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药品集中采购（上海）中选品种表（含配送企业）

序号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中选价（元） 指定配送企业

1 XN0000030093007 醋酸阿比特龙片 片剂 盒 0.25g*120片/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00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2 XN0000030093900 阿德福韦酯片 阿甘定 片剂 瓶 10mg*3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8.5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 XN0000030075658 阿卡波糖胶囊 贝希 胶囊剂 盒 50mg*15粒/板*2板/盒,药用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包装 四川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6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 X00001250180010 阿莫西林胶囊 胶囊剂 盒 0.25g*24粒/盒,铝塑泡罩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9 上药思富（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5 XN0000030093901 阿莫西林胶囊 胶囊剂 盒 0.25g*36粒/盒,铝塑泡罩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81 上药思富（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6 XN0000030093902 阿奇霉素片 片剂 盒 0.25g*6片/板*1板/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与药用铝箔泡罩包装 浙江华润三九众益制药有限公司 6.13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 XN0000030093903 安立生坦片 片剂 盒 5mg*10片/盒,铝塑泡罩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8.19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8 XN0000030093904 安立生坦片 片剂 盒 5mg*30片/盒,铝塑泡罩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00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9 XN0000030093905 奥美沙坦酯片 片剂 盒 20mg*28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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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
17.08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 XN0000030073088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片剂 盒
2.5mg*18片/盒,聚三氟氯乙烯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复合硬片、药品包装用铝箔和聚酯 /铝/

聚乙烯药品包装用复合膜、袋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15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1 XN0000030073087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片剂 盒
5mg*18片/盒,聚三氟氯乙烯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复合硬片、药品包装用铝箔和聚酯 /铝/聚

乙烯药品包装用复合膜、袋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46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2 XN0000030093906 对乙酰氨基酚片 片剂 盒 0.5g*12片/盒,铝塑包装 河北冀衡（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0.78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13 XN0000030041346 盐酸多奈哌齐片 思博海 薄膜衣片 盒 5mg×7片/盒,玻璃纸/铝/聚乙烯药用复合膜包装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 7.96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14 XN0000030093907 盐酸多奈哌齐片 思博海 薄膜衣片 盒 5mg×7片×2板/盒,玻璃纸/铝/聚乙烯药用复合膜包装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 15.52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15 XN0000030092107 氟康唑胶囊 胶囊剂 盒 50mg*6粒/盒,铝塑泡罩包装（PTP-PVC/PVDC)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1.69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16 X04037400030020 福多司坦片 片剂 盒
0.2g*12片/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药品包装用铝箔，聚酯/铝/聚乙烯药品包装用复合

膜、袋。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86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17 X04037400030010 福多司坦片 片剂 盒
0.2g*9片/板*2板/袋*1袋/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药品包装用铝箔，聚酯/铝/聚乙烯药

品包装用复合膜、袋。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62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18 XN0000030092865 福多司坦片 片剂 盒
0.2g *12片/板*2板/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药品包装用铝箔，聚酯/铝/聚乙烯药品包

装用复合膜、袋。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33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19 XN0000030093908 福多司坦片 片剂 盒
0.2g*12片/板*3板/袋*1袋/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药品包装用铝箔，聚酯/铝/聚乙烯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袋。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65 国药控股凌云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20 XN0000030093909 格列美脲片 圣平 片剂 盒 2mg*90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4.68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21 XN0000030041914 甲硝唑片 片剂 瓶 0.2g*10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包装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5.07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2 XN0000030093910 聚乙二醇4000散 润可隆 散剂 包 10g*30袋/包,聚酯/铝/聚乙烯药品包装用复合膜包装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5.48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23 X01483400030010 坎地沙坦酯片 搏力高 片剂 盒 8mg*14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浙江永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69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24 X01483400030030 坎地沙坦酯片 搏力高 片剂 盒 8mg*28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浙江永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2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25 XN0000030093292 盐酸克林霉素胶囊 胶囊剂 盒 0.15g*12粒/盒,铝塑泡罩包装（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药品包装铝箔） 哈尔滨珍宝制药有限公司 1.2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6 XN0000030093134 铝碳酸镁咀嚼片 咀嚼片 盒 0.5g*12片/板*4板/盒,药用铝塑包装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48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7 X00211400030010 美洛昔康片 莫比可 片剂 盒 7.5mg×7片/盒,铝塑板装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 3.43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8 XN0000030089282 盐酸莫西沙星片 片剂 盒 0.4g*3片/盒,PVC/PVDC铝塑包装
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
6.66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29 XN0000030093911 盐酸莫西沙星片 片剂 盒 0.4g*6片/盒,PVC/PVDC铝塑包装
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
12.99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30 XN0000030092652 盐酸曲美他嗪缓释片 片剂 盒 35mg*10片/板*3板/袋*1袋/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和药用铝箔密封包装 ，外包中封袋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4.9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31 XN0000030091974 琥珀酸索利那新片 片剂 盒 5mg*10片/板×1板/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药用铝箔 四川国为制药有限公司 29.89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32 XN0000030093912 琥珀酸索利那新片 片剂 盒 5mg*10片/板×2板/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药用铝箔 四川国为制药有限公司 58.29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33 XN0000030093913 他达拉非片 片剂 盒 20mg *5片/盒,铝塑包装 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5.17 上药思富（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34 XN0000030093914 他达拉非片 片剂 盒 20mg* 7片*2板/盒,铝塑包装 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34.17 上药思富（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35 X00912400010011 盐酸特拉唑嗪片 马沙尼 片剂 盒 2mg*14片/盒,铝塑包装 华润赛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6.77 华润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36 X03245250030010 替吉奥胶囊 胶囊剂 盒
20mg×12粒/板，1板/袋，1袋/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和药用铝箔密封包装 ，外包铝

箔袋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7.95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37 X03245250030020 替吉奥胶囊 胶囊剂 盒
20mg×14粒/板，3板/袋，1袋/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和药用铝箔密封包装 ，外包铝

箔袋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27.19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38 XN0000030041336 替吉奥胶囊 胶囊剂 盒
25mg×12粒/板，1板/袋，1袋/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和药用铝箔密封包装 ，外包铝

箔袋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0.61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39 XN0000030042550 替吉奥胶囊 胶囊剂 盒
25mg×14粒/板，2板/袋，1袋/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和药用铝箔密封包装 ，外包铝

箔袋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82.35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序号 统编代码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厂家 中选价（元） 指定配送企业

40 XN0000030093915 头孢氨苄胶囊 胶囊剂 盒 0.25g*12粒/板*5板/盒，聚氯乙烯/聚偏二氯乙烯固体药用复合硬片 ，药用铝箔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11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41 XN0000030093916 头孢拉定胶囊 胶囊剂 瓶 0.25g*60粒/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16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42 XN0000030093917 辛伐他汀片 薄膜衣片 盒 20mg×60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山德士(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10.08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43 XN0000030093918 辛伐他汀片 薄膜衣片 盒 40mg×30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山德士(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8.79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44 XN0000030065113 异烟肼片 片剂 盒 0.1g*100片/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沈阳红旗制药有限公司 5.02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5 XN0000030092870 异烟肼片 片剂 盒 0.3g*50片/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沈阳红旗制药有限公司 5.97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6 XN0000030093919 吲达帕胺片 片剂 盒 2.5mg*10片*3板/盒,铝塑包装 濮阳市汇元药业有限公司 1.93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47 XN0000030093920 吲达帕胺片 片剂 盒 2.5mg*12片*4板/盒,铝塑包装 濮阳市汇元药业有限公司 3.04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48 XN0000030093921 吲达帕胺片 片剂 盒 2.5mg*30片*2板/盒,铝塑包装 濮阳市汇元药业有限公司 3.76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49 XN0000030089054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 冻干粉针剂 盒 100mg/瓶/盒,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780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 XN0000030070867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片剂 盒 5mg*12片/板*2板/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药用铝箔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8 上药思富（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