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2月门诊药房价格公示
药品名称 药品规格 产地 剂型 零售价
[乙](基)谷维素片 10mg/片*100/瓶 上海青平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0
[乙](基)维生素C片 100mg*100片/瓶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4.8
[甲](基)维生素B2片 5mg*100片/瓶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6
[乙](基)维生素B6片 10mg*100片/瓶 山西太原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4.58
[乙](基)维生素B1片 10mg*100片/瓶 河南省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片剂 9.9
[乙](基)复合维生素B片 1片*100片/瓶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10.5
[甲](基)氨茶碱片 100mg*100片/瓶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8.5
[乙]辅酶Q10片 10mg*30片/盒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7.16
[甲](基)盐酸地芬尼多片 25mg/片*120/盒 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35.52
[乙](基)硫酸羟氯喹片 0.1g *14片/瓶 上海上药中西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3.44
[甲](基)醋酸泼尼松片 5mg/片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片剂 0.078
[甲](基)地塞米松片 0.75mg/片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0.23
[乙]炔诺酮片 0.625mg*100片/瓶 广州康和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6.64
[甲](基)地高辛片 0.25mg/片*30/盒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片剂 30
[甲](基)硝苯地平片 10mg/片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0.054
[甲](基)卡托普利片 25mg/片 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0.16
[乙](基)缬沙坦胶囊(代文) 80mg*7粒/盒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34.27
[乙](基)缬沙坦胶囊(缬克) 40mg*14粒/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18.76
[乙]缬沙坦氢氯噻嗪片 80mg*14片/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7.86
[乙](基进)缬沙坦氨氯地平片 85mg/片*7/盒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49.83
[乙](基)地尔硫卓缓释胶囊 90mg*10粒/盒 天津田边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型 17.2
[甲](基)格列美脲片 2mg/片*30/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片剂 58
[甲](基)格列美脲片(亚莫利) 2mg*15片/盒 浙江杭州赛诺菲安万特民生制药有限公司片剂 64.31
[甲](基)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25mg*20片/盒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6.9
[乙](基)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47.5mg*7片/盒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4.82
[甲](基)叶酸片 5mg*100片/瓶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6.68
[甲](基)叶酸片 0.4mg*31片/瓶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片剂 8.99
[乙]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 1片*20/盒 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片剂 11.29
[甲](基)呋塞米片 20mg/片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0.305
[甲](基)氢氯噻嗪片 25mg/片 世贸天阶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0.03
[甲](基)螺内酯片 20mg/片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0.249
[乙](基)氨酚伪麻美芬/氨麻美敏片 1片*12片/盒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9.5
[甲](基进)克霉唑阴道片(凯妮汀) 0.5g /片 德国(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分装)片剂 37.56
[甲](基)甲硝唑片 0.2g *21片/袋 扬州艾迪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
[甲](基)普罗帕酮片 50mg*50片/瓶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12
[甲](基)尼群地平片 10mg/片*100/瓶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0
[甲]双嘧达莫片 25mg*100片/瓶 河南省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片剂 22.22
[甲](基)美西律片 50mg*100片/瓶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片剂 15
[甲](基)柳氮磺吡啶肠溶片 0.25g *60片/盒 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5
[甲]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 1片*10片/盒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3.04
[甲](基)吡嗪酰胺片 0.25g *100片/瓶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片剂 43.5
[甲](基)异烟肼片 0.1g *100片/瓶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2
[甲](基)乙胺丁醇片 0.25g *100片/瓶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片剂 23
[甲](基)多潘立酮片 10mg/片*42/盒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9.68
[甲](基)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4mg/片 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0.079
[甲](基)卡马西平片 0.1g *100片/瓶 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0
[甲](基)二甲双胍片 0.25g *48片/盒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8.05
[甲](基)二甲双胍片(格华止) 0.5g *20片/盒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3.13
[乙](基)茶苯海明片 25mg/片*30/盒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12.3
[甲](基)氯雷他定片 10mg*6片/盒 拜耳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片剂 17.53
[乙]枸地氯雷他定片 8.8mg*6片/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片剂 62.7
[甲](基)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50mg*20粒/盒 中国药科大学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19.3
[乙](基)碳酸钙D3片 600mg/片*60/盒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63.8
[乙](基)富马酸酮替芬片 1mg/片 江苏瑞年前进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0.06
[甲](基)小檗碱片 0.1g *100片/瓶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8.98
[乙](基)吡拉西坦片 0.4g *100片/瓶 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1
[甲](基)琥珀酸亚铁片 0.1g/片*24/盒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片剂 25.49
[乙]帕司烟肼片 0.1g *100片/瓶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0
[甲](基进)阿司匹林肠溶片（拜尔）100mg*30片/盒 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片剂 16.55
[甲](基)阿司匹林肠溶片 25mg/片*100/盒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5.5
[乙](基)格列齐特缓释片 30mg*30片/盒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44.18



[乙](基)复方盐酸阿米洛利片 2.5mg*24片/盒 江苏迪赛诺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8.25
[乙](基)格列吡嗪控释片 5mg*14片/盒 辽宁大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0.35
[乙](基)格列喹酮片 30mg/片*24/盒 北京万辉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26.87
[乙](基进)硝苯地平控释片（拜新同）30mg*7片/盒 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片剂 27
[乙](基)(国)硝苯地平控释片(欣然) 30mg*12片/盒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28.19
[乙](基进)瑞格列奈片(诺和龙) 1mg*30片/盒 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国际公司 片剂 57.09
[乙](基)瑞格列奈片 0.5mg*30片/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片剂 17.04
[乙](基)利可君片 20mg*48片/盒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48
[甲](进)甲巯咪唑片(赛治) 10mg*50片/盒 德国 片剂 28.78
[甲](基)苯海索片 2mg*100片/瓶 江苏常州康普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6.5
[乙](基)非那雄胺片(保列治) 5mg*10片/盒 浙江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55.76
[乙](基)盐酸曲马多缓释片 100mg/片 北京萌蒂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4.13
[甲](基)阿卡波糖片(拜糖平） 50mg/片 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片剂 2.064
[甲](基)阿卡波糖片（卡博平） 50mg*30片/盒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40.88
[甲](基)盐酸帕罗西汀片 20mg/片*20/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63.8
[甲](基)吲达帕胺缓释片 1.5mg*10片/盒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6.62
[甲](基)硝酸甘油片 0.5mg/片 山东信谊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0.081
[甲](基)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络活喜)5mg*7片/盒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9.58
[乙](基)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5mg*14片/盒 浙江昂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8.68
[甲](基)苯磺酸氨氯地平分散片 5mg/片*21/盒 黑龙江澳利达奈德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0.35
[甲](基)特拉唑嗪片 2mg*28片/盒 上海雅培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67.67
[甲](基)辛伐他汀片(舒降之) 20mg*7粒/盒 浙江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0.63
[乙](基)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120iu*40片/盒 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6.68
[乙](基)铝碳酸镁片 500mg*20片/盒 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片剂 18.52
[甲](基)(临)依那普利片 10mg*16片/盒 江苏扬子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29
[甲](基)氯化钾缓释片 0.5g/片*24/盒 上海海虹实业(集团)巢湖中辰药业有限公司片剂 8.14
[乙](基)氯沙坦钾片(科素亚) 50mg*7片/盒 浙江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7.46
[乙](基)（国产）氯沙坦钾片 50mg*14片/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29.9
[乙]氯沙坦钾氢氯噻嗪片 50mg*14片/盒 江苏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7.3
[乙](基)盐酸贝那普利片 10mg*14片/盒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8.6
[乙]氨氯地平贝那普利片 12.5mg/片*7/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片剂 46.97
[乙](基)硫酸吗啡缓释片 30mg/片 北京萌蒂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8.313
[甲](基)尼莫地平片 20mg*50片/盒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2.09
[甲](基)硫酸沙丁胺醇片 2mg/片*100/瓶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6.09
[甲](基)甲羟孕酮片 2mg*100片/瓶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26
[乙](进)门冬氨酸钾镁片 140mg*50片/盒 匈牙利吉瑞大药厂 片剂 28.96
[乙](基)(临)单硝酸异山梨醇酯缓释片60mg*10片/盒 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4.29
[乙](基)(欣康)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40mg*24片/盒 山东鲁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42.2
[甲](基)盐酸氨溴索片 30mg*20片/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5.5
[甲](基)盐酸氨溴索片 30mg/片*100/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44.11
[甲](基)阿昔洛韦片 100mg*24片/盒 广东珠海联邦制药厂有限公司中山分片剂 7.1
[甲](基)碳酸氢钠片 0.5g *100片/瓶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其它 12
[甲](基)多巴丝肼片 250mg*40片/盒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81.12
[甲](基)甲磺酸倍他司汀片 6mg*30片/盒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1.39
[甲](基)左氧氟沙星胶囊 100mg*12粒/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胶囊 14
[乙](基)头孢克肟分散片 50mg/片*12/盒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15.26
[乙]头孢克肟颗粒 50mg/袋*12/盒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颗粒剂 20
[乙]克拉霉素分散片 250mg*6片/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片剂 10.8
[乙](基)非洛地平缓释片 5mg*10片/盒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9.09
[乙](进)戊酸雌二醇片 1mg*21片/盒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片剂 28.98
[乙](基进)匹维溴铵片 50mg*15片/盒 法国MLS 片剂 26.12
[乙](基)米非司酮片 25mg*6片/盒 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18.6
[乙]米非司酮软胶囊 5mg*15粒/盒 浙江仙居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49.28
[乙](基)米索前列醇片 0.2mg*3片/盒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5.1
[乙]茴三硫片 25mg/片*24/盒 山东博士伦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1
[乙]福辛普利钠片 10mg*14片/瓶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8.26
[甲](基)阿奇霉素片 0.25g/片*6/盒 国药集团汕头金石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52.05
[乙]炔雌醇环丙孕酮片 1片*21片/盒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片剂 51.68
[甲](基)秋水仙碱片 0.5mg/片*40/盒 云南昊邦制药有限公司（云南杉榆）片剂 6.9
[乙](基)酒石酸唑吡坦片 10mg/片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856
[乙]复方氯唑沙宗片 275mg/片*24/盒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1.55
[甲](基)甲硝唑阴道泡腾片 0.2g/片*14/盒 西安高科陕西金方药业公司 泡腾片 6.1
[乙](基)苯溴马隆片 50mg*10片/盒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片剂 18.78
[乙]吡贝地尔缓释片 50mg*30片/盒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73.11
[乙](基进)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波立维)75mg*7片/盒 浙江杭州赛诺菲安万特民生制药有限公司片剂 108.29



[乙](基)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泰嘉) 25mg*20片/瓶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65.12
[乙](基)阿托伐他汀钙片(阿乐) 10mg*7片/盒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23.23
[乙](基进)阿托伐他汀钙片(立普妥)20mg*7片/盒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55.5
[乙]盐酸曲美他嗪片(万爽力) 20mg*30片/盒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42.45
[乙](国产）盐酸曲美他嗪片 20mg*30片/盒 北京万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24.83
[乙](基)盐酸吡格列酮片 30mg*14片/盒 江苏德源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33.5
[甲](基)(临)华法林钠片 3mg/片*100/盒 芬兰 片剂 52.9
[乙](进)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150mg*7片/盒 浙江杭州赛诺菲安万特民生制药有限公司片剂 29.22
[乙](基)厄贝沙坦片 75mg/片*48/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片剂 40.56
[丙](进)（爱乐维）复合维生素片 1片*30片/盒 阿根廷(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分包装)片剂 73.8
[乙]尼麦角林片 5mg/片*60/盒 昆山龙灯瑞迪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45.26
[乙]丙戊酸钠缓释片 0.5g *30片/盒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62.11
[甲](基)氟哌啶醇片 2mg*100片/瓶 浙江宁波大红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片剂 27.27
[乙](进)孟鲁司特钠咀嚼片(顺尔宁)4mg*5片/盒 浙江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8.86
[乙]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5mg*6片/盒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0.48
[丙](进)卵磷脂络合碘片 1.5mg*60片/盒 日本第一药品产业株式会社 片剂 115.62
[乙]依帕司他片 50mg*10片/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片剂 36
[乙](基)瑞舒伐他汀钙片 5mg*14片/盒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45.5
[丙]盐酸司他斯汀片 1mg*20片/盒 回音必集团抚州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1.6
[乙]双环醇片 25mg/片*9/盒 北京协和药厂 片剂 32.7
[乙]盐酸左西替利嗪胶囊 5mg*18粒/盒 湖南九典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35.91
[乙]盐酸氨基葡萄糖片 0.75g *18片/盒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53.69
[乙]司来吉兰片 5mg*10片/盒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28.95
[乙]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片 20mg*7片/盒 江苏无锡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65.66
[乙](基进)水飞蓟素片 70mg/片*20/盒 德国 片剂 32.39
[甲](基)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片228.5mg*24片/盒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8.4
[甲](基)阿莫西林分散片 250mg*24片/盒 山西同达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2.99
[乙]复方嗜酸乳杆菌片 0.5g/片*24/盒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38
[乙]兰索拉唑肠溶片 15mg*14片/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四川海蓉药业有限公片剂 22.4
[乙]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片 4mg*20片/盒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78.33
[乙]培哚普利叔丁胺片 4mg*10片/盒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1.64
[乙]依折麦布片 10mg/片*10/盒 浙江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70.62
[乙](基)米氮平片 30mg*10片/盒 华裕(无锡)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61.85
[乙](基)恩替卡韦分散片 0.5mg/片*28/盒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分散片 310.8
[乙]奥美沙坦酯片 20mg*7片/盒 第一三共制药(上海)有限公司 片剂 42.78
[乙]氟伐他汀钠缓释片 80mg*7片/盒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2.94
[乙](基)盐酸文拉法辛缓释片 75mg*14片/盒 四川成都康弘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87.8
[乙]贝前列素钠片 20ug*10片/盒 广东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45.93
[乙]氨麻美敏片（II） 1片*20/盒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5.76
[乙]瑞巴派特片 0.1g *24片/盒 浙江远力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片剂 30.61
[丙]曲司氯铵片 20mg*20片/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司片剂 68
[乙]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 0.5mg*20片/盒 丹麦灵北药厂 片剂 51.28
[甲]地红霉素肠溶片 0.125g *12片/盒 湖北舒邦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5.19
[乙]头孢丙烯片 0.25g *10片/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片剂 30.5
[丙]西吡氯铵含片 2mg/片*24/盒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8.25
[乙](基进)(临)替格瑞洛片 90mg/片*14/盒 瑞典 片剂 118.3
[乙](基)利格列汀片 5mg/片*7/盒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58.45
[乙]非布司他片 40mg/片*16/盒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片剂 149.92
[乙]盐酸乙哌立松片 50mg/片*20/盒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6.52
[乙]富马酸卢帕他定片 10mg/片*5/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紫龙药业有限公司片剂 95
[乙]羟苯磺酸钙分散片 0.25g *36片/盒 海南林恒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42.96
[乙]硫酸阿托品眼用凝胶 2.5g /支 沈阳兴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凝胶剂 31.7
[乙](进)吡诺克辛滴眼液 5ml/支 日本参天制药株式会社 眼药水 10.54
[丙]重组人干扰素α-2b滴眼液 100万IU/支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眼药水 19.64
[甲](基)硝酸毛果芸香碱滴眼液 5ml/支 永光制药有限公司 眼药水 7.18
[甲](基)氧氟沙星滴耳液 5ml/瓶 南京天朗制药有限公司 滴耳液 1.18
[乙](基)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 10ml/支 南京天朗制药有限公司 喷雾剂 12.49
[乙](进)玻璃酸钠滴眼液 5ml/支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滴眼液 35.44
[丙]萘敏维滴眼液 10ml/支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眼药水 6.85
[乙]盐酸卡替洛尔滴眼液 5ml/支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眼药水 22.29
[乙](基)(眼液)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5ml/支 比利时 眼药水 29.83
[乙]妥布霉素滴眼液(托百士) 5ml/支 比利时 眼药水 15.29
[乙]重组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眼液5ml/支 珠海亿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眼药水 21.09
[乙](基)(单)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 1ml/支 沈阳兴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滴剂 5
[乙]普拉洛芬滴眼液 5ml/支 山东海山药业有限公司 眼药水 30.4



[乙](进)布林佐胺滴眼液 5ml/支 比利时 眼药水 64.84
[乙]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0.4ml/支*20/盒 沈阳兴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滴剂 33.99
[乙]更昔洛韦眼用凝胶 7.5mg/支 湖北科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凝胶剂 20.39
[乙]维生素A棕榈酸酯眼用凝胶 5g /支 沈阳兴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眼药水 24.82
[甲](基)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5ml/支 广东珠海联邦制药厂有限公司中山分厂眼药水 18
[乙]盐酸左氧氟沙星眼用凝胶 15mg:5g/支 湖北武汉远大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眼用凝胶 14.04
[丙]更昔洛韦滴眼液 8mg/支 武汉天天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眼药水 17.5
[乙]洛美沙星滴眼液 24mg/支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眼药水 12.09
[乙]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用凝胶 5g /支 沈阳兴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凝胶剂 35.49
[丙]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 0.4ml*10支/盒 德国 眼药水 32.49
[乙]消旋山莨菪碱滴眼液 8ml/支 信谊药厂 眼药水 9.15
[丙]聚乙烯醇滴眼液 0.5ml*10支/盒 信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眼药水 32.7
[乙](进)氟米龙滴眼液 5mg:5ml/支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滴眼液 17.28
[乙](进)吡嘧司特钾滴眼液 5mg:5ml/支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滴眼液 18.26
[甲](基)氟桂利嗪胶囊 5mg*20粒/盒 陕西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21.38
[乙](基)布洛芬缓释胶囊 300mg*20粒/盒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12.97
[甲]阿莫西林胶囊 500mg*24粒/盒 珠海联邦制药厂有限公司 胶囊 18.14
[乙]头孢氨苄缓释胶囊 250mg*24粒/盒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18.24
[乙](基)洛哌丁胺胶囊 2mg*6粒/盒 陕西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4.25
[甲](基)利福平胶囊 150mg*100粒/瓶 沈阳红旗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24.87
[甲](基)雷尼替丁胶囊 150mg*30粒/瓶 河南省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胶囊 9.9
[乙]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 1粒*36/盒 地奥集团成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型 37.64
[丙]维生素E胶丸 100mg*30粒/盒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丸剂 1.88
[乙](基)罗红霉素胶囊 150mg*12粒/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胶囊 18
[乙]盐酸伐昔洛韦胶囊 150mg*6粒/盒 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胶囊 15.29
[甲](基)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20mg*14粒/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37.8
[乙]奥硝唑胶囊 0.25g *12粒/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胶囊 10.29
[乙]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 20mg*7粒/盒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胶囊 44.33
[甲]利福喷丁胶囊 150mg*20粒/盒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52
[乙]维生素AD滴剂(0-1岁) 2000单位/粒*24/盒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丸剂 13.92
[乙]维生素AD滴剂(1岁以上) 2700单位/粒*36/盒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丸剂 21
[乙]胰酶肠溶胶囊 150mg*20粒/盒 德国 胶囊 32.53
[乙](基)伊曲康唑胶囊 100mg/粒 陕西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7.39
[乙](基)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0.5ug/粒*20/盒 上海信谊延安药业有限公司 丸剂 33.99
[乙](基)非诺贝特胶丸 200mg*10粒/盒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胶囊 25.9
[甲](基进)(基进)熊去氧胆酸胶囊 0.25g *25粒/盒 德国 片剂 211.86
[乙](基)甲钴胺胶囊 0.5mg*50粒/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胶囊 33.7
[乙]黄体酮胶囊 50mg/粒*28/盒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38.24
[乙]加巴喷丁胶囊 100mg*50粒/盒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24.46
[乙](基)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75mg/粒*10/盒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胶囊 137.58
[乙](进)塞来昔布胶囊 200mg*6粒/盒 辽宁大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32.62
[乙]螺旋霉素胶囊 37.5万U/粒*24/盒 无锡福祈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31.5
[丙]重组人干扰素a-2b阴道泡腾胶囊80万IU/粒*4/盒 上海华新生物高技术有限公司 胶囊型 60
[乙]骨化三醇胶丸 0.25ug*10粒/盒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49.3
[乙](基)桉柠蒎肠溶软胶囊 0.3g *18粒/盒 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 胶囊 31.77
[乙]胶体果胶铋胶囊 0.1g *48粒/盒 黑龙江江世药业有限公司 胶囊 18.53
[乙]白芍总苷胶囊 0.3g/粒*60/盒 宁波立华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56.68
[乙](基)达比加群酯胶囊 110mg/粒*10/盒 德国 胶囊 171.84
[乙]利塞膦酸钠胶囊 5mg/粒*14/盒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51.62
[乙]蒙脱石混悬液 90ml/瓶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混悬剂 21.97
[甲](基)蒙脱石散 3g/袋*15/盒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颗粒剂 11
[乙]氯雷他定颗粒 5mg/包*18/盒 南京亿华药业有限公司 颗粒剂 27
[丙](基)小儿氨咖黄敏颗粒 6g *10袋/盒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厂 颗粒剂 1.7
[甲](基进)聚乙二醇4000散剂 10g *10袋/盒 博福－益普生工业公司 粉剂 23.48
[乙]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 68.56g /袋 深圳万和制药有限公司 粉剂 27
[乙]克洛己新干混悬剂 250mg/袋*9/盒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混悬剂 43.07
[乙](进)枸橼酸氢钾钠颗粒 97.1g /盒 德国马博士大药厂 颗粒剂 125.75
[乙](基)美沙拉秦缓释颗粒剂 0.5g *10袋/盒 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司 颗粒剂 49
[丙]脾氨肽口服冻干粉 2mg*5支/盒 浙江丰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粉剂 99.9
[乙](基)磷酸奥司他韦颗粒 15mg/袋*10/盒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颗粒剂 45.98
[甲](基)阿奇霉素颗粒 0.1g/袋*6/盒 广东逸舒制药有限公司 颗粒剂 6
[乙]硫酸氨基葡萄糖颗粒 250mg/袋*18/盒 南京海辰药业有限公司 颗粒剂 31.26
[甲](基)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100ml/瓶 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输液 0.75
[乙]氨甲环酸氯化钠注射液 100ml/瓶 长春天诚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30.18
[乙](基)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液 1ml:10mg/支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34.8



[甲](基)盐酸异丙肾上腺素注射液 1mg:2ml/支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3.5
[甲](基)氨茶碱注射液 250mg:2ml/支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液 0.82
[丙]复方氨林巴比妥注射液 2ml/支 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0.65
[甲](基)50%葡萄糖注射液 20ml:10g/支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1.4
[甲](基)维生素C注射液 0.5g:2ml/支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针剂 0.5
[甲](基)尼可刹米注射液 0.375g:1.5ml/支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苏州第六制药厂针剂 2.78
[甲](基)洛贝林注射液 3mg/支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2.7
[甲](基)硝酸甘油注射液 5mg/支 北京益民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1.66
[甲](基)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1mg:1ml/支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4.8
[甲](基)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注射液2mg/支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6.5
[甲](基)庆大霉素注射液 8万单位:2ml/支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0.34
[甲](基)维生素B6注射液 0.1g:2ml/支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针剂 0.55
[甲](基)维生素K1注射液 10mg:1ml/支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8.72
[甲](基)维生素B1注射液 0.1g /支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1
[甲](基)维生素B12注射液 0.5mg/支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0.6
[乙](基)氨甲苯酸注射液 0.1g /支 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液 1
[甲](基)呋噻米注射液 20mg:2ml/支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液 2.97
[甲](基)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0.5mg/支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6
[甲](基)硫酸阿托品注射液 0.5mg/支 河南天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液 5.8
[甲](基)盐酸消旋山莨菪碱注射液 10mg/支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2.2
[甲](基)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 10mg:1ml/支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0.53
[丙](基)西咪替丁注射液 0.2g /支 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1.38
[甲](基)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 1mg/2ml/支 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3.9
[甲](基)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 0.4mg:2ml/支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53
[乙]氢溴酸东莨菪碱注射液 0.3mg/支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24.5
[甲](基)注射用青霉素钠 80万u/支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0.4
[乙]注射用磺苄西林钠 1g /支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29
[甲](基)硫酸镁注射液 10ml:2.5g/支 江苏扬州中宝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4.16
[甲](基)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1g:10ml/支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针剂 19.8
[乙](基)浓氯化钠注射液 10ml:1g/支 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液 0.44
[乙](基)门冬氨酸钾镁注射液 10ml/支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1.1
[甲](基)氯化钾注射液 10ml:1g/支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1.29
[甲](基)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5mg:1ml/支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0.24
[甲](基)异丙嗪注射液 25mg:1ml/支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1.3
[甲](基)注射用乳糖酸红霉素 25万U/支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1.1
[甲](基)黄体酮注射液 10mg:1ml/支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2
[甲](基)注射用盐酸纳洛酮 0.4mg/支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8.5
(基)氯解磷定注射液 0.5g:2ml/支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176
[甲](基)碳酸氢钠注射液 250ml:12.5g/瓶 回音必集团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大输液 5.57
[甲](基)碳酸氢钠注射液 10ml:0.5g/支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1.2
[甲]注射用缩宫素 10单位/瓶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粉针 22.91
[甲](基)盐酸氯丙嗪注射液 25mg:1ml/支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0.57
[甲](基)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100mg:5ml/支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液 2.16
[甲](基)破伤风抗毒素 1500iu/支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 针剂 3.6
[甲](基)肝素钠注射液 12500iu:2ml/支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6.16
[乙](进)达肝素钠注射液 5000iu/支 德国 针剂 34.6
[甲](基)普罗帕酮注射液 35mg:10ml/支 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4.5
[甲](基)维拉帕米注射液 5mg:2ml/支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1.7
[甲](基)注射用硝普钠 50mg/支 悦康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10
[甲](基)注射用甲磺酸酚妥拉明 10mg/支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医科大)针剂 6
[甲](基)盐酸多巴胺注射液 20mg:2ml/支 亚邦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3.6
[乙](基)泼尼松龙注射液 125mg:5ml/支 华中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5.94
[甲](基)垂体后叶注射液 6iu:1ml/支 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3.98
[甲](基)氯化钠注射液 10ml/支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1.12
[甲](基)甘露醇注射液 250ml:50g/瓶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液 7.9
[甲]右旋糖酐40葡萄糖注射液 500ml/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输液 4.98
[乙](基)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40mg/支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46.87
[甲](基)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1g /支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51.69
[甲]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Ⅱ）250ml:21.25g/瓶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21.06
[甲](基)胰岛素注射液 400iu/支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针剂 23.82
[甲](基)(30R)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300iu/支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49.18
[甲](基)70/30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混合注射液300iu/支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47.73
[乙](基进)甘精胰岛素注射液(预填充)300iu/支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184.6
[乙](基进)(诺和锐30笔芯)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300iu/支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68.51
[乙](基进)(诺和锐笔芯)门冬胰岛素注射液300iu/支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69.51



[乙](基)(优泌乐25)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和注射液300iu/支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70.56
[乙](基)(优泌乐50)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和注射液300iu/支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70.37
[乙](基)脂肪乳注射液 50g /瓶 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39.19
[丙](进)（自费）人血白蛋白 10g:50ml/瓶 奥地利奥克特珐玛药剂生产有限公司针剂 384.48
[甲](基)盐酸精氨酸注射液 5g /支 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3.1
[甲](基)注射用苄星青霉素 120万U/支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3.5
[乙](基)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0.2g:100ml/瓶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针剂 7.9
[甲](基)氟吗西尼注射液 0.5mg/支 浙江奥托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针剂 35
[乙](基)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a1b 30ug/支 北京三元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针剂 38.36
[乙](基)甘草酸二铵注射液 50mg:10ml/支 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3.08
[乙]人用狂犬疫苗(4针) 0.5ml/支 辽宁成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57
[甲](基)咪达唑仑注射液 10mg/支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21.83
[乙](基)注射用矛头蝮蛇血凝酶 0.5单位/支 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21.72
[甲](基)亚甲兰注射液 2ml:20mg/支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针剂 12.25
[甲](基)盐酸吗啡注射液 10mg/支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针剂 3.56
[乙](基)甲钴胺注射液 500ug/支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针剂 8.65
[甲](基)重酒石酸间羟胺注射液 10mg:1ml/支 北京市永康药业有限公司 注射液 65
[乙](基进)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甲强龙）40mg/支 比利时 针剂 23.62
[乙](基进)甲泼尼龙琥珀酸钠针(甲 500mg/支 比利时 针剂 125.83
[乙]注射用甲磺酸加贝酯 100mg/支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23.98
[乙](基)灭菌注射用水 5ml/支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0.12
[乙]注射用盐酸乌拉地尔 50mg/支 山东罗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38
[甲](基)丙泊酚注射液(国产) 200mg/支 陕西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25.78
[甲](基)注射用苯巴比妥钠 0.1g /支 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28.79
[乙](基)注射用阿奇霉素 0.25g/瓶 峨眉山通惠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35
[乙]琥珀酰明胶注射液 500ml/瓶 贝朗医疗苏州有限公司 针剂 74.9
[甲]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100mg/支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针剂 10.25
[乙](基)注射用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50mg/支 天津市生物化学制药厂 针剂 4.18
[甲](基)注射用尿激酶 10万单位/支 广东珠海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针剂 37.9
[甲](基)盐酸多巴酚丁胺注射液 20mg:2ml/支 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7
[乙](基)奥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100ml/袋 西安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30.12
[乙](基)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 3000iu/支 山西威奇达光明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19.1
[甲](基)鱼精蛋白注射液 50mg:5ml/支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45
[乙]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0.75g/支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针剂 20.75
[乙]注射用生长抑素 3000ug/瓶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针剂 105.29
[乙]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0.9g/支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医科大)针剂 20.73
[乙](基)戊乙奎醚注射液 1mg:1ml/支 成都力思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50.9
[乙](进)鲑降钙素注射液 50iu/支 瑞士 针剂 47.07
[乙]玻璃酸钠注射液 20mg:2ml/支 山东博士伦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104.15
[乙](基)注射用阿莫西林钠克拉维酸钾1.2g /支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27.67
[乙](基)盐酸曲马多注射液 100mg/支 德国格兰泰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10.156
[乙](基)丹参酮ⅡA磺酸钠注射液 10mg/支 上海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15.6
[乙](进)复方倍他米松注射液 1ml/支 浙江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38.95
[甲](进)(基进)盐酸胺碘酮注射液 150mg/支 浙江杭州赛诺菲安万特民生制药有限公司针剂 24.55
[乙](基)注射用盐酸氨溴索 30mg/支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7.78
[乙]重组人粒细胞剌激因子注射液 75ug/支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针剂 36.8
[甲](基)碘海醇注射液(30g) 100ml/瓶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针剂 218.65
[甲]碘海醇注射液(35g) 100ml/瓶 通用电气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针剂 319.6
[乙]左卡尼汀注射液 1g:5ml/支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针剂 29.49
[乙]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40mg/支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针剂 28.5
[乙](基)注射用更昔洛韦 0.25g /瓶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针剂 20.87
[乙]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 1g /支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针剂 37.95
[乙]注射用美洛西林钠舒巴坦钠 1.25g/瓶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21.06
[乙]米力农注射液 5mg:5ml/支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84.8
[乙]转化糖电解质注射液 250ml/袋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限公针剂 46
[乙]注射用头孢硫脒 1g /支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15
[乙]酮咯酸氨丁三醇注射液 30mg:1ml/支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27.15
[乙]依达拉奉注射液 20ml:30mg/支 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39.5
[乙]长春西汀注射液 10mg:2ml/支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31.5
[乙]注射用多索茶碱 0.2g /支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24.61
[乙]注射用五水头孢唑啉钠 1g /支 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42.6
[乙]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0.5g /瓶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针剂 27.6
[甲]钆双胺注射液 15ml/支 爱尔兰 针剂 182.02
[甲]钆双胺注射液 20ml/瓶 爱尔兰 针剂 226.88
[乙]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40mg/支 江苏无锡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100.12



[乙]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1g/支 吉林英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86.35
[乙]注射用拉氧头孢钠 0.25g /支 浙江惠迪森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26.59
[乙](基)硫酸依替米星氯化钠注射液100ml/瓶 海南爱科制药有限公司 针剂 54.94
[乙]注射用腺苷钴胺 1.5mg/支 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33.1
[乙](进)注射用阿替普酶 50mg/支 德国BIPG 针剂 5297.36
[乙](基)注射用托拉塞米 10mg/支 南京海辰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19.65
[甲](基)5%葡萄糖注射液 50ml/瓶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2.38
[甲](基)5%葡萄糖注射液 50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5.95
[甲](基)5%葡萄糖注射液 25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4.91
[甲](基)5%葡萄糖注射液 10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4.34
[甲](基)10%葡萄糖注射液 50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5.76
[甲](基)10%葡萄糖注射液 25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4.75
[甲](基)10%葡萄糖注射液 10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4.2
[甲](基)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50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5.96
[甲](基)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25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4.93
[甲](基)氯化钠注射液 50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5.61
[甲](基)氯化钠注射液 25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4.6
[甲](基)氯化钠注射液 100ml/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4.05
[甲](基)复方氯化钠注射液(软袋） 500ml/瓶 回音必集团江西东亚制药有限公司大输液 4.6
[乙]小儿电解质补给注射液 100ml/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输液 15.35
[丙](进)复方福尔可定口服溶液 150ml/瓶 香港澳美制药厂 口服液 20.98
[甲](基)复方甘草口服液 100ml/瓶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口服液 6.8
[乙](基)美敏伪麻溶液[成人] 100ml/瓶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溶液剂 12.89
[乙]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滴剂 15ml/盒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溶液剂 8.7
[乙](基)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 60ml/瓶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 口服液 7.08
[丙](基)枯草杆菌、肠球菌二联活菌1g *15袋/盒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颗粒剂 18.69
[甲](基)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100ml/瓶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口服液 20.9
[乙]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 30ml:0.15mg/瓶 广东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口服液 11.71
[乙](基)布洛芬混悬液 100ml/瓶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溶液剂 12.91
[乙](基进)乳果糖口服溶液 15ml*6袋/盒 荷兰雅培AB 口服液 32.3
[丙]西甲硅油乳剂 30ml/瓶 德国柏林化学股份有限公司Berlin-C其它 33.1
[乙](基)盐酸西替利嗪糖浆 120ml/瓶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糖浆剂 22.8
[乙]氨溴特罗口服液 100ml/瓶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口服液 20.47
[甲](基)开塞露(小) 10ml/支 无锡正达药业有限公司 溶液剂 0.34
[甲](基)开塞露(大) 20ml/支 江苏常熟星海制药有限公司 灌肠剂 1.85
[乙]浓替硝唑含漱液 100ml/瓶 浙江杭州杭康海洋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溶液剂 26
[丙](冲洗用)生理氯化钠溶液 500ml/瓶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大输液 4.42
[丙]苯扎氯铵溶液 150ml/瓶 广东洛斯特制药有限公司 溶液剂 46
[乙]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 228mg*24粒/盒 赛诺菲安万特(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7.95
[甲](基)盐酸哌替啶注射液 50mg:1ml/支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针剂 1.65
[甲](基)地西泮注射液 10mg/支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3.36
[甲](基)地西泮片 2.5mg/片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片剂 0.38
[甲](基)氯硝西泮片 2mg/片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0.156
[甲](基)阿普唑仑片 0.4mg/片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0.175
[甲](基)艾司唑仑片 1mg/片 江苏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0.374
[甲](基)硝酸咪康唑乳膏 20g /支 陕西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软膏 11.82
[乙](基)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 20g /支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乳膏剂 17.21
[乙](基)莫匹罗星软膏 10g /支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软膏 20.18
[乙]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10g /支 山东齐鲁制药厂 软膏 7.85
[乙](基)糠酸莫米松乳膏 5g/支 拜耳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乳膏 11.91
[乙](基)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10g /支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乳膏剂 8.7
[乙]卤米松乳膏 15g/盒 香港澳美制药厂 乳膏 27.46
[乙]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15g /瓶 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软膏 6.82
[乙]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15g/盒 山东方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凝胶剂 17.12
[乙]联苯苄唑乳膏 10g /支 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软膏 12.49
[乙](基)醋酸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15g /支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软膏 9.71
[乙]夫西地酸乳膏 15g/支 香港澳美制药厂 乳膏 21.67
[丙]萘替芬酮康唑乳膏 10g /支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软膏 18.6
[丙]雌三醇乳膏 15g /支 爱尔兰 膏剂 40.33
[乙]地奈德乳膏 15g /支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乳膏剂 21.13
[丙]盐酸奥布卡因凝胶 30mg:10ml/支 沈阳绿洲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凝胶剂 36
[丙]苯扎氯铵贴 1片*8片/袋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其它 1.95
[乙](基)高锰酸钾外用片 0.1g/片*72/盒 济南康福生制药有限公司 其它 40.45
[乙](基)过氧化氢溶液 100ml/瓶 广东南国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5
[乙](基)噻托溴铵粉雾剂（带装置）18ug/粒*30/盒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粉雾剂 224.91



[甲](基进)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1揿/喷*200/支 葛兰素史克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喷雾剂 19.8
[甲]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250ug/支 法国 溶液剂 3.739
[乙](基进)布地奈德混悬液 1mg/支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溶液剂 14.32
[乙](基)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320ug/9ug/吸*60/盒瑞典 吸入剂 299.74
[乙]布地奈德鼻喷剂 120喷/支 台湾健乔信元医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SYNMOSA BIOPHARMA CORPORATION喷雾剂 51.68
[乙](进)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 50ug*60喷/支 比利时 喷雾剂 57.61
[乙](进)特布他林雾化液 5mg/支 瑞典 溶液剂 4.845
[乙](进)芬太尼透皮贴剂 8.4mg/贴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其它 131.4
[乙]利巴韦林气雾剂 0.5mg/揿*150/瓶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喷雾剂 44.51
[乙](进)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50/250ug)60吸/盒 法国GWP 干粉吸入剂 193.61
[乙](进)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50/500ug)60吸/盒 法国GWP 干粉吸入剂 299.74
[乙](进)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50/100ug]60吸/盒 法国GWP 粉剂 132.26
[甲](基)(临)硝酸咪康唑栓 200mg/粒*7/盒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栓剂 16
[丙]左炔诺孕酮宫内节育系统 52mg/个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其它 1153.46
[甲]吸入用丙酸倍氯米松混悬液 0.8mg/2ml/支 意大利 混悬剂 12.1
[甲](基)脉络宁注射液 10ml/支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针剂 9.1
[甲](基)注射用血塞通 200mg/支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20.09
[乙](基)醒脑静注射液(人工麝香） 10ml/支 云南大理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39.27
[乙]舒血宁注射液 2ml/支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7.64
[乙]注射用灯盏花素 25mg/支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23.8
[乙]喜炎平注射液 50mg:2ml/支 江西青峰药业有限公司 针剂 23.49
[乙](基)热毒宁注射液 10ml/支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33.6
[乙]注射用红花黄色素 50mg/支 浙江永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针剂 60.31
[乙]多磺酸粘多糖乳膏 14g /支 德国 软膏 25.59
[甲](基)左甲状腺素钠 50ug*100片/盒 德国 片剂 27.16
[乙](基)坦索罗辛缓释胶囊 0.2mg*10粒/盒 沈阳安斯泰来(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缓释胶囊 52.88
[乙](进)枸橼酸氯米芬片 50mg*10片/瓶 塞浦路斯高特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19.5
[乙]薄荷脑醑 100ml/瓶 中药制剂室 酊剂 9.8
[甲]水合氯醛灌肠液 10ml/瓶 西药制剂室 灌肠剂 4.2
[乙]葡萄糖粉 82.5g/袋 山东祥瑞药业有限公司 散剂 2.85
[乙]葡萄糖粉剂 75g/袋 福建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粉剂 13
[乙](基)胃乐宁片 0.54g/片*30/盒 南京老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47.5
[乙]迈之灵片[糖衣] 150mg*20片/盒 德国礼达大药厂 片剂 42
[乙]丹参片[薄膜衣] 1片*100片/瓶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19
[乙](基)维C银翘片 1片*24/盒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片剂 9.12
[乙]养心氏片[薄膜衣] 0.6g *36片/盒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片剂 28.35
[乙](基)银杏叶片 19.2mg/片*36/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片剂 49.88
[乙]血塞通片（糖衣） 50mg*40片/盒 云南特安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32.38
[甲](基)护肝片 0.36克*100片/盒 黑龙江葵花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26
[甲](基)季德胜蛇药片 0.4g/片*30/盒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48
[甲](基)乳癖消片[薄膜衣] 0.67g*36片/瓶 辽宁好护士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片剂 19.4
[丙]桂林西瓜霜含片 0.62g/片*24/盒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含片 11.63
[乙](基)金荞麦片 0.33g*90片/盒 黑龙江康麦斯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31.6
[丙]银黄含化片 1片*24/袋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含片 4.56
[乙](基)心可舒片(薄膜衣) 0.31g/片*72/盒 山东沃华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片剂 30.66
[甲](基)尪痹片 0.5g *48片/盒 辽宁好护士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片剂 33.12
[乙]脑心清片(薄膜衣） 0.41g *36片/盒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浦中药有限公司片剂 43.52
[甲]血府逐瘀片(薄膜衣) 0.4g/片*60/盒 潍坊中狮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37.25
[乙]妇乐片 0.5g/片*45/盒 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片剂 50.89
[乙]胃复春片 0.36g/片*80/盒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片剂 31.2
[甲](基)复方丹参滴丸 27mg*180丸/盒 天津天士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29.99
[甲](基)归脾丸 1丸*240/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21.19
[乙](基)王氏保赤丸 0.15g/支*12/盒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49.8
[乙]健脾丸 1丸*240/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19.8
[甲](基)消渴丸 52.5g/瓶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丸剂 35
[乙](基)麻仁丸 60g/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丸剂 10.08
[甲](基)乌鸡白凤丸 36g/瓶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丸剂 11.38
[甲](基)麝香保心丸 22.5mg/粒*42/盒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 丸剂 35.3
[甲](基)六味地黄丸 1丸*240/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29.06
[甲](基)补中益气丸 1丸*240/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21.19
[甲](基)杞菊地黄丸 1丸*240/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29.06
[甲](基)知柏地黄丸 1丸*240/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21.43
[乙]桂附地黄丸 1丸*240/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26.18
[甲](基)速效救心丸 0.04g*150丸/盒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中药厂丸剂 36
[甲](基)黄连上清丸 6g/袋*10/盒 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15.3



[甲](基)华佗再造丸 8g*12袋/盒 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 丸剂 35.7
[甲](基)香砂养胃丸 1丸*240/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24.05
[甲](基)逍遥丸 1丸*240/瓶 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丸剂 23.86
[乙]清开灵滴丸 0.035g/粒*180/盒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丸剂 21.6
[甲](基)接骨七厘丸 2g/袋*6/盒 沈阳东新药业有限公司 颗粒型 26.39
[乙](基)藿香正气软胶囊 0.45g*30粒/盒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胶囊 21
[乙]养胃舒胶囊 0.4g*24粒/盒 合肥华润神鹿药业有限公司 胶囊 22.05
[乙]全天麻胶囊 0.5g/粒*60/盒 贵州益康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27.11
[甲](基)云南白药胶囊 0.25g/粒*32/盒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型 34.45
[乙](基)感冒灵胶囊 0.5g*12粒/盒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9
[甲](基)通心络胶囊 0.26g*30粒/盒 河北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胶囊 26.4
[甲](基)桂枝茯苓胶囊 0.31g/粒*50/盒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27.19
[甲](基)血脂康胶囊 0.3g/粒*12/盒 北京北大维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胶囊 15
[乙]抗妇炎胶囊 0.35g/粒*48/盒 贵州远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胶囊型 29.08
[甲](基)参松养心胶囊 0.4g *36粒/盒 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胶囊 25.49
[乙]百令胶囊 0.5g/粒*42/盒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65.05
[乙](基)安胃疡胶囊 0.2g/粒*36/盒 惠州市九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29.37
[乙](基)脉血康胶囊 0.25g/粒*48/盒 重庆多普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型 41.65
[乙]百乐眠胶囊 0.27g *24粒/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胶囊 32.46
[乙]海昆肾喜胶囊 0.22g *18粒/盒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胶囊 66.96
[乙]清热散结胶囊 0.33g *48粒/盒 湖南天济草堂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 27.81
[乙]天丹通络胶囊 0.4g *60粒/盒 山东凤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32.3
[乙]二十五味珊瑚胶囊 0.5g/粒*18/盒 西藏金珠雅砻藏药有限责任公司 胶囊 65
[乙]裸花紫珠胶囊 0.3g *36粒/盒 江西银涛药业有限公司 胶囊 15.04
[甲](基)腰痹通胶囊 0.42g/粒*30/盒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23.02
[乙](基)苏黄止咳胶囊 0.45g *24粒/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北京海燕药业有限公司胶囊 77.34
[乙]复方益母胶囊 0.42g/粒*60/盒 翔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34.85
[乙]右归胶囊 0.45g/粒*36/盒 江西银涛药业有限公司 胶囊 39.02
[乙](基)脑心通胶囊 0.4g/粒*48/盒 陕西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胶囊型 33.46
[乙](基)抗骨增生胶囊 0.35g *100粒/盒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31.04
[甲](基)普乐安胶囊 0.375g/粒*120/盒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16.12
[甲](基)正柴胡饮颗粒 3g/袋*20/盒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颗粒剂 27.2
[甲](基)胃苏冲剂 5g*9袋/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颗粒剂 21.86
[甲](基)排石颗粒（无糖） 5g*12袋/盒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颗粒剂 29.2
[乙](基)颈复康颗粒 5g*10袋/盒 河北承德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颗粒剂 20.2
[甲](基)板蓝根颗粒 10g/袋*10/盒 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颗粒剂 8.5
[甲]小柴胡颗粒 3g/袋*20/盒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颗粒剂 14.98
[甲](基)气滞胃痛颗粒 5g*12袋/盒 辽宁本溪制药三厂(辽宁华源本溪三颗粒剂 20.1
[乙](基)稳心颗粒 9g/袋*9/盒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颗粒剂 23.31
[乙]枳术颗粒 6g/袋*18/盒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 颗粒剂 46.18
[甲](基)葆宫止血颗粒 15g *6袋/盒 天津中盛海天制药有限公司 颗粒剂 28.74
[乙]鼻渊通窍颗粒 15g *10袋/盒 山东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颗粒剂 16.28
[乙]热淋清颗粒(无糖) 4g/袋*12/盒 贵州威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颗粒型 47.35
[丙]安儿宁颗粒 3g *9袋/盒 金诃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冲剂 19.5
[乙](基)晕可平颗粒 10g *6袋/盒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冲剂 15.54
[乙]独一味颗粒(有糖） 10g *9袋/盒 江苏融昱药业有限公司 颗粒剂 31.82
[乙](基)醒脾养儿颗粒 2g/袋*18/盒 贵州健兴药业有限公司 颗粒性 25.57
[乙](基)小儿柴桂退热颗粒 4g/袋*12/盒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颗粒剂 21.73
[乙](基)参芪降糖颗粒 3g *10袋/盒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颗粒剂 26
[乙]鼻渊舒口服液(无糖型) 10ml*10支/盒 成都泰合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神制药厂口服液 18.61
[乙](基)咳喘宁口服液 10ml*6支/盒 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 口服液 14.5
[丙]金果饮口服液 15ml*10支/盒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厂 口服液 9.79
[乙]苁蓉通便口服液 100ml/瓶 甘肃天水岐黄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天水制药厂口服液 59.54
[乙](基)安神补脑液 10ml*10支/盒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口服液 13
[乙](基)生脉饮（党参方） 10ml*10支/盒 河南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液 16.5
[乙]四磨汤口服液 10ml*10支/盒 湖南汉森制药有限公司 口服液 20.05
[甲](基)小儿消积止咳口服液 10ml*6支/盒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口服液 12.29
[乙](基)蓝芩口服液 10ml/支*12/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口服液 50.4
[丙]小儿解表口服液 10ml/支*6/盒 威海人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口服液 36.58
[乙]柴银口服液 20ml*6支/盒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口服液 10.95
[乙]健胃消食口服液 10ml*12支/盒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口服液 46.02
[乙]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10ml/支*12/盒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口服液 44.42
[乙]康复新液 100ml/瓶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溶液剂 29.68
[丙]（科临）小儿智力糖浆 10ml/支*10/盒 葵花药业集团重庆小葵花儿童制药有限公司糖浆剂 37.84
川百止痒洗剂 60ml/瓶 北京贞玉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洗剂 47.7



[乙](基)强力枇杷露 100ml/瓶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糖浆剂 10.1
[乙](基)强力枇杷露(无糖型) 250ml/瓶 哈尔滨市康隆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糖浆型 47.18
[甲](基)珍珠明目滴眼液 10ml/瓶 苏州工业园区天龙制药有限公司 眼药水 10.68
[甲](基)锡类散 1.5g /盒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粉剂 4.36
[甲](基)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4克/支*6/盒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膏剂 20.68
[乙]青鹏软膏 20g /支 西藏林芝奇正藏药厂 软膏 17.41
[乙](基)肛泰软膏 10g *2支/盒 山东烟台荣昌制药有限公司 软膏 33.4
[乙]治伤软膏 30g /支 浙江普洛康裕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膏剂 37.63
[乙]白脉软膏 20g /支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软膏 52.25
[乙]骨通贴膏 1贴*6/盒 桂林华润天和药业有限公司 贴膏剂 37.4
[乙](基)麝香追风膏 1帖*10贴/盒 广东湛江吉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膏剂 7.05
[乙](基)复方南星止痛膏 1贴*4贴/盒 江苏康缘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膏剂 22.33
[乙](基)消痛贴膏 1贴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膏剂 12.5
[乙]麝香痔疮栓 1.5g *12粒/盒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栓剂 25.39
[乙]桂林西瓜霜 3.5g/盒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喷雾剂 11.51
[乙](基)保妇康栓 1.74g/粒*12/盒 海南碧凯药业有限公司 栓剂 52.08
[乙](基)肛泰栓 1g *12粒/盒 山东烟台荣昌制药有限公司 栓剂 33.6
[乙](基)黄葵胶囊 0.5g*30粒/盒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胶囊 30.01
[乙]内消瘰疬片 0.3g*100片/瓶 中药制剂室 片剂 51
[乙]莲芩片 0.3g*90片/瓶 中药制剂室 片剂 9.3
[乙]骨痨片 0.3g*108片/瓶 中药制剂室 片剂 45
[乙]胆石片 0.3g*100片/瓶 中药制剂室 片剂 7.4
[乙]消疬膏 250g/瓶 中药制剂室 膏剂 37
[乙]消炎散核冲剂 18g*10袋/盒 中药制剂室 颗粒剂 45
[乙]消瘰冲剂 18g*10袋/盒 中药制剂室 胶囊 55
[乙]七味内消散 15g/袋 中药制剂室 散剂 4.3
[乙]加味金芙膏 30g/盒 中药制剂室 糊剂 4
[乙]芪黄肠康液 100ml/袋 中药制剂室 水剂 20
[乙]风寒湿灵散 75g/袋 中药制剂室 散剂 10
[乙]灰鹅散 75g/袋 中药制剂室 散剂 10.2
[乙]脉管炎片 0.3g*100片/瓶 中药制剂室 片剂 48
[乙]心脏复元片 0.3g*100片/瓶 中药制剂室 片剂 43.9
[乙]全蝎通络片 0.3g*100片/瓶 中药制剂室 片剂 60
[乙]鹿蝎壮骨片 0.3g*100片/瓶 中药制剂室 片剂 41
[乙]活血止痛散 100g/袋 中药制剂室 散剂 18
[乙]消腮茶 10g *6包/袋 中药制剂室 水剂 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