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通用名
包装
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 北京 天津 江苏 浙江 广东 重庆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河北 辽宁 湖北 湖南

1 磷酸氯喹片 瓶 0.25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聚丙烯瓶 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179.00

2 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盒
250ml:盐酸莫西沙星（按C21H24FN3O4计）

0.4g与氯化钠2.0g/盒,钠钙玻璃输液瓶+注射液

用卤化丁基橡胶塞（氯化）包装

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 208.00

3 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袋
250ml：0.4g：2.0g/袋,三层共挤输液用膜（I）

制袋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212.5 173.59 272 219

4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a2b 瓶
1ml：300万IU，1瓶/盒/瓶,本品内包装采用硼硅

玻璃管制注射剂瓶和药用氯化丁基橡胶塞。
北京远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1.40 20.10 38.00

5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a2b 瓶
1ml：500万IU，1瓶/盒/瓶,本品内包装采用硼硅

玻璃管制注射剂瓶和药用氯化丁基橡胶塞。
北京远策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1.64 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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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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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 北京 天津 江苏 浙江 广东 重庆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河北 辽宁 湖北 湖南

6 羧甲司坦口服溶液 盒
10毫升：500毫克*15瓶/盒,钠钙玻璃管制口服液

体瓶

白云山汤阴东泰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7 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 支 6ml(3ml:0.3g)/支,安瓿瓶装,10支/盒 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 69.9 61.19 30.36 69.2 22.61 69.9

8 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 支 3ml:0.3g，5支/盒,中硼硅玻璃安瓿 内蒙古白医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5.8 14.25

序号 通用名
包装
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 北京 天津 江苏 浙江 广东 重庆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河北 辽宁 湖北 湖南 医疗机构1 医疗机构2 医疗机构3 医疗机构4 医疗机构5

9 连翘败毒膏 盒 15g*6袋/盒,复合膜袋 天津市博爱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41.20 41.20 42.00 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 杨浦区中医医院 奉贤区奉城医院 上海市浦东医院 上海市第四康复医院

10 中风回春片 盒
每片重0.3g，12片/板*3板/盒,药用PVC硬片、
药用PTP铝箔

河南润弘本草制药有限公司 85 85 85 87.6 85 85 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 杨浦区中医医院 奉贤区古华医院
普陀区精神卫生中
心

上海市黄浦区香山中医医院

11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瓶 1.0g/瓶,西林瓶，50瓶/盒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24 24
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
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青浦分院（上海市
青浦区中心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12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瓶 0.5g*20瓶/盒,抗生素玻璃瓶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28 28 上海市同济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青浦分院（上海市
青浦区中心医院）

普陀区中心医院

13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瓶 1.0g*10瓶/盒,抗生素玻璃瓶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48 48 上海市同济医院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青浦分院（上海市
青浦区中心医院）

普陀区中心医院

序号 通用名
包装
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北京 天津 江苏 浙江 广东 重庆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河北 辽宁 湖北 湖南

14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盒 10mg×10片/盒,铝塑水泡眼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74.69 72.07

15 非布司他片 盒 20mg*14片/盒,聚丙烯薄膜/铝箔

TEIJIN PHARMA

LIMITED(TEIJIN PHARMA

LIMITED IWAKUNI

PHARMACEUTICAL

FACTORY(安斯泰来制药（中

国）有限公司分装）

75 75 75

16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盒 47.5mg*28片/盒,铝塑泡包装
AstraZeneca AB（阿斯利康制

药有限公司分装）

17 瑞舒伐他汀钙片 盒 20mg 7片/板 1板/盒,铝/铝塑泡包装

Astrazeneca UK limited (IPR

PHARMACEUTICALS,

INCORPORATED)(阿斯利康药

业（中国）有限公司分装)

81.13

18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盒
5ml：0.25mg（按C19H24N2O)计算*1支/盒,I型

玻璃瓶，带有氧化丁基橡胶塞和钢盖

Helsinn Birex Pharmaceuticals

Ltd.（Pierre Fabre Medicament

Production, Aquitaine Pharm

International）

220 220

19 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 瓶
1.88mg（附溶媒），1瓶/盒,西林瓶，每瓶附带

注射用溶媒1支（1ml）。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Osaka Plant）(天津武

田药品有限公司分装)

999 1014.6115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1059.03 999

附件:

公开议价新申请药品

承诺议价不高于本市同品种药品最低价的药品（主要涉及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治临床用药相关品种）

承诺议价不高于本市同品种药品最低价的药品（企业系统内确认的最低价仅是本市同品种的最低价，不是企业的议价价格,挂网后需按本市议价规则议价）

原流标范围药品

原研药/创新药/参比制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