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四省联盟药品集中采购中选企业产品供应品种清单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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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中选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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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方式 生产企业

1 阿替洛尔片 片剂 25mg*50片/瓶 瓶 6.50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 郑州泰丰制药有限公司

2 阿魏酸钠片 片剂 50mg*12片/板*3板/盒 盒 9.18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药品包装用铝箔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3 阿昔莫司胶囊 胶囊剂 0.25g*24粒/盒 盒 34.80 铝塑包装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4 阿昔莫司胶囊 胶囊剂 0.25gx8粒/板x2板/盒 盒 19.60 药用PVC硬片/药品包装用PTP铝箔 四川豪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苯扎贝特片 片剂 0.2g*10片/板*2板/盒 盒 11.40 药用铝箔/聚氯乙烯固体硬片+复合膜封套 江苏天士力帝益药业有限公司

6 苯扎贝特分散片 分散片 0.2g*12片/板*1板/盒 盒 9.00 铝塑包装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 苯扎贝特分散片 分散片 0.2g*12片/板*2板/盒 盒 17.55 铝塑包装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 苯扎贝特片 片剂 0.2g*10片/板*2板/盒 盒 12.20 铝塑包装 昆山龙灯瑞迪制药有限公司

9 地奥司明片 片剂 0.45g*12片/板*4板/盒 盒 31.20 药品包装用铝箔和聚氯乙稀固体药用硬片包装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10 注射用盐酸地尔硫卓 注射剂 10mg*1支/盒 盒 4.12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

11 注射用盐酸地尔硫卓 注射剂 50mg*1支/盒 盒 14.12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天津天士力之骄药业有限公司

12 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 片剂
盐酸二甲双胍0.25g：格列吡嗪

2.5mg*12片/板*2板/盒
盒 16.68 铝塑包装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 片剂
盐酸二甲双胍0.25g：格列吡嗪

2.5mg*12片/板*4板/盒
盒 32.53 铝塑包装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 片剂
盐酸二甲双胍0.25g：格列吡嗪

2.5mg*12片/板*2板/盒
盒 27.00 铝箔和PVC硬片包装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15 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 片剂
每片含盐酸二甲双胍250mg与格列

吡嗪2.5mg*12片/板*2板/盒
盒 16.80 铝塑包装 西安利君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6 二甲双胍格列吡嗪片 片剂
每片含盐酸二甲双胍250mg，含格

列吡嗪2.5mg*9片/板*2板/盒
盒 17.10 铝塑包装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紫龙药业有限公
司

17 注射用呋塞米 冻干粉针剂 20mg*10瓶/盒 盒 21.00 西林瓶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8 注射用呋塞米 冻干粉针剂 40mg*10瓶/盒 盒 35.70 西林瓶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9 注射用呋塞米 冻干粉针剂 20mg*12瓶/盒 盒 9.16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湖南五洲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 注射用呋塞米 冻干粉针剂 40mg*12瓶/盒 盒 15.60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湖南五洲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 呋塞米注射液 注射剂 2ml:20mg*10支/盒 盒 16.80 低硼硅玻璃安瓿装 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2 呋塞米注射液 注射剂 2ml:20mg*10支/盒 盒 20.90 玻璃安瓿瓶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23 呋塞米注射液 注射剂 2ml:20mg*10支/盒 盒 6.47 低硼硅玻璃安瓿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 呋塞米注射液 注射剂 2ml:20mg*10支/盒 盒 9.95 玻璃安瓿 广东南国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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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复方利血平片 片剂 复方*100片/瓶 瓶 9.00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包装 华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 复方利血平片 片剂 复方*100片/瓶 瓶 7.05 塑料瓶包装 山西同达药业有限公司

27 复方利血平片 片剂 复方*100片/瓶 瓶 7.90 固体药用塑瓶包装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 复方利血平片 片剂 复方*100片/瓶 瓶 5.89 塑料瓶 云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29 格列喹酮片 片剂 30mg*10片/板*3板/盒 盒 19.36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0 格列喹酮片 片剂 30mg*10片/板*6板/盒 盒 37.76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1 格列喹酮分散片 分散片 30mg*12片/板*3板/盒 盒 19.80 铝塑板包装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2 格列喹酮片 片剂 30mg*30片/板*1板/盒 盒 10.94 药品包装用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天津药物研究院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3 格列喹酮片 片剂 30mg*10片/板*5板/盒 盒 17.89 药品包装用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天津药物研究院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4 格列喹酮片 片剂 30mg*30片/板*2板/盒 盒 21.33 药品包装用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天津药物研究院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5 格列齐特片（Ⅱ） 片剂 80mg*60片/盒 盒 9.80 铝塑板装 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36 格列齐特片（Ⅱ） 片剂 80mg*20片/板*4板/盒 盒 15.78 铝塑泡罩包装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7 格列齐特片（Ⅱ） 片剂 80mg*20片/板*3板/盒 盒 9.96 铝塑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38 格列齐特片（Ⅱ） 片剂 80mg*60片/盒 盒 7.86 铝塑泡罩包装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 格列齐特片（Ⅱ） 片剂 80mg*30片/盒 盒 4.03 铝塑泡罩包装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格列齐特片（Ⅱ） 片剂 80mg*15片*4板/盒 盒 7.00 铝塑泡罩包装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1 吉非罗齐胶囊 胶囊剂 0.3g*20粒/盒 盒 6.80 铝塑包装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42 吉非罗齐胶囊 胶囊剂 0.3g/粒*30粒/瓶 瓶 9.42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3 注射用己酮可可碱 冻干粉针剂 0.1g*1瓶/盒 盒 15.76 管制西林瓶 江苏金丝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4 注射用己酮可可碱 注射剂 0.3g*10支/盒 盒 301.40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氯化丁基橡胶塞 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

45 己酮可可碱注射液 注射液 2ml:0.1g*2支/盒 盒 24.00 安瓿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46 己酮可可碱注射液 注射液 5ml:0.1g*2支/盒 盒 24.00 安瓿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47 己酮可可碱注射液 注射剂 5ml:0.1g/支*5支/盒 盒 62.50 安瓿瓶 西安高科陕西金方药业公司

48 注射用己酮可可碱 冻干粉针剂 0.1g*10瓶/盒 盒 163.30 管制抗生素玻璃瓶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49 己酮可可碱注射液 注射剂 2ml:0.1g*5支/盒 盒 82.50 玻璃安瓿 陕西顿斯制药有限公司

50 己酮可可碱注射液 注射剂 2ml:0.1g*5支/盒 盒 82.50 聚丙烯安瓿 陕西顿斯制药有限公司

51 卡维地洛片 片剂 10mg*10片/板*1板/盒 盒 2.60 铝塑包装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52 卡维地洛片 片剂 10mg*10片/板×2板/盒 盒 5.78 药品包装用铝箔 福安药业集团宁波天衡制药有限公司

53 卡维地洛片 片剂 6.25mg*12片/板×2板/盒 盒 4.80 药品包装用铝箔 福安药业集团宁波天衡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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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卡维地洛片 片剂 12.5mg*12片/板×2板/盒 盒 8.16 药品包装用铝箔 福安药业集团宁波天衡制药有限公司

55 卡维地洛片 薄膜衣片 6.25mg*14片/板/盒 盒 4.34 铝塑包装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56 卡维地洛片 薄膜衣片 12.5mg*14片/板/盒 盒 7.42 铝塑包装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57 卡维地洛片 素片 10mg*14片/板/盒 盒 6.30 铝塑包装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58 卡维地洛片 素片 10mg*14片/板*2板/盒 盒 12.29 铝塑包装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59 卡维地洛分散片 分散片 12.5mg*10片*3板/盒 盒 9.60 铝-铝包装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0 可乐定控释贴
贴剂（控

释）
2.5mg/贴*2贴/盒 盒 70.00 聚酯镀铝膜,聚乙烯膜,聚丙烯消光膜三层复合膜 北京克莱斯瑞控释药业有限公司

61 可乐定贴片 贴剂 2mg*1片/袋*2袋/盒 盒 71.32 药用复合膜 哈尔滨瀚钧现代制药有限公司

62 盐酸拉贝洛尔片 片剂 50mg*15片/板*2板/盒 盒 20.40 铝塑板装 江苏迪赛诺制药有限公司

63 盐酸拉贝洛尔片 片剂 50mg*20片/板*2板/盒 盒 28.07 铝塑包装 郑州凯利药业有限公司

64 盐酸拉贝洛尔片 片剂 50mg*24片/板*1板/盒 盒 17.16 铝塑包装 郑州凯利药业有限公司

65 拉西地平分散片 分散片 4mg*15片/板*2板/盒 盒 18.00 铝塑泡罩包装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66 拉西地平片 片剂 4mg*15片/板*2板/盒 盒 17.50 铝塑包装 哈药集团三精明水药业有限公司

67 洛伐他汀胶囊 胶囊剂 20mg*12粒/板*1板/盒 盒 8.28 PVC硬片/PTP铝箔 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

68 洛伐他汀胶囊 胶囊剂 20mg*6粒/板*1板/盒 盒 2.70 铝塑包装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 洛伐他汀分散片 分散片 20mg*12片/板/盒 盒 9.60 铝塑包装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70 洛伐他汀片 片剂 10mg*20片/盒 盒 4.20 铝塑板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1 洛伐他汀片 片剂 20mg*12片/盒 盒 4.32 铝塑板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2 洛伐他汀胶囊 胶囊剂 20mg*12粒/板*1板/盒 盒 9.84 铝塑包装 江苏海岸药业有限公司

73 米格列奈钙片 片剂 5mg*12片/板*3板/盒 盒 10.80 铝塑包装[PVC/PVDC(复合硬片)PTP铝箔]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 米格列奈钙片 片剂 10mg*12片/板*2板/盒 盒 12.24 铝塑包装[PVC/PVDC(复合硬片)PTP铝箔]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5 萘哌地尔片 片剂 25mg*10片/板*1板/盒 盒 9.60 铝塑泡罩包装 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

76 萘哌地尔片 片剂 25mg*10片/板*3板/盒 盒 27.67 铝塑泡罩包装 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

77 盐酸尼卡地平注射液 注射剂 5ml：5mg*10支/盒 盒 178.10 低硼硅玻璃安瓿 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

78 注射用盐酸尼卡地平 冻干粉针剂 10mg*10支/盒 盒 340.00 玻璃管制注射剂瓶/丁基胶塞 吉林津升制药有限公司

79 尼麦角林胶囊 胶囊剂 30mg*10粒/盒 盒 19.00 铝塑包装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80 尼麦角林片 片剂 10mg*30片/盒 盒 22.95 铝塑泡罩包装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1 尼麦角林片 片剂 10mg*15片/板*4板/盒 盒 45.60 铝塑纸盒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82 尼莫地平片 片剂 20mg*50片/瓶 瓶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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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计价
单位

中选价格
(元)

包装方式 生产企业

83 尼莫地平片 片剂 20mg*50片/瓶 瓶 4.20 塑料瓶 河北医科大学制药厂

84 尼莫地平片 片剂 20mg*50片/瓶 瓶 3.08 塑料瓶 宁波大红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5 尼莫地平片 片剂 20mg*50片/瓶 瓶 4.96 聚乙烯瓶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

86 尼莫地平片 片剂 20mg*50片/瓶 瓶 5.00 塑料瓶包装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7 尼莫地平片 片剂 30mg*100片/瓶 瓶 14.00 塑料瓶包装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88 尼莫地平片 片剂 20mg*50片/瓶 瓶 4.19 固体药用塑瓶包装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9 尼莫地平片 片剂 20mg*50片/瓶 瓶 5.00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0 尼莫地平片 片剂 30mg*50片/瓶 瓶 7.00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瓶装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91 尼莫地平片 片剂 20mg*50片/瓶 瓶 4.08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郑州瑞康制药有限公司

92 尼莫地平胶囊 胶囊剂 20mg*50粒/瓶 瓶 4.98 塑料瓶 苏州第三制药厂有限责任公司

93 尼莫地平注射液 小容量
注射液

10ml:2mg*5支/盒 盒 6.75 低硼硅玻璃安瓿 湖南五洲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4 尼莫地平注射液 注射剂 20ml：4mg*5支/盒 盒 12.65 玻璃安瓿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5 注射用尼莫地平 注射剂 4mg*1瓶/瓶 瓶 2.07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6 注射用尼莫地平 注射剂 4mg*2支/盒 盒 15.56 玻璃安瓿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7 注射用尼莫地平 注射剂 2mg*1瓶/瓶 瓶 1.22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8 注射用尼莫地平 注射剂 4mg*10支/盒 盒 28.30 棕色西林瓶包装 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99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9.99 聚烯烃塑料瓶包装 赤峰万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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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5.90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制药一厂

102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4.30 塑料瓶 河北医科大学制药厂

103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9.99 塑料瓶包装 江苏长江药业有限公司

104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9.55 药用塑料瓶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5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6.27 塑料瓶 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106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8.00 塑料瓶包装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7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7.30 聚乙烯塑料瓶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108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8.00 高密度聚乙烯药用塑料瓶包装。 天津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109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10.00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10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4.37 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广东南国药业有限公司

111 尼群地平片 片剂 10mg*100片/瓶 瓶 6.29 高密度聚乙烯瓶 濮阳市汇元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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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盐酸哌唑嗪片 片剂 1mg*100片/瓶 瓶 20.00 塑料瓶装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113 曲克芦丁片 片剂 60mg*100片/瓶 瓶 5.85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 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114 曲克芦丁片 片剂 60mg*100片/瓶 瓶 4.00 口服固体药用塑料瓶 多多药业有限公司

115 曲克芦丁片 片剂 60mg×100片/瓶 瓶 6.50 塑料瓶 山西太原药业有限公司

116 曲克芦丁片 片剂 60mg*100片/瓶 瓶 8.10 固体药用塑瓶包装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7 曲克芦丁片 片剂 60mg*100片/瓶 瓶 4.12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装 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118 曲克芦丁片 片剂 60mg*100片/瓶 瓶 6.00 塑料瓶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119 西尼地平片 片剂 5mg*7片/板*2板/盒 盒 17.92 铝塑泡罩包装 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

120 西尼地平片 片剂 5mg*7片/板*4板/盒 盒 34.94 铝塑泡罩包装 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

121 西尼地平片 片剂 10mg*7片/板*2板/盒 盒 30.52 铝塑泡罩包装 蚌埠丰原涂山制药有限公司

122 西尼地平胶囊 胶囊剂 5mg*8粒/板*2板/盒 盒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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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注射用硝普钠 注射剂 50mg*5瓶/盒 盒 66.75 西林瓶装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124 注射用硝普钠 注射剂 50mg（相当于无水物43.96mg）*5
支/盒

盒 66.75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氯化丁基橡胶塞 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

125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片剂 120单位*12片/板*4板/袋（盒） 盒 24.80 铝塑板包装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6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片剂 240单位*12片/板*2板/袋（盒） 盒 21.08 铝塑板包装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7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片剂 120单位*40片/盒 盒 24.18 药用聚氯乙烯（PVC）硬片+药品包装用铝箔 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128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肠溶片 120iu*12片/板*3板/盒 盒 14.40 PTP铝塑泡罩 四川顺生制药有限公司

129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肠溶片 120iu*12片/板*5板/盒 盒 23.56 PTP铝塑泡罩 四川顺生制药有限公司

130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肠溶片 60iu*20片/板*3板/盒 盒 14.40 PTP铝塑泡罩 四川顺生制药有限公司

131 注射用胰激肽原酶 注射剂 10单位/瓶/盒 盒 8.85 管制瓶装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2 注射用胰激肽原酶 注射剂 40单位/瓶/盒 盒 25.58 管制瓶装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3 注射用胰激肽原酶 注射剂 10单位*5支/盒 盒 105.00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氯化丁基橡胶塞 开封康诺药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