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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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扎溴铵溶液 溶液剂 5%*500ml/瓶,玻璃药瓶、聚酯瓶装 瓶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5.17

2 复方樟柳碱注射液 注射液
2ml:氢溴酸樟柳碱0.2mg,盐酸普鲁卡

因20mg/盒,棕色安瓿装，每盒10支
盒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 17.97

3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粉针剂 0.5g*1支/盒,管制抗生素玻璃瓶 盒 北京朋来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42.30

4 注射用头孢尼西钠 注射用无菌粉末 0.5g/支,抗生素玻璃瓶,10支/盒 支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9.69

5 注射用依那西普 冻干粉针剂
25mg×2瓶/盒,带有橡胶塞的透明玻璃

瓶，铝封和塑料易拉盖
盒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德国)
浙江 1640

6 磷酸钠盐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90ml/瓶,药用塑料瓶装 瓶
上海海虹实业（集团）巢湖今辰药业有
限公司

广东 89.85

7 胸腺五肽注射液 注射剂 1ml:10mg/支,安瓿，1支/盒 支 北京世桥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97.01

8 注射用左亚叶酸钙 注射用无菌粉末 25mg/瓶,西林瓶 瓶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61.97

9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注射液 20mg/10ml/盒,西林瓶装，1瓶/盒 盒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 3960

10 托珠单抗注射液 注射剂 4ml:80mg/支,玻璃瓶装 支
Roche Pharma (Schweiz) Ltd.(Chugai

Pharma Manufacturing Co., Ltd.)
浙江 1500

11 注射用炎琥宁 注射用无菌粉末

80mg*10瓶/盒,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注射用无菌粉末用卤化丁基橡
胶塞

盒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浙江 13.59

12 苯扎溴铵酊 酊剂
0.1%/500ml*1瓶/盒,玻璃瓶、外用液

体药用聚酯瓶
盒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9.71

13 愈酚甲麻那敏颗粒 颗粒剂 9袋/盒,复合膜袋包装 盒 海南凯健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 25.79

14 汞溴红溶液 外用溶液剂 2%*20ml/瓶,塑料瓶装 瓶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1.61

15 生理氯化钠溶液 冲洗液
3000ml:27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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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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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价价格高于五省市最低价的药品名单



16 酮洛芬凝胶 凝胶剂
1g：0.025g*20g/支/盒,铝管（内村环

氧化树脂）
盒

A.Menarini Industrie Farmaceutiche

Riunite

S.r.l(.A.MenariniManufacturingLogistics

andServicesS.r.l.)

广东 14.58

17 脑苷肌肽注射液 注射剂 5ml/支,玻璃安瓿瓶，5支/盒 支 吉林振澳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134.39

18 右旋糖酐铁分散片 分散片 25mg*15片*3板/盒,铝塑 盒 江西华太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30.96

19 氟尿嘧啶植入剂 植入剂
0.1g/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3

瓶/盒
瓶 芜湖先声中人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305.14

20 注射用高纯度尿促性素 注射剂
75IU FSH+75IU LH*10瓶/盒,西林

瓶,10瓶/盒
盒 Ferring GmbH 广东 249.98

21 谷胱甘肽含片 片剂 0.3g/片*6片/盒,铝塑包装 盒 福安药业集团庆余堂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 85.2

22 复方电解质注射液 注射液 500ml/袋,三层共挤输液用袋 袋 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25.26

23 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注射液
10ml:20mg/支,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装
支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4580.64

24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舒巴坦钠粉针剂
0.75g/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卤化丁基胶塞
瓶 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45.72

25 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注射剂

500ml：氯化钠3.0g，醋酸钠1.90g，

氯化钾0.15g，氯化钙0.1g/瓶,聚丙烯

输液瓶

瓶 湖北多瑞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 127.98

26 重组人干扰素a2b滴眼液 滴眼剂 200万IU/10ml/支/支,塑料瓶 支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广东 37.32

27 谷氨酸钠注射液 注射液 20ml:5.75g/支,玻瓶 支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1.60

28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氯化钠注射液粉液双室袋注射剂

粉体室:按头孢唑林计1.0g;液体室:氯

化钠注射液100ml:0.9g./袋,三层共挤

（粉-液）输液用袋

袋

Otsuka Pharmaceutical Factory,Inc.

（Otsuka Pharmaceutical Factory,

Inc., Matsushige Factory）
广东 1.51

29 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 片剂
每片盐酸二甲双胍250mg与格列吡嗪

2.5mg*24片/盒,铝塑板
盒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50.35

30 左羟丙哌嗪胶囊 胶囊剂 30mg*24粒/盒,铝塑板 盒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22.57



31 注射用艾普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10mg*1瓶/瓶,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

瓶和注射用冷冻干燥无菌粉末用覆聚
四氟乙烯/乙烯共聚物膜氯化丁基橡

胶塞包装，1瓶/盒

瓶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江苏 256

32 薄芝片 糖衣片 0.16g*12片*5板/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浙江瑞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41.21

33 双花百合片 片剂 0.6g*12片*2板/盒,铝塑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龙凤堂中药有限公
司

江苏 236.21

34 猴耳环消炎颗粒 颗粒剂 5g*12袋/盒,复合膜包装 盒 广州莱泰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22.05

35 参柏洗液 洗剂 100ml/瓶,PE-聚乙烯塑料瓶 瓶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 78.00

36 复方血栓通滴丸 滴丸剂 30mg/丸*270丸/瓶,塑料瓶装 瓶 广州威斯宝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 40.69

37 甘霖洗剂 洗剂
150ml（妇科型）/瓶,高密度聚乙烯

瓶，并附阴道洗涤器，1瓶/盒
瓶 杭州易舒特药业有限公司 天津 26.1

38 丹归胶囊 胶囊剂 0.3g*12粒*4板/盒,铝塑板 盒 杨凌科森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 56.22

39 杞明胶囊 胶囊剂 0.4g*36粒/盒,铝塑板 盒 西安碑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 34.45

40 肾骨颗粒 颗粒剂
2g/袋*18袋/盒,聚酯/铝/聚乙烯药品包

装用复合膜
盒 武汉钧安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 63.60

41 正元胶囊 0.45g*24粒/瓶,塑料瓶 瓶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江苏 299.48

42 儿肤康搽剂 搽剂 200ml/瓶,液体药用塑料瓶装 瓶 四川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 20.08



序号 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单位 生产企业

1 恩格列净片 片剂 10mg*10片/盒,铝-PVC泡罩包装 盒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2 帕博利珠单抗注射液 注射剂 100mg/4ml/支,1支/盒 支
Merck Sharp & Dohme Corp., a subsidiary of Merck &

Co.,Inc.(MSD Ireland (Carlow))

3 复方太子参止咳益气散 散剂 每袋装4g*9袋/盒,聚酯/铝/聚乙烯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武汉贝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片剂
50mg(按C22H30N604S计）*2片/盒,药品包装用铝箔/药用

PVC硬片
盒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 注射用艾塞那肽微球 注射剂

2mg/盒,每盒含4个单剂量药盒（每个单剂量药盒包括1个

含注射用艾塞那肽微球的玻璃瓶，1支含溶剂的预充式注射

器，1个药瓶适配器和2个注射用针头）

盒 AstraZeneca AB（Amylin Ohio L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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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管平台》无外省市价格信息的药品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