬
片包装

盒 澳诺（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19.62

49 利肺胶囊 胶囊剂 0.3g*24粒/盒,铝塑 盒 通化百信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35.74

50 妇科养血颗粒 颗粒剂 每袋装8g*8袋/盒,包装用复合膜 盒 湖南安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37.04

51 安立生坦片 片剂 5mg，30片/盒,铝塑泡罩 盒
GLAXOSMITHKLINE INC（Patheon

Inc.）
浙江 2850.00

52 注射用盐酸头孢甲肟 注射用无菌粉末
0.5g/瓶,硼硅抗生素玻璃瓶装，10

瓶/盒
瓶 桂林澳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23.45

53 人胎盘片 片剂
0.25g*12片/板*2板/盒,PVC硬片与
药品包装用铝箔

盒 湖南一格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22.93

54 转移因子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0ml：10mg：300μg*6支/盒,玻璃
瓶

盒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金
花制药厂

广东 12.66

55 法罗培南钠颗粒 颗粒剂
0.1g*6袋/盒,聚酯/铝/聚乙烯药品包
装用复合膜袋包装

盒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130.03

56 炎宁颗粒 颗粒剂 14g*9袋/盒,复合铝膜袋 盒 浙江爱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 36.82

57 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Ⅱ） 注射剂
30.50mg（以总氮计）/支,管制玻
璃瓶，每盒10支

支 广东隆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28.09



58 碘酊 酊剂
2%*40ml/瓶,外用液体药用高密度
聚乙烯瓶，外用液体药用聚酯瓶

瓶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1.73

59 碘酊 酊剂
2%*250ml/瓶,外用液体药用高密度
聚乙烯瓶，外用液体药用聚酯瓶

瓶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7.02

60 注射用胸腺五肽 注射剂
10mg/支,西林瓶装，10支/盒（配
10支一次性使用预充注射式溶药器
（带针））

支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33.83

61
二乙酰氨乙酸乙二胺氯化钠注
射液

注射剂 100ml:0.6g：0.9g/袋,非PVC软袋 袋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17.45

62 醋酸阿托西班注射液 注射剂
7.5mg/ml*0.9ml(以阿托西班计)/瓶,

西林瓶
瓶 Ferring AG(Ferring GmbH) 广东 437.53

63 他扎罗汀乳膏 乳膏剂 30g:30mg/支,铝管包装，1支/盒 支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22.71

64 多种油脂肪乳注射液(C6~24) 注射剂
100ml/瓶,钠钙玻璃输液瓶和注射液
用卤化丁基橡胶塞

瓶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浙江 170.73

65 脑蛋白水解物口服液 口服溶液剂 10ml:50mg*10支/盒,管制口服液瓶 盒
吉林万通药业集团梅河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广东 87.29

66 恒古骨伤愈合剂 合剂 25ml/瓶/盒,塑料瓶装 盒 云南克雷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41.99

67
羟乙基淀粉130/0.4电解质注射
液

注射剂
500ml/袋,多层共挤膜输液袋

500ml*20袋/箱
袋 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

天津,江苏,

浙江
96.76

68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 注射液 10ml:20mg/瓶,西林瓶装 瓶 常州金远药业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 4967.17

69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
注射液

注射液
2ml:20mg/支,低硼硅玻璃安瓿，5

支/盒
支 哈尔滨医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90.86

70 止痛消炎软膏 软膏剂 450g/瓶,塑瓶包装 瓶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11.76

71 重组人干扰素a-2b凝胶 凝胶剂
10万IU/g，5g/支/支,软质铝管包
装,1支/盒

支 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 广东 31.26

72 芩翘口服液 合剂 10ml*10支/盒,钠钙玻璃药瓶包装； 盒 沈阳飞龙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48.38



73 结合雌激素乳膏 乳膏剂
14g(1g:0.625mg)/支/盒,铝制软膏
管

盒 新疆新姿源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39.97

74 赖氨葡锌颗粒 颗粒剂
每袋含盐酸赖氨酸125毫克、葡萄
糖酸锌35毫克(相当于锌5毫克)*18

袋/盒,复合膜
盒 迪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 25.19

75 左卡尼汀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0ml:1g/10支/盒,琥珀色玻璃管形
瓶

盒
Sigma-Tau Industrie Farmaceutiche

Riunite S.p.A.（Sigma-Tau Industrie

Farmaceutiche Riunite S.p.A.）
广东 269.39

76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溶媒结晶粉针剂
0.5g/支,药用丁基橡胶瓶塞，管制
抗生素玻璃瓶，10支/盒

支 吉林英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50.49

77 舒洛地特注射液 注射剂 2ml:600LSU/支,安瓿装，10支/盒 支
ALFA WASSERMANN S .p.A.(ALFA

WASSERMANN S .p.A.)
广东 32.80

78 奥拉米特片 片剂（薄膜衣）
0.1g*20片/盒,药用PVC硬片、药用
PTP铝箔泡罩包装

盒 湖南中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48.84

79 红核妇洁洗液 洗剂 10ml*10袋/盒,复合铝塑膜袋 盒 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28.35

80 可溶性止血纱布 贴膏剂 0.8*2袋/盒,药品包装用复合膜袋 盒 河南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380.86

81 利巴韦林气雾剂 气雾剂
每瓶150揿，每揿含利巴韦林
0.5mg*1支/支,铝罐

支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广东 16.91

82 妥洛特罗贴剂 透皮贴剂 0.5mg*7贴/盒 盒
日东电工株式会社（日东电工株式会社
东北事业所）

广东 26.72

83 妥洛特罗贴剂 透皮贴剂 1mg*7贴/盒 盒
日东电工株式会社（日东电工株式会社
东北事业所）

广东 45.43

84 注射用头孢匹胺钠 粉针剂 0.5g/瓶,管制抗生素瓶装 瓶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10.18

85 注射用胸腺五肽 注射剂 10mg/瓶,西林瓶装，每盒5瓶 瓶 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122.26

86 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 注射剂 100mg/支*1瓶/盒,玻璃瓶 盒 Janssen Biologics B.V.(Cilag AG) 浙江 4900.00

87 盐酸雷莫司琼注射液 注射液
2ml:0.3mg/支,低硼硅玻璃安瓿装，
1支/盒，配一次性使用预充式注射
器

支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17.77



88 注射用氨磷汀 注射剂
0.5g/瓶×1瓶/盒,中性硼硅玻璃管制
注射剂瓶-注射用冷冻干燥无菌粉
末用氯化丁基橡胶塞

盒 深圳市资福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 279.00

89 注射用胸腺五肽 注射剂
10mg/支,西林瓶装，1支/盒（配1

支一次性使用无菌棘齿式快速自动
溶药器及1支2ml灭菌注射用水）

支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33.83

90 强骨生血口服液 合剂
10ml*12支/盒,钠钙玻璃管制口服液
体瓶和药用丁基橡胶塞

盒 湖南天劲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32.11

91 冰珍清目滴眼液 滴眼剂
5ml*2支/盒,低密度聚乙烯药用滴眼
剂瓶

盒 湖北远大天天明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 8.74

92 孕康糖浆 糖浆剂 180ml/瓶,塑料瓶装 瓶
上海海虹实业（集团）巢湖今辰药业有
限公司

广东 33.83

93 小麦纤维素颗粒 颗粒剂 3.5g/包*10包/盒,锡袋纸盒包装 盒
Mimer Medical AB（Recipharm

Hoganas AB）
广东 63.26

94 复方七叶皂苷钠凝胶 凝胶剂 20g/支,铝管 支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16.11

95 丙酸氟替卡松乳膏 乳膏剂 15g(0.05%)/支,铝管包装 支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32.90

96 乳疾灵胶囊 胶囊剂
0.55g×12粒/板×3板/盒,药用PVC硬
片，药用铝箔包装，12粒/板×3板/

盒。
盒 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33.23

97 注射用左亚叶酸钙 冻干粉针 50mg/支,西林瓶，1支/盒 支 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131.37

98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 注射剂
40mg/0.8ml/支,预充式注射器，1

支/盒
支

AbbVie Ltd（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 Co.KG）
浙江 6407.00

99 金英胶囊 硬胶囊 0.5g*12'*2板/盒,铝箔泡罩 盒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42.18

100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衍生物滴
眼液

滴眼剂 15000IU/3ml/支,塑料滴眼剂瓶 支 深圳市华生元基因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 23.04

101 注射用香菇多糖 注射用无菌粉末 1mg/瓶,西林瓶装 瓶 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 95.00



102 复方电解质注射液 注射液
500ml/软袋,软袋，双阀双层无菌包
装

软袋 上海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广东 25.26

103 复方太子参颗粒 颗粒剂 5g*6袋/盒,铝塑复合膜包装 盒 福建省闽东力捷迅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17.33

104 盐酸赖氨酸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100ml:盐酸赖氨酸3g与氯化钠
0.9g/瓶,玻璃输液瓶

瓶 宜昌三峡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22.63

105 解痉镇痛酊 酊剂 30ml/瓶,钠钙玻璃药瓶 瓶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2.14

106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
型）

注射剂 100mg*1瓶/盒,药用玻璃瓶 盒
Celgene Corporation(Fresenius Kabi

USA, LLC)
浙江 3400.00

107 注射用盐酸雷莫司琼 注射剂（注射用无
0.3mg*1瓶/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

瓶 成都通德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25.80

108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片剂 0.1g*1片/盒,铝塑包装 盒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87.51

109 复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 注射剂 2ml/支,玻璃安瓿装,6支/盒 支 吉林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 117.60

110
利多卡因氯己定气雾剂(成膜
型)

气雾剂 每瓶60克/瓶,铝质气雾罐装 瓶 江苏天济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27.81

111 复方电解质眼内冲洗液 溶液剂
250ml(包装规格500ml)/套,500ml

瓶装480ml（第I部分）及20ml瓶
（第II部分）

套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49.02

112 注射用盐酸丙帕他莫 溶媒结晶 1.0g/支,西林瓶装，10支/盒 支 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37.97

113 乌鸡增乳胶囊 硬胶囊 0.55g*15粒/盒,双铝箔板 盒 天津飞鹰玉川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34.26

114 屋尘螨变应原制剂 注射剂
100，1000，10000，100000SQ-

U/ml，5ml/瓶×4瓶/盒,玻璃瓶
盒 ALK-Abello A/S（ALK-Abello A/S） 广东 707.00

115
注射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
苷脂钠

冻干粉针剂
20mg*2瓶/盒/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
射剂瓶装，2瓶/盒

瓶 哈尔滨医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92.34

116 复方利多卡因乳膏 乳膏剂
10g（每g含丙胺卡因25mg与利多
卡因25mg）/支,药用铝管

支 同方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 49.34



117 氧化樟脑注射液 注射液
2ml:10mg/支,低硼硅玻璃安瓿,2支/

盒
支 长春大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 76.86

118 桃红清血丸 水丸
5g（30丸）*3板/盒,药用铝箔、药
用PVC硬片

盒 吉林双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 31.50

119 竹沥颗粒 颗粒剂 4g*6袋/盒,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成都利尔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21.80

120 黄精赞育胶囊 硬胶囊
0.31g*36粒/瓶,口服固体药用塑料
瓶装

瓶 上海新亚药业邗江有限公司 广东 46.62



序号 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单位 生产企业

1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颗粒剂 1g（无蔗糖）*6袋/盒,复合膜包装 盒 河北国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 维D钙咀嚼片 咀嚼片
每片含维生素D3 100IU（2.5ug）碳酸钙750mg*120片
/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密封包装

瓶 美国安士制药有限公司

3 硝酸甘油贴片（Ⅱ） 贴剂 25mg，5片/袋，1袋/盒/盒,药用复合膜 盒 哈尔滨瀚钧药业有限公司

4 盐酸安罗替尼胶囊 胶囊剂
12mg*7粒/盒,聚酰胺/铝/聚氯乙烯冷冲压成型固体药用
复合硬片和药用铝箔包装

盒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奥比帕利片 片剂
每片含奥比他韦12.5mg、帕立瑞韦75mg和利托那韦
50mg*14片/盒,使用PVC/PE/PCTFE铝箔泡罩包装

盒 AbbVie AG (Fournier Laboratories Ireland Limited)

6 达塞布韦钠片 片剂 250mg，14片/盒,使用PVC/PE/PCTFE铝箔泡罩包装 盒 AbbVie AG (AbbVie Ireland NL B.V.)

7 硫培非格司亭注射液 注射剂
0.6ml:6mg/支,预灌封注射器灌装，氯化丁基橡胶活塞
封口，1支/盒

支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2

《国管平台》无外省市价格信息的药品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