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关闭国家集采同品种未过评药品采购状态信息公示表

序号 统编代码 通用名 规格包装 包装单位 生产企业 批准文号 采购状态

1 X01298250010020 头孢丙烯胶囊 125mg×12粒/盒,双铝泡罩 盒 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2434 有效

2 X01298400050010 头孢丙烯片 250mg×10片/盒,铝塑泡罩 盒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3886 有效

3 X01298400070010 头孢丙烯片 250mg×6片/盒,铝塑泡罩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国药准字H20103351 有效

4 XN0000030047831 头孢丙烯片 500mg*6片/盒,双铝 盒 国药集团汕头金石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03104 有效

5 XN0000030047832 头孢丙烯片 250mg*6片/盒,双铝 盒 国药集团汕头金石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03103 有效

6 XN0000030086207 头孢丙烯片 0.25g*12片/盒,铝塑包装 盒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53062 有效

7 X00028400030030 头孢呋辛酯片

250mg×6片/盒,采用药品包装
用PTP铝箔和聚酰胺/铝/聚氯乙
烯冷冲压成型固体药用复合硬

片包装

盒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026 有效

8 XN0000030041125 头孢呋辛酯片

250mg×12片/盒,采用药品包装
用PTP铝箔和聚酰胺/铝/聚氯乙

烯冷冲压成型固体药用复合硬

片包装

盒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026 有效

9 X00027750080020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g×1瓶/瓶,西林瓶 瓶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0541 有效

10 X00027750090010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0.75g/瓶,抗生素玻璃瓶 瓶 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60099 有效

11 X00027750090020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5g/瓶,抗生素玻璃瓶 瓶 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0367 有效

12 X00027750090040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0g/瓶,抗生素玻璃瓶 瓶 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5341 有效

13 X00027750130020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5g×1瓶/瓶,西林瓶 瓶 南昌立健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0366 有效

14 X00027750130080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500mg×1瓶/瓶,西林瓶 瓶 南昌立健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0960 有效

15 X00027750150010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0.75g/瓶,玻璃瓶，100瓶/盒 瓶 MEDOCHEMIE LTD(MEDOCHEMIE LTD） H20140139 有效

16 X00027750390010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25g/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
液瓶，3瓶/盒

瓶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3509 有效

17 X00027750400010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5g/瓶,玻璃瓶，100瓶/盒 瓶 MEDOCHEMIE LTD(MEDOCHEMIE LTD） H20140140 有效

18 XN0000030041925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5g/瓶,西林瓶 瓶
Esseti Farmaceutici S.r.l.(Esseti 
Farmaceutici S.r.l.)

H20160013 有效

19 XN0000030073023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0.75g/瓶,10ml钠钙玻璃模制
瓶，10瓶装彩盒

瓶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暂缺 有效

20 XN0000030091769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按C16H16N4O8S计 0.75g/瓶,玻

璃管制注射剂瓶 0.75g  10瓶/
盒

瓶 陕西顿斯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5661 有效

21 XN0000030091780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5g/瓶，10瓶/盒,低硼硅玻璃
管制注射剂瓶

瓶 福安药业集团庆余堂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63374 有效

22 XN0000030091785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1.0g(按C16H16N4O8S计算)/瓶,
注射剂瓶+注射用无菌粉末用丁
基橡胶塞装

瓶 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5671 有效

23 XN0000030096175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0.75g(按C16H16N4O8S计
算)/瓶,注射剂瓶+注射用无菌
粉末用丁基橡胶塞装

瓶 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5670 有效

24 XN0000030064058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5ml:0.25mg/盒,安瓿瓶，1支/
盒

盒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30108 有效

25 XN0000030078694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5ml:0.25mg/支,安瓿，1支/盒 支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80811 有效

26 XN0000030084262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5ml：0.25mg（以
C19H24N20计）/支,管制注射剂
瓶

支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50048 有效

27 XN0000030097688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5ml:0.25mg/支,安瓿瓶，1支/
盒

支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00096 有效

28 X01538400010050 枸橼酸莫沙必利分散片 5mg×20片/盒,铝塑泡罩 盒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1110 有效

29 XN0000030078395 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5mg*12'/盒,铝塑包装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0315 有效

30 XN0000030078396 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5mg*12'*2板/盒,铝塑包装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0315 有效

31 XN0000030088259 枸橼酸莫沙必利胶囊 5mg*12'*2板/盒,铝塑包装 盒 上海新黄河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73152 有效

32 XN0000030092875 阿托伐他汀钙片
10mg*14片/盒,铝/铝水泡眼包
装

盒 乐普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33127 有效

33 XN0000030093043 阿托伐他汀钙片 20mg*7片/盒,铝/铝水泡眼包装 盒 乐普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63270 有效

34 XN0000030040447 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每片含缬沙坦80mg与氢氯噻嗪

12.5mg*7片/板*2板/盒，铝铝

包装

盒 浙江英格莱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2481 有效

35 XN0000030045799 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80mg/12.5mg*14' 瓶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暂缺 有效

36 XN0000030064197 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80mg/12.5mg*14片/盒,塑料瓶 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70118 有效

37 XN0000030073422 缬沙坦氢氯噻嗪分散片
缬沙坦80mg、氢氯噻嗪
12.5mg*7片/盒,铝塑

盒 山东司邦得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10092 有效

38 XN0000030078513 缬沙坦氢氯噻嗪分散片
80mg/12.5mg*7片/盒,铝塑板包
装

盒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0262 有效

39 XN0000030078517 缬沙坦氢氯噻嗪分散片
80mg/12.5mg*10片/盒,铝塑板
包装

盒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0262 有效

40 XN0000030078518 缬沙坦氢氯噻嗪分散片
80mg/12.5mg*14片/盒,铝塑板

包装
盒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0262 有效

41 X01485400280010 替米沙坦片 40mg×14片/盒,双铝泡罩 盒 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1082 有效

42 XN0000030083985 替米沙坦片 40mg*7'/盒,铝塑 盒 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1082 有效

43 X01561400010010 门冬氨酸氨氯地平片 5mg×7片/盒,铝塑泡罩 盒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20487 有效

44 X01561400010020 门冬氨酸氨氯地平片 5mg×14片/盒,铝塑泡罩 盒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20487 有效

45 X00796400040020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25mg×20片/盒,铝塑泡罩 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32025169 有效

46 X00796400040030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25mg×100片/瓶,高密度聚乙烯

瓶
瓶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32025169 有效

47 XN0000030075196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25mg*20片/盒,铝塑包装 盒 上海信谊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31021417 有效

48 XN0000030075198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25mg×30片/盒,铝塑包装 盒 苏州爱美津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8292 有效

49 XN0000030049359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5mg*10/盒,铝铝包装 盒
德国Salutas Pharma GmbH（山德士（中

国）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国药准字J20171043 有效

50 XN0000030041986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30mg/2ml/支,玻璃安瓿 支 天津金耀集团湖北天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23136 有效

51 XN0000030042807 注射用甲磺酸法舒地尔
35mg（冻干）/瓶,低硼硅玻璃

管制注射剂瓶
瓶 武汉启瑞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20028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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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XN0000030047623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2ml:30mg/支,玻璃安瓿 支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23343 有效

53 XN0000030066068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30mg/2ml/支,低硼硅玻璃安

瓿，4支/盒
支 四川美大康佳乐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23424 有效

54 X0082620002002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
囊(III)

40mg×20粒/盒,铝塑泡罩 盒 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1020 有效

55 X0082620002004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

囊(III)
20mg×20粒/盒,铝塑泡罩 盒 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1019 有效

56 X0082620010002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
囊(Ⅱ)

40mg×20粒/盒,铝塑泡罩 盒 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1018 有效

57 X0082622004001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60mg×10片/盒,复合膜袋 盒 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247 有效

58 X0082622007001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40mg×14片/盒,铝塑泡罩 盒 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005 有效

59 X0082622011002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60mg×20片/盒,双面铝箔 盒 上海世康特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0308 有效

60 X0082622012002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40mg×24片/盒,双铝泡罩 盒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1039 有效

61 X0082622016002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60mg×10片/盒,铝塑泡罩 盒 山德士（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80015 有效

62 X00826aA001001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50mg×14片/盒,铝塑板 盒 河北医科大学制药厂 国药准字H20020266 有效

63 XN000003004054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40mg*24片/盒,盒 盒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H20083838 有效

64 XN0000030074331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

囊（Ⅰ）
50mg*20粒/盒/盒，铝塑包装 盒 广东隆信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00258 有效

65 XN0000030080382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
囊（Ⅰ）

40mg×10粒，铝箔 盒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0015 有效

66 XN0000030081890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40mg*20片/盒,铝塑包装 盒 山东力诺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1115 有效

67 XN0000030083906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
囊(Ⅰ)

50mg*30粒/盒,铝塑包装 盒 广东隆信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00258 有效

68 XN0000030089243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
液

5ml:500mg,4支/盒,低硼硅玻璃
安瓿

支 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80011 有效

69 XN0000030093656
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

射液

250ml：莫西沙星0.4g与氯化钠

2.0g/袋,三层共挤膜输液袋
袋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83411 有效

70 X00137730090020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200mg/100ml/袋,多层共挤膜输
液袋

袋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60198 有效

71 X00137740020010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100mg/50ml/瓶,50ml玻璃输液

瓶装
瓶 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60285 有效

72 XN0000030042030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200mg/100ml/袋,软袋 袋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23086 有效

73 X00325650010030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

20%×250ml/瓶,玻璃瓶 瓶 广州百特侨光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211 有效

74 X00325650010040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

20%×100ml/瓶,玻璃瓶 瓶 广州百特侨光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213 有效

75 X03962650010020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

20%×250ml/瓶,玻璃瓶 瓶 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03707 有效

76 XN0000030062257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

20%×250ml/瓶,玻璃输液瓶 瓶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13181 有效

77 XN0000030062280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Ve）

20%×250ml/瓶,玻璃瓶 瓶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23433 有效

78 XN0000030065932
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

(C8-24)
20%×250ml/瓶,瓶 瓶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03095 有效

79 X00417400090010 甲钴胺片 0.5mg×20片/盒,铝塑 盒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1425 有效

80 X01291250010010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40mg×7粒/瓶,塑料瓶 瓶 湖南健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H19990260 有效

81 X01291250020010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40mg×7粒/盒,铝塑泡罩 盒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032 有效

82 X01291250030010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20mg×16粒/盒,铝塑泡罩 盒 福州闽海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2417 有效

83 X01291250110010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40mg×10粒/盒,铝塑泡罩 盒 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3733 有效

84 XN0000030060788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40mg×14粒/盒,铝塑 盒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032 有效

85 XN0000030062276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20mg×14粒/盒,铝塑 盒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3240 有效

86 XN0000030081795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40mg*7'/盒,铝塑包装 盒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0998 有效

87 XN0000030083598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40mg×14粒/盒,铝塑包装 盒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H20093903 有效

88 XN0000030095752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40mg*7片/盒，药用铝箔，聚酰
胺/铝/聚氯乙烯冷冲压成型固
体药用复合硬片

盒 辽宁诺维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80194 有效

89 XN0000030095754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40mg*7片/板*2板/盒，药用铝
箔，聚酰胺/铝/聚氯乙烯冷冲

压成型固体药用复合硬片

盒 辽宁诺维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80194 有效

90 XN0000030095755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20mg*7片/盒，药用铝箔，聚酰
胺/铝/聚氯乙烯冷冲压成型固
体药用复合硬片

盒 辽宁诺维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9067 有效

91 XN0000030095924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20mg*7片/板*2板/盒，药用铝
箔，聚酰胺/铝/聚氯乙烯冷冲

压成型固体药用复合硬片

盒 辽宁诺维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9067 有效

92 XN0000030096628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20mg×6粒/板×2板/盒，铝箔
包装，外套复合袋密封

盒 湖北唯森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0075 有效

93 X03527650080010 硫辛酸注射液 12ml:0.3g/支,安瓿，5支/盒 支 丹东医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H20065201 有效

94 XN0000030079994 硫辛酸注射液 12ml:0.3g，安瓿，1支/盒 支 丹东医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H20065201 有效

95 XN0000030080043 硫辛酸注射液 20ml：0.6g，安瓿 支 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6403 有效

96 XN0000030080083 硫辛酸注射液 6ml：0.15g，玻璃安瓿 支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5869 有效

97 XN0000030089120 硫辛酸注射液
6ml:0.15g/支,低硼硅玻璃安瓿 
6支/盒

支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洞庭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国药准字H20066706 有效

98 XN0000030086950 氯化钾缓释片 0.5g*24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广州誉东健康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78003 有效

99 XN0000030085498 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20mg*7/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30095 有效

100 X00409250020010 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0.25ug×20粒/盒,铝塑泡罩 盒 上海信谊延安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618 有效

101 X00409710030010 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0.5ug×20粒/盒,铝塑泡罩 盒 上海信谊延安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619 有效

102 XN0000030080121 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0.25μg×20粒，铝/铝泡罩 盒 南通华山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00065 有效

103 X01237650020010 碘海醇注射液 20ml/6g(I)/瓶,玻璃瓶 瓶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80037 有效

104 X01237650020020 碘海醇注射液 50ml/15g(I)/瓶,玻璃瓶 瓶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80219 有效

105 XN0000030094417 碘海醇注射液
100ml:35g(I)/瓶,玻璃输液

瓶，1瓶/盒
瓶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84038 有效

106 XN0000030059341 瑞格列奈片 1mg×30片/盒,铝塑 盒 天津市康瑞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23055 有效

107 XN0000030060608 瑞格列奈片 1mg×45片/盒,铝塑 盒 天津市康瑞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23055 有效

108 XN0000030061231 瑞格列奈片 0.5mg×60片/盒,铝塑 盒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13380 有效

109 XN0000030078422 瑞格列奈片 0.5mg*30'/盒,铝塑包装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00362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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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X01436400020020 那格列奈片 30mg×48片/盒,铝塑泡罩 盒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国药准字H20041649 有效

111 X01143250010010 羟苯磺酸钙胶囊 500mg×10粒×2板/盒,PVDC 盒 西安利君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H20000713 有效

112 X01143250040010 羟苯磺酸钙胶囊 250mg×12粒×2板/盒,铝塑 盒 贵州天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481 有效

113 X01143250070010 羟苯磺酸钙胶囊 500mg×10粒×2板/盒,铝箔板 盒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0088 有效

114 XN0000030059917 羟苯磺酸钙胶囊 0.25g×48粒/盒,铝塑 盒 贵州天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481 有效

115 XN0000030065908 羟苯磺酸钙胶囊 0.5g×20粒/盒,铝塑 盒 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795 有效

116 XN0000030073983 羟苯磺酸钙分散片 0.25g*12'*2板/盒,铝塑包装 盒 海南林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80644 有效

117 XN0000030083616 羟苯磺酸钙胶囊 0.25g*12'*3板/盒,铝塑包装 盒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0809 有效

118 XN0000030083617 羟苯磺酸钙胶囊 0.25g*12'*2板/盒,铝塑包装 盒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0809 有效

119 X01569080030010 玻璃酸钠滴眼液 5mg/5ml/支,塑料瓶 支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国药准字H20040352 有效

120 X01569080040010 玻璃酸钠滴眼液 5mg/5ml/支,塑料瓶 支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3950 有效

121 X01569080050010 玻璃酸钠滴眼液 5mg/5ml/支,塑料瓶 支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03633 有效

122 X01569980010010 玻璃酸钠滴眼液
0.8ml:0.8mg(0.1%),每盒10支,
塑料瓶

盒 山东博士伦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7377 有效

123 XN0000030060094 玻璃酸钠滴眼液

0.1%（0.4ml：0.4mg）/盒,低

密度聚乙烯单剂量滴眼剂瓶，

10支/盒

盒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33263 有效

124 XN0000030095453 玻璃酸钠滴眼液

0.3%（0.8ml:2.4mg）,低密度

聚乙烯单剂量药用滴眼剂瓶，

铝塑袋包装，5支/袋*2袋/盒

盒 北京汇恩兰德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93204 有效

125 XN0000030107970 玻璃酸钠滴眼液
0.3%(0.8ml:2.4mg)*5支/袋*4
袋/盒，低密度聚乙烯单剂量药

用滴眼剂瓶，铝塑袋包装

盒
欧康维视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北京

汇恩兰德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国药准字H20193204 有效

126 XN0000030083611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0.3%(5ml:15mg）/支,低密度聚
乙烯药用滴眼剂(含玻璃酸钠)

支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03313 有效

127 XN0000030084891 乳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5ml:15mg/支,塑料瓶包装 支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20030604 有效

128 XN0000030084892 乳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8ml:24mg/支,塑料瓶包装 支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0605 有效

129 X00503400140010 氯雷他定分散片 10mg×6片/盒,铝塑泡罩 盒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0208 有效

130 X00503400140020 氯雷他定分散片 10mg×10片/盒,铝塑泡罩 盒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0208 有效

131 XN0000030062298 氯雷他定片 10mg*6片*2板/盒,铝塑泡罩 盒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0784 有效

132 XN0000030074454 氯雷他定片 10mg*6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万全万特制药（厦门）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0233 有效

133 XN0000030070418 格列齐特缓释片 30mg×60片/盒,铝塑泡罩 盒 天津怀仁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3861 有效

134 XN0000030072830 格列齐特缓释胶囊

30mg×30粒/盒,遮光，密封，

不超过25℃保存。铝塑泡罩包
装。

盒 桂林华信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0125 有效

135 XN0000030084894 格列齐特缓释胶囊 30mg×30粒/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70261 有效

136 XN0000030074258
硫酸沙丁胺醇雾化吸入
溶液

2.5ml：2.5mg（按沙丁胺醇
计）/支，安瓿装，4支/盒

支 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0233 有效

137 XN0000030085229
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
剂

每瓶200揿每揿含沙丁胺醇
0.10mg*1瓶,铝罐

瓶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53141 有效

138 XN0000030087481
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
剂

100μg/揿(按沙丁胺醇计),200
揿/瓶无氟利昂配方/支,本品是

由一铝罐加封一剂量阀 ，一个
驱动器和一个防尘罩组成 。每
罐有200揿 ，每揿中含有100微

克沙丁胺醇 。1支/盒 。

支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13348 有效

139 XN0000030098640
硫酸沙丁胺醇雾化吸入
溶液

20ml:0.1g，2ml/瓶，塑料瓶，
10瓶/盒

瓶 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00348 有效

140 XN0000030061065 布地奈德吸入粉雾剂
200吸（200μg/吸）/盒,多剂
量干粉吸入器

盒 Orion Corporation H20140421 有效

141 XN0000030092048 布地奈德鼻喷雾剂
120喷（64μg/喷 ）/瓶,塑料
瓶

瓶
台湾海默尼药业有限公司（健乔信元医药生
技股份有限公司健乔厂）

HC20181007 有效

142 XN0000030068944 甲硝唑片
0.2g*10'*4板/盒,铝塑包装
（药用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
用硬片）

盒 上海信谊万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31020379 有效

143 XN0000030098153 甲硝唑片 0.2g*100片/瓶,塑料瓶 瓶 江苏长江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32020347 有效

144 X01277400010020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 75mg×7片×2/盒,铝塑板 盒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70269 有效

145 X02967880010010 盐酸度洛西汀肠溶片 20mg×2×12片/板/盒,铝塑 盒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30056 有效

146 XN0000030073357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2ml：200ug/瓶,西林瓶包装,5
瓶/盒

瓶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0248 有效

147 XN0000030088318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2ml:200μg（按右美托咪定
计）/瓶,西林瓶包装。5瓶/盒

瓶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83149 有效

148 XN0000030079955 奥氮平片 5mg*14片/盒,铝塑包装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2688 有效

149 XN0000030080003 奥氮平片 10mg*7片/盒,铝塑包装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10799 有效

150 XN0000030093989 奥氮平片
5mg*14片/板×2板/盒,铝塑包
装

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2688 有效

151 XN0000030068280 氯氮平片 25mg*100'/瓶,塑料瓶装 瓶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31021152 有效

152 XN0000030089319 加巴喷丁片 300mg×20片/盒,铝塑 盒 海南赛立克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80223 有效

153 X01402650120010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10ml:100mg/支,5支/盒,安瓿 支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H20103636 有效

154 XN0000030079900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10ml：100mg，安瓿 支 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33178 有效

155 XN0000030080271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10ml：75mg，安瓿，5支/盒 支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2716 有效

156 XN0000030080313 甲磺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10ml：89.4mg，安瓿，5支/盒 支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2621 有效

157 XN0000030080384 甲磺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10ml：89.4mg，玻璃安瓿 支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1520 有效

158 XN0000030094482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
20ml:0.2g/支,低硼硅玻璃安瓿 支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H20143252 有效

159 XN0000030094517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

50ml:0.5g/瓶,钠钙玻璃瓶 瓶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准字H20143253 有效

160 X01362250040011 洛索洛芬钠胶囊 60mg×20粒/盒,铝塑泡罩 盒 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0915 有效

161 X01362400030010 洛索洛芬钠片 60mg×20片/盒,铝塑泡罩 盒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0614 有效

162 XN0000030078561 洛索洛芬钠分散片 60mg*12片/盒,铝塑包装 盒 山东裕欣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63219 有效

163 XN0000030078562 洛索洛芬钠分散片 60mg*24片/盒,铝塑包装 盒 山东裕欣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63219 有效

164 XN0000030094897 洛索洛芬钠片
60mg×20片/盒,铝塑泡罩,(薄

膜衣片)
盒 福建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1143 有效

165 X03968650010011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mg×1瓶/瓶,西林瓶1瓶/盒 瓶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国药准字H20020545 有效

166 XN0000030065906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mg/支/瓶,西林瓶，2瓶
/盒，附灭菌注射用水

瓶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暂缺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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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XN0000030066544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mg/瓶,管制瓶  每盒1瓶 瓶 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13520 有效

168 XN0000030080522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mg，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

支/盒
支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33153 有效

169 XN0000030082269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mg/瓶,玻璃管制注射剂瓶装
。每盒2瓶（配2瓶供溶解药物

用的灭菌注射用水）

瓶 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1916 有效

170 XN0000030094485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mg/瓶,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瓶 成都圣诺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43112 有效

171 XN0000030102526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mg*2瓶/盒*中硼硅玻璃管制

注射剂瓶
瓶

湖南赛隆药业有限公司（湖南赛隆药业（长

沙）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国药准字H20193385 有效

172 X01267650010010 注射用奥沙利铂 50mg/瓶,西林瓶 瓶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00337 有效

173 X01267650040010 奥沙利铂注射液 40mg/20ml/支,安瓿 支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1048 有效

174 X01267650070010 注射用奥沙利铂 50mg/瓶,西林瓶 瓶 南京制药厂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00686 有效

175 XN0000030092373 注射用奥沙利铂 50mg/瓶,西林瓶 瓶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4296 有效

176 X01266650020010 紫杉醇注射液
30mg/5ml/瓶,抗生素玻璃瓶,1
瓶/盒

瓶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80170 有效

177 X01266650030010 紫杉醇注射液 30mg/5ml/瓶,西林瓶，30瓶/箱 瓶 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4040 有效

178 X01266650120010 紫杉醇注射液 30mg/5ml/支,玻璃安瓿 支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7404 有效

179 X01266650170011 紫杉醇注射液 30mg/5ml/瓶,管制透明玻璃瓶 瓶
Hospira Australia Pty Ltd（Hospira 
Australia Pty Ltd）

H20130359 有效

180 XN0000030092899 紫杉醇注射液 60mg/10ml/瓶,西林瓶，1瓶/盒 瓶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83848 有效

181 XN0000030093548 紫杉醇注射液 30mg/5ml/瓶,西林瓶 瓶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4300 有效

182 XN0000030094803 紫杉醇注射液
25ml:150mg×1瓶/盒,管制透明
玻璃瓶

盒
Hospira Australia Pty Ltd（Hospira 
Australia Pty Ltd）

H20150351 有效

183 XN0000030047613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1000mg/支,抗生素瓶 支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23340 有效

184 XN0000030047614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200mg/支,抗生素瓶 支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23341 有效

185 XN0000030099090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200mg/瓶,中性硼硅玻璃管制瓶 瓶 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0958 有效

186 XN0000030047393 注射用地西他滨
50mg/瓶,中性硼硅玻璃管制注
射剂瓶

瓶 连云港杰瑞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43040 有效

187 XN0000030078743 注射用地西他滨
25mg/支,中性硼硅玻璃管制注
射剂瓶包装，1支/盒

支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63224 有效

188 X03483750060010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500mg/瓶,西林瓶 瓶 德州德药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80230 有效

189 XN0000030042566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100mg（冻干）/瓶,管制玻璃
瓶，1支/盒

瓶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23010 有效

190 XN0000030042790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100mg（冻干）/瓶,中性硼硅玻
璃管制瓶

瓶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43379 有效

191 XN0000030066395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500mg/瓶,玻璃瓶 瓶 海南锦瑞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43014 有效

192 XN0000030102673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0.5g/瓶，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注射用冷冻干燥用溴化
丁基橡胶塞。1瓶/盒

支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90135 有效

193 XN0000030080919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
酯片

300mg*10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63436 有效

194 XN0000030080920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

酯片
300mg*30片/盒,铝塑泡罩包装 盒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63436 有效

195 XN0000030093991 恩替卡韦胶囊
0.5mg*28粒/瓶,口服固体药用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10172 有效

196 X01284750020060 注射用更昔洛韦 250mg/瓶,管制抗生素瓶 瓶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5826 有效

197 X01284750070020 注射用更昔洛韦 250mg/瓶,低硼硅玻璃瓶 瓶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8126 有效

198 XN0000030047616 注射用更昔洛韦 250mg/支,西林瓶 支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3178 有效

199 XN0000030085102 注射用更昔洛韦钠
125mg/支,低硼硅玻璃管制瓶，

10瓶/盒
支 湖北潜龙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1910 有效

200 XN0000030093354 注射用更昔洛韦钠
250mg（冻干）/支,低硼硅玻璃
管制瓶

支 湖北潜龙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41909 有效

201 XN0000030097686 注射用更昔洛韦 50mg/瓶，10瓶/盒，西林瓶 瓶 湖北科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80189 有效

202 XN0000030097687 注射用更昔洛韦 150mg/瓶，10瓶/盒，西林瓶 瓶 湖北科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30419 有效

203 XN0000030102518 注射用更昔洛韦

250mg/瓶,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注射用冷冻干燥用氯化

丁基橡胶塞和抗生素瓶用铝塑

组合盖，10瓶/盒

瓶 湖北科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80188 有效

204 X03939250010010 伏立康唑胶囊 50mg×8粒/盒,药用PVC硬片 盒 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80787 有效

205 XN0000030049714 伏立康唑分散片 200mg×6片/盒,铝塑包装 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40144 有效

206 XN0000030094913 伏立康唑片 50mg×2片/盒,铝塑 盒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 国药准字H20055840 有效

207 XN0000030094914 伏立康唑片 50mg×4片/盒,铝塑 盒 成都华神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 国药准字H20055840 有效

208 XN0000030097631 伏立康唑片
50mg*10片/板/盒,铝塑包装
（药用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

用硬片）

盒 北京博康健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55751 有效

209 X02619750030060 注射用阿奇霉素 250mg/瓶,管制抗生素瓶 瓶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3284 有效

210 XN0000030041698 注射用阿奇霉素
250mg（冻干）/瓶,管制注射剂

瓶
瓶 安徽威尔曼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5830 有效

211 XN0000030041707 注射用阿奇霉素 250mg /瓶,管制注射剂瓶 瓶 浙江贝得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5690 有效

212 XN0000030066217 注射用阿奇霉素 125mg×1瓶/瓶,瓶 瓶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00197 有效

213 XN0000030066218 注射用阿奇霉素 250mg×1瓶/瓶,瓶 瓶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00426 有效

214 XN0000030095520 注射用阿奇霉素
0.125g，10瓶/盒,硼硅玻璃管
制注射剂瓶装

瓶 峨眉山通惠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6168 有效

215 XN0000030085167 注射用比伐芦定
0.25g，2瓶/盒,低硼硅玻璃管
制注射剂瓶装

瓶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40057 有效

216 XN0000030093896 注射用比伐芦定
250mg/瓶,中性硼硅玻璃管制注

射剂瓶，1瓶/盒
瓶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193019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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