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成药省际联盟集采中选企业供应清单
序号 产品组 药品名称 剂型 规格 包装数量

计价
单位

中选企业
中选价格
(元)

1 百令、至灵、金水宝 百令片 片剂 0.44g(含发酵虫草菌粉0.333g) 36片 盒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34.2

2 百令、至灵、金水宝 金水宝片 片剂 每片重0.42g(含发酵虫草菌粉0.25g) 24片 盒 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 35.98

3 百令、至灵、金水宝 至灵胶囊 胶囊剂 0.25g 60粒 盒 长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1.31

4 百令、至灵、金水宝 金水宝片 片剂 每片重0.42g(每片含发酵虫草菌粉0.25g) 12片 盒 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 18.44

5 百令、至灵、金水宝 金水宝片 片剂 每片重0.42g(含发酵虫草菌粉0.25g) 36片 盒 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 56.81

6 百令、至灵、金水宝 金水宝片 片剂 每片重0.42g(含发酵虫草菌粉0.25g) 48片 盒 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 75.75

7 百令、至灵、金水宝 至灵胶囊 胶囊剂 0.25g 90粒 瓶 长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1.96

8 百令、至灵、金水宝 至灵胶囊 胶囊剂 0.25g 50粒 瓶 长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8.14

9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100ml 1瓶 瓶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2.96

10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每瓶装50ml 1瓶 盒 河北神威药业有限公司 27.82

11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20ml 1支 支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09

12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20ml 3支 盒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9.99

13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每瓶装100ml 1瓶 盒 河北神威药业有限公司 48.65

14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5支 盒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75

15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1支 盒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55

16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每支装15ml 1支 盒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85

17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每支装15ml 4支 盒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41

18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每支装20ml 3支 盒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27

19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2ml 1支 支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77

20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2ml 10支 盒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77

21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1支 支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22

22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10ml 5支 盒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14

23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20ml 3支 盒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61

24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20ml 1支 支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87

25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剂 50ml 1瓶 瓶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09

26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1瓶 瓶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1.48

27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5支 盒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7.4

28 参麦 参麦注射液 注射液 20ml 1支 支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3.33

29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10ml 5支 盒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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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5支 盒 通化惠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138

31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液 每支装2ml 1支 支 朗致集团万荣药业有限公司 24.6

32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10ml 5支 盒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54.99

33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液 2ml 1支 支 江苏恒沣药业有限公司 8.78

34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每支装10ml 5支 盒 福建古田药业有限公司 7.5

35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每支装2ml 1支 支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10.94

36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每支装2ml 10支 盒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109.4

37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10ml 1支 支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10.99

38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每支装2ml 1支 支 福建古田药业有限公司 0.3

39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每支装2ml 10支 盒 福建古田药业有限公司 3

40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每支装10ml 1支 支 福建古田药业有限公司 1.5

41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1支 支 江苏恒沣药业有限公司 1.71

42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6支 盒 江苏恒沣药业有限公司 10.28

43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5支 盒 江苏恒沣药业有限公司 8.57

44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液 2ml 10支 盒 江苏恒沣药业有限公司 87.8

45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液 每支装2ml 10支 盒 朗致集团万荣药业有限公司 246

46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1支 支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7

47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20ml 3支 盒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69

48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剂 20ml 1支 支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3

49 丹参 丹参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1支 支 通化惠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7.6

50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25mg(以野黄芩苷计) 10瓶 盒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5.306

51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50mg 5瓶 盒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9.98

52 灯盏花素 灯盏花素注射液 注射液 5ml:20mg 5支 盒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34.96

53 灯盏花素 灯盏花素注射液 注射剂 5ml:20mg 1支 支 石药银湖制药有限公司 3.86

54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10mg 1瓶 瓶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95

55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以野黄芩苷计10mg 10瓶 盒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9.54

56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20mg 1瓶 瓶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88

57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以野黄芩苷计20mg 10瓶 盒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8.86

58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50mg 1瓶 瓶 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3.99

59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10mg(以野黄芩苷计) 1瓶 瓶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63

60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10mg(以野黄芩苷计) 10瓶 盒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6.3

61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25mg(以野黄芩苷计) 1瓶 瓶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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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50mg(以野黄芩苷计) 1瓶 瓶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34

63 灯盏花素 注射用灯盏花素 冻干粉针剂 50mg(以野黄芩苷计) 10瓶 盒 昆明龙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3.48

64 灯盏花素 灯盏花素注射液 注射液 5ml:20mg 1支 支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6.99

65 灯盏花素 灯盏花素注射液 注射剂 5ml:20mg 5支 盒 石药银湖制药有限公司 19.3

66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25g 60粒 盒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 6.23

67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5g 48粒 盒 江西百神昌诺药业有限公司 21.06

68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5g 40粒 盒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15.67

69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散 散剂 每袋装1.5g 12袋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65

70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片 片剂 0.4g 36片 盒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8

71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片 薄膜衣片 0.4g 48片 盒 合肥今越制药有限公司 14.76

72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片 片剂 0.6g 36片 盒 江西山香药业有限公司 18.58

73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散 散剂 3g 10瓶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

厂
30

74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25g 48粒 盒 江西百神昌诺药业有限公司 10.48

75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25g 72粒 盒 江西百神昌诺药业有限公司 15.73

76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25g 60粒 盒 江西百神昌诺药业有限公司 13.11

77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37g 40粒 盒 江西百神昌诺药业有限公司 15.35

78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5g 30粒 盒 江西百神昌诺药业有限公司 12.49

79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5g 40粒 盒 江西百神昌诺药业有限公司 17.54

80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5g 60粒 盒 江西百神昌诺药业有限公司 26.65

81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25g 36粒 盒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 4.73

82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5g 36粒 盒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 7.8

83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5g 54粒 盒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 11.71

84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散 散剂 每袋装1.5g 22袋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63

85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25g 60粒 盒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12.1

86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25g 96粒 盒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19.36

87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25g 72粒 盒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14.53

88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25g 48粒 盒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9.93

89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25g 36粒 盒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7.52

90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5g 60粒 盒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23.16

91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5g 30粒 盒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11.75

92 活血止痛 活血止痛胶囊 胶囊剂 0.5g 36粒 盒 珠海安生凤凰制药有限公司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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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100ml 1瓶 瓶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2.56

94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每瓶装100ml 1瓶 盒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8.59

95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120ml 1瓶 瓶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15.1

96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10ml 10瓶 盒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15.57

97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20ml 6瓶 盒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24.76

98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50ml 1瓶 瓶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7.12

99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60ml 2瓶 盒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20.38

100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100ml 1瓶 瓶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13.2

101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90ml 1瓶 盒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12.61

102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每瓶装10ml 10支 盒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10.32

103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每瓶装30ml 4瓶 盒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13.79

104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每瓶装50ml 2瓶 盒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7.31

105 康复新 康复新液 合剂 每瓶装100ml 2瓶 盒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17.18

106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10ml 6支 盒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8.12

107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10ml 9支 盒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2.18

108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10ml 10支 盒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3.54

109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10ml 15支 盒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0.31

110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10ml 12支 盒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6.25

111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50ml 3瓶 盒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5.23

112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50ml 1瓶 盒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7.19

113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50ml 2瓶 盒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4.38

114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90ml 1瓶 盒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2.18

115 康复新 康复新液 溶液剂 120ml 1瓶 瓶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5.08

116 肾衰宁 肾衰宁胶囊 胶囊剂 0.35g 24粒 盒 云南雷允上理想药业有限公司 19.18

117 肾衰宁 肾衰宁片 片剂(薄膜衣片) 0.36g 24片 盒 沈阳东新药业有限公司 7.2

118 肾衰宁 肾衰宁片 片剂 0.36g 36片 盒 山西德元堂药业有限公司 20.02

119 肾衰宁 肾衰宁颗粒 颗粒剂 每袋装5g 9袋 盒 山西德元堂药业有限公司 21.94

120 肾衰宁 肾衰宁片 片剂 0.36g 48片 盒 山西德元堂药业有限公司 26.69

121 肾衰宁 肾衰宁片 片剂 0.36g 72片 盒 山西德元堂药业有限公司 40.04

122 肾衰宁 肾衰宁片 片剂(薄膜衣片) 0.36g 48片 盒 沈阳东新药业有限公司 14.61

123 肾衰宁 肾衰宁片 片剂(薄膜衣片) 0.36g 36片 盒 沈阳东新药业有限公司 12.84

124 肾衰宁 肾衰宁胶囊 胶囊剂 0.35g 36粒 盒 云南雷允上理想药业有限公司 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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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肾衰宁 肾衰宁片 片剂 0.38g 36片 盒 云南雷允上理想药业有限公司 33.09

126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剂 10ml 5支 盒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18.2

127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10支 盒 国药集团宜宾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8

128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剂 10ml/支 1支 支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6.66

129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10支 盒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33

130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1支 支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3.64

131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液 20ml 1支 支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6.76

132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剂 每支装20ml 3支 盒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20.28

133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剂 50ml 1瓶 盒 常熟雷允上制药有限公司 24.79

134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液 10ml 1支 盒 国药集团宜宾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08

135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液 每支装20ml 1支 盒 国药集团宜宾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98

136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剂 10ml/支×5支/盒 5支 盒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33.3

137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剂 20ml/支 1支 支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10.76

138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剂 20ml/支×4支/盒 4支 盒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43.05

139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剂 50ml/瓶×1瓶/盒 1瓶 瓶 华润三九(雅安)药业有限公司 27.47

140 生脉 生脉注射液 注射液 每支装10ml 1支 盒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3

141 舒血宁 舒血宁注射液 注射液 5ml 5支 盒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6.75

142 舒血宁 舒血宁注射液 注射液
每支装10ml(含黄酮醇苷8.4mg、银杏内酯

1.4mg)
1支 支 朗致集团万荣药业有限公司 99.8

143 舒血宁 舒血宁注射液 注射液
2ml,折合银杏叶提取物为7.0mg(含总黄酮醇

苷1.68mg;含银杏内酯0.28mg)
10支 盒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144 舒血宁 舒血宁注射液 注射液 5ml 5支 盒 山西振东泰盛制药有限公司 16.8

145 舒血宁 舒血宁注射液 注射剂
每支2ml,折合银杏叶提取物为7.0mg(含总黄

酮醇苷1.68mg;含银杏内酯0.28mg)
1支 支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146 舒血宁 舒血宁注射液 注射剂
每支装10ml(含黄酮醇苷8.4mg、银杏内酯

1.4mg)
2支 盒 朗致集团万荣药业有限公司 199.6

147 舒血宁 舒血宁注射液 注射液 5ml 1支 支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9.35

148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10ml(相当于饮片7.5g)(儿童型) 12支 盒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25

149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10ml 10支 盒 黑龙江金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150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每支装10毫升(每1毫升相当于饮片1.5克) 10支 盒 黑龙江瑞格制药有限公司 24.99

151 双黄连 双黄连颗粒 颗粒剂 每袋装5g(相当于净饮片30g,无蔗糖) 6袋 盒 北京春风药业有限公司 41.58

152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10ml 10支 盒 黑龙江喜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8.87

153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每支装10ml(每1ml相当于饮片1.5g) 10支 盒 南阳市新生制药有限公司 10.2

154 双黄连 双黄连片 片剂 0.53g 24片 盒 陕西白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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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双黄连 双黄连颗粒 颗粒剂 每袋装5g(相当于净饮片30g,无蔗糖) 4袋 盒 北京春风药业有限公司 27.72

156 双黄连 双黄连合剂 合剂 100ml(每1ml相当于饮片1.5g)(无糖型) 1瓶 盒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5.91

157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10ml(相当于饮片7.5g)(儿童型) 8支 盒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02

158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10ml(相当于饮片7.5g)(儿童型) 6支 盒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38

159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10ml(相当于饮片7.5g)(儿童型) 16支 盒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99

160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每支装10ml 6支 盒 黑龙江金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2

161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每支装10毫升(每1毫升相当于饮片1.5克) 6支 盒 黑龙江瑞格制药有限公司 29.81

162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20ml 9支 盒 黑龙江喜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4.03

163 双黄连 双黄连口服液 合剂 20ml 10支 盒 黑龙江喜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2.24

164 小金 小金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35克 12粒 盒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49

165 小金 小金丸 微丸 0.6g 20袋 盒 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 28.28

166 小金 小金丸 糊丸 每袋装0.6g（每100丸重3g） 4瓶 盒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1

167 小金 小金丸 糊丸 3g/100丸(0.6g/瓶×6瓶/板×2板/盒) 240丸 盒 九寨沟天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88

168 小金 小金丸 丸剂 6g/10丸 30丸 盒 无锡济煜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2.17

169 小金 小金丸 糊丸 每100丸重3g 80丸 盒 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 8.92

170 小金 小金丸 丸剂(糊丸) 每100丸重6g 100丸 盒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

厂
22.44

171 小金 小金丸 糊丸 0.6g（每100丸重6g） 20袋 盒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45.01

172 小金 小金丸 微丸 0.6g 12袋 盒 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 16.96

173 小金 小金丸 微丸 0.6g 4瓶 盒 成都永康制药有限公司 199.77

174 小金 小金丸 糊丸 0.6g（每100丸重6g） 10袋 盒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22.5

175 小金 小金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35克 9粒 盒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32

176 小金 小金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35克 18粒 盒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8.92

177 小金 小金丸 糊丸 每100丸重3g 160丸 盒 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 17.84

178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丸 丸剂(水蜜丸) 每袋装6g（每60粒重6g） 8袋 盒 黑龙江参鸽药业有限公司 17.68

179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胶囊 胶囊剂 0.4g 36粒 盒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19.12

180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软胶囊 胶囊剂 0.8g 12粒 盒 天津和治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2.77

181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丸 大蜜丸 9g 10丸 盒 内蒙古天奇中蒙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0

182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丸 小蜜丸 每10丸重2g 450丸 瓶 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183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颗粒 颗粒剂 每袋装6g 12袋 盒 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

184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口服液 合剂 10ml 10支 盒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37

185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软胶囊 软胶囊剂 0.5g 24粒 盒 吉林省辉南三和制药有限公司 3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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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口服液 口服液 每支装10ml 12支 盒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1.79

187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丸 丸剂(水蜜丸) 每袋装6g（每60粒重6g） 12袋 盒 黑龙江参鸽药业有限公司 26.51

188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口服液 合剂 10ml 12支 盒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44

189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口服液 合剂 10ml 20支 盒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0.74

190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口服液 口服液 每支装10ml 18支 盒 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7

191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胶囊 胶囊剂 0.4g 24粒 盒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12.85

192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丸 小蜜丸 每10丸重2g 270丸 瓶 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193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丸 大蜜丸 每丸重9g 10丸 盒 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4

194 血府逐瘀 血府逐瘀丸 水蜜丸 每袋装6g 12袋 盒 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2

195 血塞通 血塞通胶囊 胶囊剂 50mg 40粒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58

196 血塞通 血塞通滴丸 滴丸剂 含三七总皂苷5mg 300丸 盒 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38

197 血塞通 血塞通滴丸 滴丸剂 28mg(含三七总皂苷10mg) 90丸 瓶 朗天药业(湖北)有限公司 13.64

198 血塞通 血塞通咀嚼片 咀嚼片 0.4g(含三七总皂苷50mg) 24片 盒 湖南一格制药有限公司 19.98

199 血塞通 血塞通咀嚼片 咀嚼片 0.5g(含三七总皂苷50mg) 12片 盒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5.2

200 血塞通 血塞通滴丸 滴丸剂 每丸重45mg(含三七总皂苷10mg) 210丸 盒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8.25

201 血塞通 血塞通片 薄膜衣片 每片含三七总皂苷100mg 36片 盒 湖南湘雅制药有限公司 46.68

202 血塞通 血塞通片 片剂 50mg 48片 盒 湖南绅泰春药业有限公司 40.89

203 血塞通 血塞通分散片 分散片 每片重0.3g(含三七总皂苷50mg) 24片 盒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8.85

204 血塞通 血塞通片 片剂 25mg 20片 盒 湖南绅泰春药业有限公司 8.45

205 血塞通 血塞通片 片剂 50mg 24片 盒 湖南绅泰春药业有限公司 20.64

206 血塞通 血塞通片 片剂 50mg 40片 盒 湖南绅泰春药业有限公司 35.13

207 血塞通 血塞通片 片剂 50mg 20片 盒 湖南绅泰春药业有限公司 19.77

208 血塞通 血塞通片 片剂 100mg 24片 盒 湖南绅泰春药业有限公司 40.91

209 血塞通 血塞通片 片剂 100mg 12片 盒 湖南绅泰春药业有限公司 23.72

210 血塞通 血塞通分散片 分散片 50mg 48片 盒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26

211 血塞通 血塞通滴丸 滴丸剂 含三七总皂苷5mg 420丸 盒 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4.13

212 血塞通 血塞通滴丸 滴丸剂 含三七总皂苷5mg 180丸 盒 昆药集团血塞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4

213 血塞通 血塞通滴丸 滴丸剂 28mg(含三七总皂苷10mg) 210丸 瓶 朗天药业(湖北)有限公司 31.82

214 血塞通 血塞通滴丸 滴丸剂 每丸重45mg(含三七总皂苷10mg) 90丸 盒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21.51

215 血塞通 血塞通胶囊 胶囊剂 50mg 90粒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8.4

216 血塞通 血塞通胶囊 胶囊剂 50mg 24粒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54

217 血塞通 血塞通胶囊 胶囊剂 100mg 30粒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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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血塞通 血塞通胶囊 胶囊剂 100mg 20粒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6

219 血塞通 血塞通颗粒 颗粒剂 每袋6g,含三七总皂苷100mg 12袋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82

220 血塞通 血塞通片 薄膜衣片 每片重0.068g(含三七总皂苷25mg) 40片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99

221 血塞通 血塞通片 薄膜衣片 每片重0.086g(含三七总皂苷50mg) 40片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5

222 血塞通 血塞通片 薄膜衣片 每片重0.086g(含三七总皂苷50mg) 24片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19

223 血塞通 血塞通片 薄膜衣片 每片重0.173g(含三七总皂苷100mg) 24片 盒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1.29

224 血塞通、血栓通 血栓通注射液 注射液 2ml:70mg(三七总皂苷) 1支 支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6

225 血塞通、血栓通 血栓通注射液 注射液 2ml:70mg(三七总皂苷) 10支 盒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5.69

226 血塞通、血栓通 血栓通注射液 注射液 5ml:175mg(三七总皂苷) 1支 支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3

227 血塞通、血栓通 血栓通注射液 注射液 5ml:175mg(三七总皂苷) 5支 盒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3.66

228 血塞通、血栓通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注射剂(冻干) 每支装100mg 1支 支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62

229 血塞通、血栓通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注射剂(冻干) 每支装100mg 10支 盒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6.23

230 血塞通、血栓通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注射剂(冻干) 每支装150mg 1支 支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

231 血塞通、血栓通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注射剂(冻干) 每支装250mg 1支 支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49

232 血塞通、血栓通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注射剂(冻干) 每支装250mg 10支 盒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4.98

233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2ml:0.1g 1支 支 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 2.89

234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2ml:100mg 1支 支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0.66

235 血塞通、血栓通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注射剂 每支装200mg 1支 支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2

236 血塞通、血栓通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注射剂 每支装100mg 1支 支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28

237 血塞通、血栓通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冻干粉针剂 每支装100mg 10支 盒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62.8

238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20ml:400mg 5支 盒 朗致集团万荣药业有限公司 27.5

239 血塞通、血栓通 血栓通注射液 注射剂 2ml:70mg(三七总皂苷) 1支 支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1.6

240 血塞通、血栓通 血栓通注射液 注射液 2ml:70mg(三七总皂苷) 10支 盒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16.05

241 血塞通、血栓通 血栓通注射液 注射剂 5ml:175mg(三七总皂苷) 1瓶 瓶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4.38

242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2ml:0.1g 10支 盒 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54

243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2ml:100mg 1瓶 瓶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0.78

244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10ml:0.25g 1瓶 瓶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2.17

245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10ml:0.25g 5支 盒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10.87

246 益心舒 益心舒片 片剂 0.4g 36片 盒 广东先通药业有限公司 15.8

247 益心舒 益心舒片 片剂 0.4g 60片 盒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42

248 益心舒 益心舒片 片剂 每片重0.4g(相当于饮片1g) 36片 盒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1

249 益心舒 益心舒丸 丸剂 2g 9袋 盒 昆明赛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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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益心舒 益心舒颗粒 颗粒剂(无糖型) 4g 12袋 盒 山东中泰药业有限公司 14.32

251 益心舒 益心舒片 片剂 0.4g 24片 盒 广东先通药业有限公司 10.69

252 益心舒 益心舒片 片剂 0.4g 18片 盒 广东先通药业有限公司 8.1

253 益心舒 益心舒片 片剂 0.4g 48片 盒 广东先通药业有限公司 21.81

254 益心舒 益心舒片 片剂 每片重0.4g(相当于饮片1g) 24片 盒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9.68

255 益心舒 益心舒片 片剂 0.4g 30片 盒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58

256 益心舒 益心舒丸 丸剂 2g 15袋 盒 昆明赛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0.19

257 益心舒 益心舒颗粒 颗粒剂(无糖型) 4g 6袋 盒 山东中泰药业有限公司 7.72

258 益心舒 益心舒颗粒 颗粒剂(无糖型) 4g 9袋 盒 山东中泰药业有限公司 13.18

259 银杏酮酯、杏灵 杏灵滴丸 滴丸剂 每丸重32mg 100丸 瓶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36

260 银杏酮酯、杏灵 银杏酮酯滴丸 滴丸剂 每丸含银杏酮酯10mg 40丸 瓶 浙江九旭药业有限公司 19.18

261 银杏酮酯、杏灵 杏灵分散片 片剂 每片重0.31g(每片含银杏酮酯40mg) 12片 盒 北京四环科宝制药有限公司 22.97

262 银杏酮酯、杏灵 银杏酮酯分散片 分散片 0.15g 12片 盒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20.67

263 银杏酮酯、杏灵 银杏酮酯分散片 分散片 0.15g 24片 盒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41.34

264 银杏酮酯、杏灵 银杏酮酯分散片 分散片 0.15g 15片 盒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25.84

265 银杏酮酯、杏灵 银杏酮酯分散片 分散片 0.15g 18片 盒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31.01

266 银杏酮酯、杏灵 银杏酮酯滴丸 滴丸剂 每丸含银杏酮酯10mg 24丸 瓶 浙江九旭药业有限公司 11.5

267 银杏酮酯、杏灵 银杏酮酯滴丸 滴丸剂 每丸含银杏酮酯10mg 60丸 瓶 浙江九旭药业有限公司 28.77

268 银杏酮酯、杏灵 银杏酮酯滴丸 滴丸剂 每丸含银杏酮酯10mg 80丸 瓶 浙江九旭药业有限公司 38.36

269 银杏酮酯、杏灵 银杏酮酯颗粒 颗粒剂 1g(含银杏酮酯40mg) 12袋 盒 上海上药杏灵科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5.34

270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12g(相当于银杏叶提取物80mg)含总

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36粒 盒 芜湖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9.58

271 银杏叶 银杏叶滴丸 滴丸剂
每丸重63mg(相当于银杏叶提取物16mg)(薄

膜衣丸)
60丸 盒 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11.2

272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片 盒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3.72

273 银杏叶 银杏叶片 薄膜衣片 0.19g(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30片 盒 四川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4.17

274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0.20g(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片 盒 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6

275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重0.25g(含总黄酮苷19.2mg,萜类内酯

4.8mg)
24片 盒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44

276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24片 盒 桂林红会药业有限公司 5.05

277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每粒0.168g(相当于银杏叶提取物40mg)含总

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粒 盒 常州兰陵制药有限公司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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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 银杏叶 银杏叶软胶囊 软胶囊剂 每粒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36粒 盒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1.34

279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片 盒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280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24片 盒 涿州东乐制药有限公司 3.51

281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36片 盒 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

282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0.25g含总黄酮醇苷40mg,萜类内酯10mg 20粒 盒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37

283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薄膜衣片)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36片 盒 上海信谊百路达药业有限公司 18.96

284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重0.5g(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

4.8mg)
24片 盒 大连美罗中药厂有限公司 19.8

285 银杏叶 银杏叶片 薄膜衣片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片 盒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 9.62

286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0.3g(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24粒 盒 山东中健康桥制药有限公司 15.6

287 银杏叶 银杏叶片 薄膜衣片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48片 盒 国药集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 19

288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醋2.4mg 24片 盒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9.7

289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42粒 盒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 21.69

290 银杏叶 银杏叶片 薄膜衣片 0.25g,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24片 盒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84

291 银杏叶 银杏叶口服液 合剂 每支装10ml 6支 盒 浙江圣博康药业有限公司 46.8

292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粒 盒 桂林红会药业有限公司 2.37

293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片 盒 桂林红会药业有限公司 2.84

294 银杏叶 银杏叶片 薄膜衣片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48片 盒 国药集团广东环球制药有限公司 17.21

295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粒 盒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 12.24

296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36粒 盒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 18.88

297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42片 盒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8.2

298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30片 盒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16

299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24片 盒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35

300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0.20g(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48片 盒 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52

301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0.25g含总黄酮醇苷40mg,萜类内酯10mg 36粒 盒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0.59

302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0.25g含总黄酮醇苷40mg,萜类内酯10mg 10粒 盒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9.43

303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36片 盒 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83

304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片 盒 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04

305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24片 盒 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3

306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重0.25g(含总黄酮苷19.2mg,萜类内酯

4.8mg)
12片 盒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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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0.3g(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48粒 盒 山东中健康桥制药有限公司 31.2

308 银杏叶 银杏叶软胶囊 软胶囊剂 每粒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48粒 盒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4.97

309 银杏叶 银杏叶软胶囊 软胶囊剂
每粒装0.5g(相当于银杏叶提取物40mg,含总

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粒 盒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7.55

310 银杏叶 银杏叶软胶囊 胶囊剂 每粒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36粒 盒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6.7

311 银杏叶 银杏叶软胶囊 胶囊剂 每粒含总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24粒 盒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1.3

312 银杏叶 银杏叶片 薄膜衣片 0.25g,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片 盒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7

313 银杏叶 银杏叶片 薄膜衣片 0.19g(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片 盒 四川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3.33

314 银杏叶 银杏叶滴丸 滴丸剂 每丸重60mg(相当于银杏叶提取物16mg) 100丸 盒 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18.54

315 银杏叶 银杏叶滴丸 滴丸剂 每丸重60mg(相当于银杏叶提取物16mg) 60丸 盒 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11.13

316 银杏叶 银杏叶滴丸 滴丸剂
每丸重63mg(相当于银杏叶提取物16mg)(薄

膜衣丸)
100丸 盒 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18.66

317 银杏叶 银杏叶滴丸 滴丸剂
每丸重63mg(相当于银杏叶提取物16mg)(薄

膜衣丸)
120丸 盒 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22.4

318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12g(相当于银杏叶提取物80mg)含总

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20粒 盒 芜湖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5.43

319 银杏叶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12g(相当于银杏叶提取物80mg)含总

黄酮醇苷19.2mg,萜类内酯4.8mg
12粒 盒 芜湖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6.4

320 银杏叶 银杏叶口服液 合剂 10ml 12支 盒 浙江圣博康药业有限公司 93.6

321 银杏叶 银杏叶片 片剂 每片含总黄酮醇苷9.6mg,萜类内酯2.4mg 24片 盒 涿州东乐制药有限公司 1.85

322 血塞通、血栓通 注射用血栓通(冻干) 注射剂(冻干) 每支装150mg 10支 盒 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35

323 血塞通、血栓通 注射用血塞通(冻干) 注射剂 每支装200mg 10支 盒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23

324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20ml:400mg 1支 支 朗致集团万荣药业有限公司 5.5

325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剂 2ml:0.1g 1支 盒 山西康宝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5.4

326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2ml:100mg 10支 盒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68

327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2ml:200mg 1支 支 湖北天圣药业有限公司 15.9

328 血塞通、血栓通 血栓通注射液 注射液 5ml:175mg(三七总皂苷) 4支 盒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17.52

329 血塞通、血栓通 血塞通注射液 注射液 2ml:100mg 10支 盒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