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深圳集团采购目录（第二批）第一部分（一）2021年成交结果

序号 药品编码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包装规格 属性 包材 质量层次 生产企业

1 M0002735 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
片 普通片

0.5克/片,每片含长双歧杆菌活菌应不低
于0.5×10^7CFU、保加利亚乳杆菌和嗜
热链球菌活菌均应不低于0.5×10^6CFU

。

36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内蒙古双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M0003066 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软
膏 阴道软膏剂 硝呋太尔0.5g,制霉菌素20万单位 1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 M0216975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0.4mL:40mg (4000AⅩaIU) 10支/盒 无 预充式(预灌
封)注射器 第二层次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M0222712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0.6mL:60mg (6000AⅩaIU) 10支/盒 无 预充式(预灌
封)注射器 第二层次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 M0001615 复方福尔可定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20ml(每1ml含福尔可定1.0mg,盐酸曲
普利啶0.12mg,盐酸伪麻黄碱3.0mg,愈

创木酚甘油醚10.0mg,海葱流浸膏
0.001ml,远志流浸膏0.001ml)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南昌立健药业有限公司

6 M0092400 复方福尔可定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60ml，每1ml含福尔可定1.0mg,盐酸曲
普利啶0.12mg,盐酸伪麻黄碱3.0mg,愈

创木酚甘油醚10.0mg,海葱流浸膏
0.001ml,远志流浸膏0.001ml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南昌立健药业有限公司

7 M0033856 注射用七叶皂苷钠 冻干粉针剂 10mg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福建省闽东力捷迅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 M0089995 盐酸氮䓬斯汀鼻喷雾剂 喷雾剂 10ml:10mg,每喷含盐酸氮卓斯汀
0.14mg,每瓶不少于70喷。 1瓶/瓶 无 空 第三层次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9 M0218121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
坦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1.0g(头孢哌酮0.8g和他唑巴坦0.2g)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10 M0057653 克拉霉素缓释片 缓释片 0.5g 6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

11 M0002413 脾氨肽口服冻干粉 冻干粉剂 2mg 5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浙江丰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2 M0050695 克洛己新片 薄膜衣片 每片含头孢克洛250mg与盐酸溴己新
8.77mg 12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13 M0003121 甲磺酸溴隐亭片 素片 2.5mg 30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Gedeon Richter PLC

14 M0035554 门冬氨酸氨氯地平片 素片 5mg(按氨氯地平计) 14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15 M0035501 硝苯地平缓释片(Ⅲ) 缓释片 30mg 14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国药集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

16 M0179075 前列地尔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2ml:10μg 5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7 M0179074 前列地尔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mL:5ug 5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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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0076257 注射用胸腺五肽 冻干粉针剂 1mg 10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9 M0182192 匹多莫德胶囊 硬胶囊 0.4g 6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 M0217328
注射用脂溶性维生素(Ⅱ)/
注射用水溶性维生素组合

包装
组合包装

每瓶含维生素A 0.99mg,维生素D2 5μg,
维生素E9.1mg,维生素K1 0.15mg/每瓶

含硝酸硫胺3.1mg(相当于维生素B1 
3.2mg),核黄素磷酸钠4.9mg(相当于维
生素B2 3.6mg),烟酰胺40mg,盐酸吡哆
辛4.9mg(相当于维生素B6 4.0mg),泛酸
钠16.5mg(相当于泛酸15mg),维生素C
钠113mg(相当于维生素C100mg),生物
素60μg,叶酸0.4mg,维生素B12 5.0μg

1盒/盒 无 玻璃瓶 第三层次 河北智同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1 M0001229 白芍总苷胶囊 硬胶囊 0.3g(含芍药苷不少于104mg) 60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宁波立华制药有限公司

22 M0217461 克拉霉素缓释片 缓释片 500mg 3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东莞市阳之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委
托广东东阳光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

23 M0088413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胶囊 硬胶囊 每粒含氟哌噻吨0.5mg和美利曲辛
10mg 18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M0003279 脂肪乳注射液(C14～24) 大容量注射液 250ml:50g(大豆油):3.0g(卵磷脂) 1瓶/瓶 无 空 第三层次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25 M0003058 硝呋太尔片 糖衣片 0.2g 20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南京厚生药业有限公司

26 M0095934 普拉洛芬滴眼液 滴眼剂 0.1%(5ml:5mg) 1支/瓶 无 空 第三层次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7 M0009334 甘草酸二铵胶囊 硬胶囊 50mg 24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M0002269 美敏伪麻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00ml(每毫升含盐酸伪麻黄碱 3mg,氢
溴酸右美沙芬 1mg,马来酸氯苯那敏 

0.2mg)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29 M0002271 美敏伪麻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00ml(每毫升含盐酸伪麻黄碱 6mg,氢
溴酸右美沙芬 2mg,马来酸氯苯那敏 

0.4mg)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30 M0100093 果糖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250ml:12.5g 1瓶/瓶 无 玻璃瓶 第三层次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31 M0222873 转化糖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10%[250ml:果糖(C6H12O6)12.5g与无水
葡萄糖(C6H12O6)12.5g 1袋/袋 无 三层共挤输

液用膜制袋 第三层次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32 M0204115 来氟米特片 普通片 10mg 36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美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 M0003056 硝呋太尔胶囊 硬胶囊 0.1g 28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北京金城泰尔制药有限公司

34 M0220878 胶体酒石酸铋胶囊 硬胶囊 55mg(以铋计) 48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盈信药业(汕头)有限公司

35 M0001450 碘帕醇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50ml:18.5g(I)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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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M0012646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笔芯) 1支/盒 无 笔芯 第三层次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7 M0012645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预填充) 1支/盒 无 预充式(预灌
封)注射器 第三层次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8 M0031382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1.0g(以C4H8N3O5PNa2计) 1瓶/瓶 无 空 第三层次 北京朋来制药有限公司

39 M0003453 枸橼酸铋钾片/替硝唑片/克
拉霉素片组合包装 组合包装

组合*8片(枸橼酸铋钾片(白色片):0.3g/
替硝唑片(绿色片):0.5g/克拉霉素片(黄

色片):0.25g)
8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40 M0001735 重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支 1支/盒 无 笔芯 第三层次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1 M0219128 注射用脱氧核苷酸钠 冻干粉针剂 50mg 1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42 M0002317 钠钾镁钙葡萄糖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500ml 1袋/袋 无 软袋，非
PVC膜 第三层次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成

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生产）

43 M0001318 布地奈德鼻喷雾剂 喷雾剂 6ml:7.68mg,每喷含布地奈德64μg 1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Synmosa Biopharma 

Corporation,Synmosa Plant（中文名：
健乔信元医药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健乔

44 M0013394 格列齐特片(Ⅱ) 素片 80mg 60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 M0046928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
片 分散片 156.25mg(C16H19N3O5S  125mg与

C8H9NO5 31.25mg) 24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6 M0054009 注射用比阿培南 注射用无菌粉
末 0.3g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47 M0054022 注射用美罗培南 注射用无菌粉
末 0.25g 1支/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48 M0054047 注射用美罗培南 注射用无菌粉
末 按C17H25N3O5S计1.0g 1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49 M0223188 醋酸钙颗粒 颗粒剂 每包含醋酸钙0.2g(相当于钙50.68mg) 12包/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50 M0029757 门冬氨酸钾镁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0ml 5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51 M0011890 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溶胶
囊 肠溶胶囊 250mg/粒 20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52 M0177609 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粒 颗粒剂 每袋装1g 15袋/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53 M0075807 胸腺肽肠溶片 肠溶片 20mg 12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黑龙江江世药业有限公司

54 M0218057 碘帕醇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100ml:37g(I) 1瓶/瓶 无 玻璃瓶 第三层次 广州康臣药业有限公司

55 M0002705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 冻干粉针剂 30μg(15000U)/瓶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6 M0182264 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缓释胶囊 0.1g 20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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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M0013684 盐酸吡格列酮胶囊 硬胶囊 30mg(按吡格列酮计) 30mg*7粒/
板*1板/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四川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8 M0087771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
脂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2ml:20mg 5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长春翔通药业有限公司

59 M0001373 盐酸达克罗宁胶浆 胶浆剂 10ml:0.1g 12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60 M0223514 醋酸钙颗粒 颗粒剂 每包含醋酸钙0.2g(相当于钙50.68mg)
。 10包/盒 无糖型 空 第三层次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61 M0102788 注射用炎琥宁 冻干粉针剂 80mg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国药集团国瑞药业有限公司

62 M0089480 奥硝唑胶囊 硬胶囊 0.25g 12粒/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
司

63 M0003178 依帕司他片 薄膜衣片 50mg 18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
司

64 M0001475 多糖蛋白片 糖衣片 0.3g 48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福州海王金象中药制药有限公司

65 M0177815 盐酸吡格列酮片 普通片 30mg(以C19H20N2O3S计) 14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6 M0188494 盐酸纳美芬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ml∶0.1mg(以纳美芬计) 1支/盒 无 预充式(预灌
封)注射器 第三层次 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67 M0001263 苯溴马隆片 素片 50mg 10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常州康普药业有限公司

68 M0001639 谷氨酰胺薁磺酸钠颗粒 颗粒剂 0.67g:L-谷氨酰胺663.3mg与薁磺酸钠
2.01mg 21袋/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

69 M0002969 维D2磷葡钙片 普通片 葡萄糖酸钙0.197g,磷酸氢钙0.139g,维
生素D2 100单位 60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0 M0050969 头孢克肟片 薄膜衣片 按C16H15N5O7S2计算 0.2g 12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深圳立健药业有限公司

71 M0013313 格列齐特片 素片 80mg 60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2 M0001831 红霉素肠溶片 肠溶片 0.125g(12.5万单位) 100片/瓶 无 空 第三层次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3 M0183618 大蒜素软胶囊 软胶囊(胶丸) 0.4g(含大蒜素C6H10S3为20mg) 20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新疆华世丹药业有限公司

74 M0001740 注射用甘露聚糖肽 冻干粉针剂 2.5mg 5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国药一心制药有限公司

75 M0075715 注射用甘露聚糖肽 冻干粉针剂 5mg 5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国药一心制药有限公司

76 M0001106 注射用单磷酸阿糖腺苷 冻干粉针剂 0.1g 5支/盒 无 西林瓶 第三层次 国药一心制药有限公司

77 M0050340 头孢克洛缓释片 缓释片 0.375g(按C15H14ClN3O4S计) 12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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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M0002131 卤米松乳膏 乳膏剂 1g:0.5mg，15g/支 1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Bright Future Pharmaceuticals Factory
（中文名：澳美制药厂）

79 M0189102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舒巴坦
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0.625g(美洛西林0.5g与舒巴坦0.125g) 10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0 M0013874 依帕司他片 薄膜衣片 50mg 12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81 M0002890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0.5g(按C18H18N6O6S2计)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82 M0180743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1.0g(按C18H18N6O6S2计) 10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83 M0001535 粉尘螨滴剂 滴剂 每瓶2ml:粉尘螨滴剂3号:蛋白浓度100μ
g/ml 1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4 M0001536 粉尘螨滴剂 滴剂 每瓶2ml:粉尘螨滴剂4号:蛋白浓度333μ
g/ml; 1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5 M0001537 粉尘螨滴剂 滴剂 每瓶2ml:粉尘螨滴剂2号:蛋白浓度10μ
g/ml 1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6 M0001538 粉尘螨滴剂 滴剂 每瓶2ml:粉尘螨滴剂5号:蛋白浓度1000
μg/ml 1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7 M0001539 粉尘螨滴剂 滴剂 每瓶2ml;粉尘螨滴剂1号:蛋白浓度1μ
g/ml 1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8 M0221124 注射用米卡芬净钠 冻干粉针剂 50mg(按C56H71N9O23S计) 1瓶/盒 无 西林瓶 第三层次 上海天伟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89 M0079453 注射用唑来膦酸 冻干粉针剂 4mg(以C5H10N2O7P2计)。 1支/支 无 空 第三层次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90 M0035416 硝苯地平缓释片(Ⅱ) 缓释片 20mg 50片/瓶 无 空 第二层次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91 M0182123 卡铂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0ml:100mg 5支/盒 无 安瓿 第三层次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委托齐鲁制药(海
南)有限公司生产）

92 M0221239 来氟米特片 薄膜衣片 10mg 30片/瓶 无 空 第二层次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93 M0217991 依达拉奉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20ml:30mg 4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94 M0223518 注射用比阿培南 溶媒结晶粉针
剂 0.3g 10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95 M0001634 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 肠溶胶囊 复方 36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地奥集团成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6 M0002709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 冻干粉针剂 20μg(9000U)/瓶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武汉海特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7 M0003173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0.4mL：4000AxaIU 2支/盒 无 预充式(预灌
封)注射器 第三层次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8 M0178023 葡萄糖酸钙锌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0ml;葡萄糖酸钙0.6g、葡萄糖酸锌
0.03g与盐酸赖氨酸0.1g 24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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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M0179147 地奥司明片 薄膜衣片 每片含地奥司明0.45g 20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100 M0002168 铝镁加混悬液 口服混悬剂 15ml:1.5g 15袋/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扬州一洋制药有限公司

101 M0182117 草乌甲素软胶囊 软胶囊(胶丸) 0.4mg 10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2 M0032116 盐酸川芎嗪氯化钠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100ml:盐酸川芎嗪80mg与氯化钠0.9g 1瓶/瓶 无 玻璃瓶 第三层次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103 M0002761 胎盘多肽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4ml 2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104 M0001340 参芎葡萄糖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100ml:盐酸川芎嗪100mg,丹参相当于
丹参素20mg。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贵州景峰注射剂有限公司

105 M0222885 长春西汀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2ml:10mg 10支/盒 无 中硼硅玻璃
安瓿 第三层次 山西国润制药有限公司

106 M0012548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
混合注射液(25R)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 1支/盒 无 笔芯 第三层次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7 M0221883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笔芯) 1支/盒 无 笔芯 第三层次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8 M0222843 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 1支/盒 无 笔芯 第三层次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9 M0003442 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 素片 马来酸依那普利10mg,叶酸0.8mg 10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深圳奥萨制药有限公司

110 M0219277 复方福尔可定糖浆 糖浆剂 120ml(100ml:福尔可定:0.1g;盐酸麻黄
碱0.2g;愈创木酚甘油醚0.25g)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11 M0001616 复方福尔可定糖浆 糖浆剂 60ml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12 M0001284 盐酸吡格列酮片 普通片 15mg(按吡格列酮计) 28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113 M0002111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0.5g（以C4H8N3O5PNa2计） 1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4 M0052116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巴
坦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2.0g(头孢哌酮1.6g与他唑巴坦0.4g) 10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115 M0058616 依托红霉素颗粒 颗粒剂 按红霉素计75mg(7.5万单位) 10袋/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6 M0001604 复方氨基酸胶囊(8-11) 硬胶囊 复方 30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深圳万和制药有限公司

117 M0003190 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0ml:400单位 2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8 M0020078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0.6ml:6000AxaIU 10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119 M0001194 奥拉西坦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5ml:1g 6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河北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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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M0002631 去氨加压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ml﹕4μg 10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1 M0218056 碘帕醇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100ml:30g(I) 1瓶/瓶 无 空 第三层次 广州康臣药业有限公司

122 M0001860 注射用磺苄西林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1.0g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福安药业集团庆余堂制药有限公司

123 M0217750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舒巴坦
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25g(C21H25N5O8S2 1.0g与
C8H11NO5S 0.25g) 10瓶/盒 无 玻璃瓶 第三层次 福安药业集团庆余堂制药有限公司

124 M0001222 奥硝唑片 素片 0.25g 24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5 M0100076 转化糖电解质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500ml:果糖12.5g与葡萄糖12.5g与乳酸
钠1.4008g与氯化钠0.7305g与氯化钾

0.9319g与氯化镁0.1428g与磷酸二氢钠
0.3750g与亚硫酸氢钠0.2602g

1袋/袋 无 软袋，非
PVC膜 第三层次 四川美大康佳乐药业有限公司

126 M0025765 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III) 冻干粉针剂 60mg(以总氮计) 6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哈尔滨三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7 M0180805 头孢泊肟酯片 薄膜衣片 按C15H17N5O6S2计 0.1g 12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8 M0221733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500ml 1瓶/瓶 无
聚丙烯输液
瓶（易折式

双阀）
第三层次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129 M0180884 头孢克肟片 薄膜衣片 0.2g(按C16H15N5O7S2计) 10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浙江巨泰药业有限公司

130 M0003479 注射用重组人促卵泡激素 冻干粉针剂 5.5μg(75IU)/瓶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31 M0002976 维生素D滴剂 滴剂 每粒含维生素D400单位 36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司

132 M0179513 氯沙坦钾氢氯噻嗪片 普通片 氯沙坦钾50mg与氢氯噻嗪12.5mg 14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新
制药厂

133 M0047026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素片 0.2285g(C16H19N3O5S 0.2g与
C8H9NO5 0.0285g) 24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4 M0020083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0.6ml:6000AXaIU 10支/盒 无 预充式(预灌
封)注射器 第二层次 深圳市天道医药有限公司

135 M0002419 匹多莫德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0ml:0.4g 6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
厂

136 M0001787 骨肽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2ml:10mg 10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37 M0100886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
液 小容量注射液 5ml:200mg(总固体) 5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38 M0222745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颗粒剂 对乙酰氨基酚0.125g,人工牛黄5mg,马
来酸氯苯那敏0.5mg 15袋/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

139 M0057142 红霉素肠溶胶囊 肠溶胶囊 0.25g(25万单位) 20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浙江华润三九众益制药有限公司

140 M0177854 复方碳酸钙泡腾颗粒 泡腾颗粒 1.5克/袋,含碳酸钙0.375克(以元素钙计
0.15克),与维生素D3 31.25国际单位。 20袋/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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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M0002270 美敏伪麻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100ml(无糖型):含盐酸伪麻黄碱0.3g,氢

溴酸右美沙芬0.1g,马来酸氯苯那敏
0.02g

1瓶/盒 无糖型 空 第三层次 雅柏药业(中国)有限公司

142 M0223535 氨咖黄敏胶囊 硬胶囊 复方 20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3 M0001517 泛昔洛韦片 薄膜衣片 0.25g 6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4 M0014234 注射用水溶性维生素 冻干粉针剂 复方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5 M0052800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按C16H17N5O7S2计)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6 M0001321 布地奈德吸入气雾剂 气雾剂 每瓶含布地奈德20mg,每瓶200揿,每揿
含布地奈德0.1mg 1瓶/盒 100μg/

揿 空 第三层次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147 M0002234 氯雷他定颗粒 颗粒剂 10mg 10袋/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148 M0218511 醋酸钙片 素片 0.667g(按无水醋酸钙计) 24片/盒 治疗高
磷血症 空 第二层次 北京百美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49 M0001700 复方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干混悬剂 每包含头孢克洛0.25g与溴已新8mg 9包/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

150 M0180717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1.0g(按C15H17N7O5S3计算) 10瓶/盒 无 西林瓶 第三层次 海南全星制药有限公司

151 M0079805 注射用鹿瓜多肽 冻干粉针剂 16mg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黑龙江江世药业有限公司

152 M0002897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按C25H27N9O8S2计)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153 M0048549 注射用头孢替唑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0.5g(按C13H12N8O4S3计)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154 M0048657 注射用头孢替唑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按C13H12N8O4S3计)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155 M0001365 醋酸钙胶囊 硬胶囊 0.6g 15粒/盒
（瓶）

治疗钙
缺乏症 空 第三层次 昆明邦宇制药有限公司

156 M0003448 酪酸梭菌肠球菌三联活菌
散 散剂 1克/包 6包/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Toa Pharmaceutical Co.,Ltd.Tatebayashi  

Plant(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分包装 )

157 M0001192 奥拉西坦胶囊 硬胶囊 0.4g 24粒/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158 M0218965 盐酸纳美芬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ml:0.1mg(以C21H25NO3计) 5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9 M0001694 复方天麻蜜环糖肽片 薄膜衣片 0.5g 60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西康欣药业有限公司

160 M0050436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0.5g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重庆圣华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1 M0088492 银杏达莫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0ml 5支/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162 M0079704 骨瓜提取物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0ml:50mg 5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哈尔滨松鹤制药有限公司

163 M0220729 卡贝缩宫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ml∶100μg 1支/盒 无 玻璃瓶 第三层次 苏州天马医药集团天吉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164 M0071200 泛昔洛韦片 薄膜衣片 0.125g 6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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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M0050944 头孢克肟片 薄膜衣片 100mg(按C16H15N5O7S2计) 12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6 M0177995 醋酸钙片 素片 0.667g(按无水醋酸钙计) 12片/盒 治疗高
磷血症 空 第三层次 贵州维康子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7 M0220133 注射用头孢地嗪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0.5g(按C20H20N6O7S4计算) 10瓶/盒 无 玻璃瓶 第三层次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委托华北制药

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

168 M0220130 注射用头孢地嗪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1.0g(按C20H20N6O7S4计算) 10瓶/盒 无 玻璃瓶 第三层次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委托华北制药

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

169 M0022796 琥珀酸亚铁片 薄膜衣片 0.1g 24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
厂

170 M0003243 右旋糖酐铁片 薄膜衣片 25mg(按Fe计算) 60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1 M0001659 复方氯化钠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500ml 1袋/袋 无 软袋双阀，
非PVC膜+双

管双阀

第三层次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2 M0031934 注射用盐酸川芎嗪 冻干粉针剂 40mg 2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173 M0100363 脑蛋白水解物片 薄膜衣片 13mg(按氨基氮计算):28.8mg(按总氮计
算) 36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黑龙江江世药业有限公司

174 M0222778 卡贝缩宫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ml:100ug 5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 （委托杭
州澳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

175 M0025809 脂肪乳注射液(C14～24) 大容量注射液 500ml:50g(大豆油):6g(卵磷脂) 1瓶/瓶 无 玻璃瓶 第三层次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76 M0003440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舒巴坦
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0.75g(头孢噻肟0.5g和舒巴坦0.25g) 10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7 M0001653 复方硫酸亚铁叶酸片 薄膜衣片 50mg 36片/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吉林省西点药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178 M0003266 注射用长春西汀 冻干粉针剂 20mg 5瓶/盒 无 空 第三层次 长春海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9 M0001260 苯溴马隆片 普通片 50mg 10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Excella GmbH & Co.KG(昆山龙灯瑞迪
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180 M0001279 盐酸吡格列酮片 普通片 15mg（按吡格列酮计） 7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Hikari Plant(天津武田药品有限

公司分包装)
181 M0001286 注射用盐酸吡柔比星 冻干粉针剂 10mg(按C32H37NO12计) 1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182 M0001396 盐酸氮䓬斯汀鼻喷雾剂 喷雾剂 10ml:10mg，60喷，每喷0.14mg 10毫升/瓶/
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Madaus GmbH

183 M0001417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IU 1支/盒 无 特充 第二层次 Novo Nordisk A/S(诺和诺德(中国)制药
有限公司分包装)

184 M0001418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m1：300单位(笔芯) 1支/盒 无 笔芯 第二层次 Novo Nordisk A/S(诺和诺德(中国)制药
有限公司分包装)

185 M0003457 碘帕醇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30g (I)/100ml/瓶 10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86 M0003458 碘帕醇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37g (I)/100ml/瓶 10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87 M0003459 碘帕醇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15g (I)/50ml/瓶 10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88 M0003461 碘帕醇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18.5g (I)/50ml/瓶 10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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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M0001894 甲泼尼龙片 素片 4mg 30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Pfizer Italia S.R.L.

190 M0001926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
混合注射液（25R）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 1支/盒 无 笔芯 第二层次 Eli Lilly Italia S.P.A.(礼来苏州制药有限

公司分包装)

191 M0001927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
混合注射液(25R)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 1支/盒 无 特充 第二层次 Lilly France

192 M0001957 卡铂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50mg/15ml/支 1支/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Corden Pharma Latina S.P.A.

193 M0002241 氯沙坦钾氢氯噻嗪片 薄膜衣片 每片含氯沙坦钾50mg，氢氯噻嗪
12.5mg 7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杭州默

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194 M0002244 氯沙坦钾氢氯噻嗪片 薄膜衣片 每片含氯沙坦钾50mg和氢氯噻嗪
12.5mg。 14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95 M0002256 注射用美罗培南 注射用无菌粉
末 0.5g(按C17H25N3O5S计) 10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Sumitomo Dainippon Pharma Co.,Ltd. 

Oita Plant(住友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分
包装)

196 M0002286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 1支/盒 无 特充 第二层次 Novo Nordisk A/S(诺和诺德(中国)制药
有限公司分包装)

197 M0002288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笔芯) 1支/盒 无 笔芯 第二层次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198 M0002289 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00单位/毫升，3毫升/支 1支/盒 无 特充 第二层次 Novo Nordisk A/S(诺和诺德(中国)制药
有限公司分包装)

199 M0002291 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100单位/毫升,3毫升/支 1支/盒 无 笔芯 第二层次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200 M0002292 注射用米卡芬净钠 冻干粉针剂 50mg 1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Astellas Pharma Tech Co.,Ltd. Takaoka 
Plant(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分

包装)
201 M0002404 培哚普利吲达帕胺片 素片 培哚普利叔丁胺4mg,吲达帕胺1.25mg 20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202 M0002418 匹多莫德口服液 口服溶液剂 400mg /7ml /瓶 10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Doppel Farmaceutici S.R.L.

203 M0002555 普拉洛芬滴眼液 滴眼剂 5ml：5mg 1支/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Senju Pharmaceutical Co.,Ltd.Fukusaki 
Plant

204 M0002725 双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胶
囊

双释放肠溶胶
囊 75mg 10粒/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Temmler Ireland Ltd.

205 M0002856 头孢克洛缓释片(Ⅱ) 缓释片 0.375g 4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苏州西克罗制药有限公司

206 M0002862 头孢克洛缓释片 缓释片 0.375g(按C15H14ClN3O4S计) 12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浙江昂利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7 M0003122 甲磺酸溴隐亭片 普通片 2.5mg 30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Novartis Farma S.P.A.

208 M0003171 依诺肝素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0.4ml:4000AxaIU 2支/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Sanofi Winthrop Industrie(赛诺菲(北京)
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209 M0003185 依西美坦片 糖衣片 25mg 30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Pfizer Italia S.R.L.

210 M0003343 重组人促卵泡激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3μg (450IU) 1支/盒 无 预充式(预灌
封)注射器 第二层次 Merck Serono S.P.A.

211 M0003438 唑来膦酸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100ml:5mg(以C5H10N2O7P2计) 1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2 M0025790 脂肪乳注射液(C14～24) 大容量注射液 250ml:50g(大豆油):3g(卵磷脂) 1瓶/瓶 无 玻璃瓶 第二层次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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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M0025791 脂肪乳注射液(C14～24) 大容量注射液 250ml:50g(大豆油):3g(卵磷脂) 1瓶/瓶 无 玻璃瓶 第二层次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214 M0025807 脂肪乳注射液(C14～24) 大容量注射液 500ml:50g(大豆油):6g(卵磷脂) 1瓶/瓶 无 玻璃瓶 第二层次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215 M0035498 硝苯地平控释片 控释片 30mg 14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

216 M0052794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按C16H17N5O7S2计) 10支/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217 M0054035 注射用美罗培南 注射用无菌粉
末 按C17H25N3O5S计0.5g 1瓶/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218 M0074959 依西美坦片 素片 25mg 14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19 M0079463 唑来膦酸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5ml:4mg(按无水唑来膦酸计) 1支/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0 M0088412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 薄膜衣片 本品为复方制剂,每片含氟哌噻吨0.5mg 
和美利曲辛10mg 28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四川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委托海思

科制药（眉山）有限公司生产）

221 M0176965 布地奈德鼻喷雾剂 喷雾剂 每瓶120喷,每喷含布地奈德64μg,药液
浓度为1.28mg/ml 120喷/支/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AstraZeneca AB(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

司分包装)

222 M0180720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注射用无菌粉
末 按C15H17N7O5S3计 1.0g 8瓶/盒 无 西林瓶 第二层次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23 M0180836 头孢克肟分散片 分散片 以C16H15N5O7S2计0.1g 12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4 M0182084 拉米夫定片 普通片 0.1g 14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25 M0188568 注射用重组人促卵泡激素 冻干粉针剂 5.5μg (75IU) 1支/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Merck Serono SA Succursale 
d`Aubonne

226 M0217142 注射用甲磺酸去铁胺 冻干粉针剂 0.5g 10支/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Wasserburger Arzneimittelwerk GmbH

227 M0218382 苯溴马隆片 素片 50mg 28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8 M0221098 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 薄膜衣片 氟哌噻吨0.5mg和美利曲辛10mg/片 20片/盒 无 空 第二层次 H.Lundbeck A/S

229 M0221398 碘帕醇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液 100ml:37g(I) 1瓶/盒 无 玻璃瓶 第二层次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230 M0222760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液 3ml:300单位/预填充SoloStar 1支/盒 无 预充式(预灌
封)注射笔 第二层次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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