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品名称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三级分类 规格
[摩美得]双金胃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2板

[丽珠奇乐]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欣匹特]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亚邦]阿奇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乐美奇]阿奇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世贸天阶]阿奇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法能]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10粒x2板

[可普芬]洛芬待因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片
[维威]维C银翘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3gx15粒x2板
[聚荣]温胃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999]温胃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1板
[华仁]温胃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万寿宫]温胃舒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5gx12片x2板x1袋
[巴米尔]阿司匹林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片

[方健]连翘败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康臣]阿法骨化醇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5μgx8粒x2板
[济仁]固本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0粒x4板
[今越]固本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2粒x4板

[白加黑]阿司匹林维生素C泡腾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立庆]阿法骨化醇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10片x2板

[安徽先锋]固本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5gx12粒x2板
[银涛]固本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2粒x2板

[白敬宇]阿司匹林维生素C分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片
[达风]氨酚伪麻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同仁堂]香砂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20袋

[多多]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得菲尔]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仁和可立克]复方氨酚烷胺胶
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欧意]香砂养胃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5gx27粒

[泰克]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金石]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仁和]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8枚(内有指套)
[达克宁]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枚
[难老泉]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康恩贝]安神补脑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gx12袋
[百科]安神补脑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gx12袋

[爱捷康]氨酚烷胺那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君福安]氨酚烷胺那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茂祥]安神补脑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1gx18片
[海外]安神补脑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1gx12片x1板

[敖东]安神补脑软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2粒x1板
[敖东]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白云山]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鲁南]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大恒]安神补心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5gx10粒x4板
[路德]小儿敷脐止泻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0.3gx4袋

[上药牌]安神补心丸(水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0丸
[快克]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奥克]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泰方]奥硝唑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



[奥博林]奥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25mgx12粒
[菲斯特]咖酚伪麻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片x3板
[王老吉]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片x3板
[诺金]百合固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5片x2板
[迪赛]胸腺肽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5片

[思考林]胞磷胆碱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1gx12粒
[双吉]红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5g(0.5%)

[兰百幸]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同仁堂]通宣理肺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10支
[善得康]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0mgx12粒x2板

[仁和]贝诺酯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片x2板
[欧意]头孢羟氨苄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2板

[来索欣]溶菌酶肠溶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0mgx10片x2板

((31.25万单位))
[罗欣]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粒
[邦力]维胺酯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

[同仁堂]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袋
[海王抒瑞]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粒x2板

[米阿卡]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开瑞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恒生]明胶空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80粒

[达克宁]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修正]比沙可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mgx10片
[邦民制药]保和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5gx20片
[润舒]氯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2.5mg
[民生]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艾洛松]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g:10mg)
[敏使朗]甲磺酸倍他司汀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6mgx10片x3板

[华神]鼻渊舒口服液(无糖型)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x6支
[康而福]牛黄蛇胆川贝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5mgx30丸x2板

[锋锐]克拉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6片
[利复星]甲磺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

[长化]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一孚晴]甲硝唑缓释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75gx7片x2板

[滇虹]克林霉素甲硝唑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ml
[必纳维]西沙必利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12粒
[贝乐芬]布洛芬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0mgx48片

[芬必得]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鲁南]柴银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6瓶

[达林]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1%)
[美林]布洛芬混悬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ml:0.6g
[康恩贝]肠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6袋

[沐舒坦]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100ml:0.6g)
[九发]创灼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35g

[德众]七叶神安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2片x2板(每片含三
七总皂苷100mg)

[兰苏]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6%）
[冠峰]刺五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安瑞克]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gx15包(每包含布洛

芬0.2g)
[思密达]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惠诺]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8袋
[赛福美]草乌甲素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4mgx12片x1板

[达芬蓉]克林霉素磷酸酯外用
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0ml（1%）

[瑞珠]聚乙烯醇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8mlx10支

(0.8ml:11.2mg)
[白云山]抗病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粒x3板
[双海]大黄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60片
[天士力]荆花胃康胶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80mgx6粒x2板

[北京亚东]藿香正气口服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尧都]地巴唑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gx100片

[环利]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0.15g(1%)
[泰诺林]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5gx6片x3板
[恒久远]盐酸倍他司汀片(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4mgx100片

[必理通]对乙酰氨基酚片(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片
[宝珠]盐酸苯海拉明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5mgx24片x2板
[东信]对乙酰氨基酚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5gx10粒
[乐宁]青霉素V钾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36gx12粒x2板

[舒视明]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力字牌]氢氯噻嗪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gx100片

[汉森]氢溴酸右美沙芬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包
[同仁堂]止咳橘红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赛立克]清开灵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丸x9袋
[吗丁啉]多潘立酮混悬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0ml(1ml:1mg)
[天津太平洋]二羟丙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gx50片

[吗丁啉]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x1板
[恒邦]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良福]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丽美啉]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15片
[顺峰康霜]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加合百服宁]酚咖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济民可信]银黄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万托林]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
雾剂(曾用名：硫酸沙丁胺醇气

雾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μgx200揿

[力字牌]呋塞米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100片
[千金]妇科千金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3板x1袋
[同仁堂]润肺止嗽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10丸

[东北制药]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千金]妇科千金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8片x6板
[瑞晴]感冒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45gx12粒x3板

[同仁堂]感冒清热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鼎泰]伤痛宁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0cmx10cmx5贴x2袋

[润洁]硫酸锌尿囊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马应龙]麝香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gx6粒

[神农虎]麝香壮骨膏(弹力微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8cmx10cmx5贴x1袋
[华太]酞丁安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ml(0.5%)

[乐克沙]酞丁安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1%）
[宁新宝]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

[白敬宇]硫糖铝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00片
[力字牌]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0片

[艾舒]愈酚伪麻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感叹号]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国光]溶菌酶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gx12片x2板
[丽珠快服净]替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8片

[散利痛]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Ⅱ)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广西康华]宫颈炎康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gx7粒
[祥云]鞣酸蛋白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80片

[太宁]复方角菜酸酯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3.4gx6枚
云南白药创可贴(经济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cmx2.3cmx50片
[东瑞]枸橼酸铋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4板

[东瑞]复方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2板
云南白药酊(方便内服)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胡庆余堂]养阴清肺口服液(无
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同仁堂]养阴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三精]复方铝酸铋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片x5板
[爱西特]药用炭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00片
[威地美]铝碳酸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2板

[康弘]一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20粒
[升和]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鲁南贝特]复方氯唑沙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2板
[博利康尼]硫酸特布他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5mgx20片x1板
[显克欣]复方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宝龙]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8g

[康辰]骨疏康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10gx6袋
[典必殊]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

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贝克诺顿]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6粒
[阿莫仙]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2粒x2板

[信谊]异烟肼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1gx100片
[再林]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24袋

[晨牌]复方氯唑沙宗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6粒
[白兰]复方氢溴酸右美沙芬糖

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0ml

[康恩贝]盐酸雷尼替丁泡腾颗
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10袋
[维宏]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10袋
[贵州百灵]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泰力特]阿奇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6袋

[同安]维C银翘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允泰]维C银翘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
[博科]富马酸酮替芬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0.15%)
[乐宁]富马酸酮替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mgx30粒

[维宏]阿奇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2板
[赣南]喷托维林氯化铵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l

[五景]阿昔洛韦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桑海]喷托维林氯化铵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福莱西]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达力芬]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6包
[曙光]羧甲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gx12片x2板
[息斯敏]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湖北四环]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康普利]羧甲司坦泡腾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2片x3板
[艾韦达]阿昔洛韦缓释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gx12片
[白云山]羧甲司坦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史泰舒]氯雷他定糖浆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35ml



[信龙]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信龙]水杨酸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5%)
[丽芙]甲硝唑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0.75%)

[潇莱威]羧甲基纤维素钠滴眼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4mgx30支
[惠菲宁]美敏伪麻溶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ml

[必与]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2板
[抒坦清]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2板

[双吉]樟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2g
[恩久平]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2片x2板
[贝莱]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3g

[宁宁]正柴胡饮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gx10袋
[坦刻抒]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中医科学院]正柴胡饮颗粒(无

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gx10袋

[玉林]正骨水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5ml
[司迈特]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星嘉坡]正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ml
[必奇]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洛芙]阿昔洛韦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0.1g
[葫芦博士]止咳橘红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2粒x2板
[摩弥齐]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5g:5mg）

[康蒂尼]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康芝]止咳橘红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20袋

[芙美松]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1%)
[思孚欣]双氯芬酸钠喷雾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60掀(8ml:80ml)

[江中]痔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片x3板
[英太青]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0粒x2板

[通用]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3%)
[泰菲]克拉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片

[人福医药]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3%)
[芬那克]双氯芬酸钠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0.2g
[迪扶欣]双氯芬酸钠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0.2g

[曙光]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2袋
[冰克]克拉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顺峰]酮康他索乳膏(顺峰康
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扶他林]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0片
[迪根]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

[迪克乐克]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ⅠV)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0片
[平坦]盐酸氨溴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3板

[迪非]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
[非言]双氯芬酸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4粒

[桑美]克拉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粒
[扶他林]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片x3板

[润津]盐酸氨溴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20片x1板
[双倡]盐酸氨溴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2板
[贝莱]盐酸氨溴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2板
[考夫克]盐酸氨溴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3板
[北京亚东]肾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1gx15粒x2板

[鞍山]肾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05gx20粒x2板
[尤卓尔]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g:10mg)
[天津太平洋]丁酸氢化可的松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1%)

[邦力]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1%）



[舒夫林]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mg
[益佰]胃蛋白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包（480单位）
[奇特]黄芪建中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9gx10丸

[滇虹]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采特]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丁克]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1g

[甲力]克拉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双燕牌]复方硝酸咪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冯了性]蛇胆川贝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0片
[世康特]硝酸咪康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2%)

[罗欣]硝酸咪康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8片
[欧替药业]克霉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15gx10粒

[欧替]克霉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15gx3粒
[妍婷]克霉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15gx5粒x2板

[新和成]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西其汀]盐酸倍他司汀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15支

[华邦]维胺酯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5mgx10粒x2板
[朝晖乐]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999]三九胃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
[济仁]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2板

[云河]通宣理肺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2板
[明仁]通宣理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2粒x2板

[羚锐]通络祛痛膏(骨质增生一
贴灵 激光超微切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贴x1袋

[吉特]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润洁]萘非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派瑞松]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吉佰芙]醋酸曲安奈德益康唑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斯达舒]维U颠茄铝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
[顺天]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
[北京亚东]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2袋

[兴邦]肤痒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4.5gx12袋
[杰捷]盐酸西替利嗪滴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l:0.1g
[仙特明]盐酸西替利嗪滴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l:50mg

[百神]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3板
[律欣]头孢羟氨苄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

[999]温胃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6袋
[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薄膜

衣)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6gx9袋

[旺林堂]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3板
[同欣]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36袋
[同仁堂]藿香正气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60片
[抚松制药]藿香正气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片x2板
[利力宁]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12袋
[晁氏]藿香正气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24片
[群山]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00粒

[达仁堂]藿香正气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45gx10粒x3板
[丽珠]抗病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2片x2板

[中一]乌蛇止痒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30g
[同仁堂]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5支
[云南白药]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喜宁]盐酸西替利嗪分散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百年康鑫]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东盛]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石家庄北方]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济民可信]九华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1gx5粒

[比特力]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8片
[丽珠]抗病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8袋
[片仔癀]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禾邦]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20袋
[九寨沟]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20袋

[威狄敏]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蜀中]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贝分]盐酸西替利嗪糖浆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20ml:0.12g
[修正]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00丸
[太极]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8丸x2板

[太极]急支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唐龙]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48粒x4板
[河北东风]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粒
[海王抒瑞]氯雷他定咀嚼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

[华畅]氯雷他定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包
[太极]急支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gx12袋

[星元佳]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祝宁]加替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菲格曼]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百为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达敏奇]盐酸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粒
[同仁堂]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新疆生化]羔羊胃提取物维B12
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
[迪维]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0.025%)
[王老吉]痰咳净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
[哈药]双黄连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济仁]双黄连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gx5粒

[天方]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0粒x2板
[民舟]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3板

[同人泰]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20袋
[太龙]双黄连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ml
[太子]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石药]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2支

[江西民济]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5支
[清润]氯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2.5mg

[爱纳灵]硫酸沙丁胺醇缓释胶
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4mgx10粒x2板
[万年青]复方石淋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0片
[泰尔丝]异维A酸软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mgx10粒x2板

[君山]双黄连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
[奇正]石榴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丸x2板(每10丸重

6g)[欣复诺]阿德福韦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mgx10粒
[甘露]石榴健胃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gx10袋
[央宗]石榴健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6粒x3板

[好护士]益心宁神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52gx12片x3板
[心诚]银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2板

[修正]精制银翘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粒x2板
[广发]银翘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振东]银翘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4板
[如日中天]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2板

[腾药]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4板
[天晴复欣]苦参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gx12粒x2板
[康缘]银翘解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24粒

[沈阳红药]沈阳红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3板

[睿和堂]吲哚美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1%)(带喷头，

方便使用)
[七里香]麝香舒活精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冯了性]蛇胆川贝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5袋
[大源]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0粒x3板
[石药]吲哚美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粒

[金日]盐酸克林霉素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
[同仁堂]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gx40片
[维和]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4板

[克刻]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新安]愈酚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999]三九胃泰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gx6袋

[治仓宁]吲哚美辛三七冰片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粒(内装给药指套)
[格力特]愈创甘油醚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1ml:20mg)

[贵州百灵]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辛复宁]重组人干扰素α2b阴

道泡腾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粒(80万IU/粒)

[百善]人参健脾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1gx12片x3板
[鹊牌]祛痰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10支

[泰华]右美沙芬愈创甘油醚糖
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欧意]清热解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8gx9粒x2板
[康乐]复方黄芩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0片

[花城]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包
[诺金]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新谊]硫普罗宁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gx12片
[康缘]复方南星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13cmx2贴x2袋
[泰德]铝碳酸镁混悬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ml

[广东环球]盐酸小檗碱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2粒
[辅仁]清热解毒颗粒(无蔗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欧意]清热解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10粒x2板
[海地特]铝碳酸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50片

[泰尔赛克]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2板
[德众]复方珍珠暗疮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33gx84片
[神威]清开灵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1板
[速笑]复方珍珠暗疮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3gx84片

[圣泰]清开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3板
[圣迪]硫糖铝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片x4板
[太行]清开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白云山]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益佰]妇炎消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粒x2板
[白云山]清开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3板
[白云山]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片
[花城]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片

[易舒特]甘霖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0ml
[三精]清开灵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8片x1板
[温馨]葛根芩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6支



[云昆]葛根芩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2片x4板

[科辉]咽康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85gx8片x3板

[万通]葛根芩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2片x2板
[康裕]香菇多糖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片

[以岭]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片x3板

[春晖]复方气管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片x2板（薄

膜衣片）
[明复]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修正]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百花]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2板

[丽珠得乐]枸橼酸铋钾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28袋(每袋含铋

110mg)
[敖东]枸橼酸铋钾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8袋
[泉州亚泰]赛霉安散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
[一片天]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2gx100片

[帝玛尔藏药]十五味龙胆花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30丸
[瑞倍]枸橼酸铋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5gx6粒
[惍世慷]麻杏止咳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12片x3板

[大陆]姜枣祛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5gx12袋
[万通]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2袋

[国医堂]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5板

[润华]金羚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卓玛丹]流感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15丸x2板

[太极]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克可宓]氢溴酸右美沙芬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包

[华南]西咪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50粒
[石药]感冒清热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55gx8片x2板
[万通]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一欣和]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21袋

[太极]枸橼酸喷托维林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20粒
[信谊]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200片

[新峰]毛冬青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1gx36片
[雄风]风湿骨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九寨沟]九味羌活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20袋
[九州通]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贴

[金马]西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2瓶
[太极]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万年青]扑感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润弘]氢溴酸右美沙芬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粒x1板

[个旧]消食顺气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片
[方健]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0袋
[菲德力]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

[康隆]强力枇杷露(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太平]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太

康灵)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奥邦]盐酸特比萘芬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25gx6片
[太极]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2袋

[达林]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1%)
[维威]银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5袋
[菲德力]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盖诺真]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20粒
[迪瑞]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x2板

[可乐尔]氢溴酸右美沙芬分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片x2板
[宏府怡悦]骨愈灵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4gx15粒x4板

[隆中]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60ml
[统克]美洛昔康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0粒
[999]养胃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1板
[太极]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2袋

[济诺]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7粒x1板
[药王山]甘海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陈李济]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2g
[山易亭]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片x1板
[振霖]甲硝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10片

[德元堂]肾衰宁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病综合征 5gx9袋
[雨田青]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

(微丸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7粒

[金药师]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科瑞]萘普生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25gx10粒x2板

[信卫安]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7片
[吴蛇]清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5g

[临清华威]小儿止泻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肠炎 24片
[盛生]新雪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2板

[葵花]胃舒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6袋
[太极]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2板
[方健]参苓白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百年乐]穿黄清热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2gx24片
[平光]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大峻]荡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8片x3板
[康森]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1袋

[天和]骨通贴膏(打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5袋
[云南名扬]痔舒适洗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20ml
[正和]胃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4板

[龙都]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24片
[宝龙]参苓白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g（每100粒重6g）

[济世]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0丸
[泮立苏]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粒

[仁和]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0片x1板
[U比乐]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粒

[正和]木瓜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6gx12片x2板
[信谊]银黄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5gx24片

[长澳]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粒
[昆明制药]乙酰天麻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0mgx12片x2板

[泰美尼克]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片
[修正药]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0ml(2%)
[圣元]布洛芬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4g:1.2gx1瓶
[波菲特]布洛芬搽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l:2.5g(5%)

[金长兴]对乙酰氨基酚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25gx17袋
[葫芦娃]对乙酰氨基酚泡腾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gx16袋

[邦廸]苯扎氯铵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4片(吸收垫
38mmx25mm)[高舒达]法莫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30片

[敖东]对乙酰氨基酚泡腾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5gx2片x5板
[凯速特]法莫替丁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2片



[乐仁堂]牛黄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5gx20片x2板
[天施康]牛黄上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海外]明目上清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60gx12片x2板

[同仁堂]麻仁润肠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5gx12粒x2板
[太极]龙胆泻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片
[福人]龙胆泻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粒x2板

[心诚]板蓝根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2板
[方盛]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片x3板
[王老吉]保济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10瓶
[以岭]连花清瘟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方盛]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4片
[以岭]连花清瘟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24粒

[灵泰]理中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片x3板
[东泰]克泻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5mgx10片
[先声]咳喘宁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6gx12片x2板

[先声]咳喘宁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mlx8瓶
[德辉]盐酸左旋咪唑宝塔糖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5mgx20粒
[利君沙]琥乙红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100mgx10包

[德众]鼻炎康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7gx72片
[利君沙]琥乙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x2板

[智励天才]补脑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gx5袋(每10丸重
1.5g)[999]补脾益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0g

[陈李济]补脾益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72g
[斯达舒]维U颠茄铝胶囊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粒x1板
[为消]乳酸菌素片(袋装)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36片
[凯宝川苧]多索茶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gx10粒

[安赛玛]多索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gx12片
[999]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1%)

[天津太平洋]哈西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mg
[立效]麻仁润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gx10丸
[华峰]麻仁润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3.2gx8袋
[玉仁]明目上清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60gx12片x2板
[百泉]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石家庄华诺]银黄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2板
[花城]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今辰]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敖东]消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5gx12粒x2板
[友南]吲哚美辛栓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5枚x2板(内附

指套)[如日中天]牛黄上清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x2板
[哈药]消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1gx12片x4板

[石药]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2板

[远恒]吲哚美辛栓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6枚(内附药用

手指套6只)
[孔府]牛黄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9支
[芬必得]布洛芬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5%）

[红林]吲哚美辛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0粒x2板
[哈药]布洛芬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1g(5%)

[爱全乐]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支(2ml:500μg)
[康恩贝]布洛芬糖浆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mlx6支
[龙生北药]布洛芬糖浆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90ml:1.8g
[瑞华]清气化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紫鑫]苏子降气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6袋
[力克菲蒺]对氨基水杨酸异烟

肼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1gx100片

[立效]参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1gx12片x3板
[仁和可立克]参苏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68gx10片x2板

[仁和]藏青果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9片x3板

[圣特]藏青果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0片x2板

[同仁堂]藏青果喉片(成人用)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2板

[天天乐]西青果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10袋

[葫芦爸]西青果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9袋

[天士力]柴胡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51gx6袋
[双燕牌]氧化锌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3g(15%)

[如日中天]养阴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4袋
[白加黑]氨酚伪麻美芬片Ⅱ/氨

麻苯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日用片(白色)8片+
夜用片(黑色)4片)x2

板[百泉]柴胡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12支
[顺势]柴胡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10支
[百泉]柴胡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10支
[方略]柴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gx10粒x2板
[新博]柴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袋

[迪瑞]利巴韦林含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20mgx12片x2板
[仁和]柴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6袋

[新康泰克]复方盐酸伪麻黄碱
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粒
[999]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海斯]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片
[恒拓]柴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20片x2板(糖衣

片)[丽珠]穿心莲内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0粒x2板
[抒利]利巴韦林喷剂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16g

**ID重复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日片4片+夜片
2片)x2板

[仙度]利巴韦林喷雾剂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400mg(每喷含利巴韦

林3mg)
[泰诺林]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混

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3.2g

[威利宁]利巴韦林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
[泰诺]酚麻美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康必得]复方氨酚葡锌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2片x2板
[迈迪]甲硝唑口腔粘贴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mgx15片
[天津太平洋]利巴韦林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20mgx30片x2板
[华北制药]青霉素V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36gx15片

[保时佳]标准桃金娘油肠溶胶
囊(成人装)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00mgx10粒

[太极]青霉素V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36gx12片x3板
[海外]青霉素V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36gx12片
[云鹏]氢氯噻嗪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gx100片

[哈泰华]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10ml:15mg)[康业]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美卓乐]甲泼尼龙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4mgx10片x3板
[康恩贝]肠炎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2gx12片x2板



[康恩贝]肠炎宁糖浆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6支
[胡庆余堂]沉香化气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5gx12粒x2板

[太极]沉香化气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2板
[泰华]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0片

[诺得胜]沉香化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g
[宛衡]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24片
[信韦林]利巴韦林气雾剂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5mgx150揿

[仁和]穿龙骨刺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5gx72粒
[珈效]穿龙骨刺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5gx10粒x4板

[右美舒坦]复方氢溴酸右美沙
芬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中美华医]穿龙骨刺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5gx12粒x4板

[美可婷]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一力]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三叶]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15mgx6支

[华南]异烟肼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100mgx100片
[克快好]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150mg
[天水岐黄]苁蓉通便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6支

[华南]吡嗪酰胺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25gx100片
[正大清江]清开灵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0丸x2板
[信谊]醋酸泼尼松龙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00片
[华南]盐酸乙胺丁醇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25gx100片
[包头中药]清开灵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0丸
[富兴飞鸽]代温灸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cmx4cmx8贴x5袋
[一洲]清开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粒
[三益]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力字牌]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一洲]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8袋（无糖

型）[云鹏]甲氧氯普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mgx100片
[云鹏]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一洲]清开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3板
[远力健]清开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
[力字牌]颠茄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100片

[意可贴]醋酸地塞米松口腔贴
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3mgx5片x1板
[德昌祥]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4gx60片
[一正]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4gx18片x4板

[明仁]东方活血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gx2贴
[云岗]颠茄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100片

[利君]铝镁颠茄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片x3板
[盘龙]清热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晨牌]克林霉素甲硝唑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ml
[天龙]克林霉素甲硝唑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40ml

[大洋]清热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必伏]联苯苄唑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五景] 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ml:15mg
[联邦]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1%)
[天龙]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ml:15mg

[美宝]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同仁堂]二陈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2袋

[泛捷复]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24粒
[天一堂]芙朴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孚琪]联苯苄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1%)



[新达]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福森]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江中]复方草珊瑚含片(不含蔗
糖)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4gx12片x4板

[亚宝]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
[美克]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云阳]克霉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8ml（1.5%）

[葛仙翁]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太子]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远恒]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得恩德]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百得悠]亮菌甲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mgx50片
[敖东]桑菊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1gx10袋
[同人泰]桑菊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1gx10袋
[百花]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gx12片x2板

[米阿卡]对乙酰氨基酚分散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gx10片x1板
[腾药]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天津太平洋]醋酸氟轻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2.5mg
[福建太平洋]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8g

[龙门]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4板
[华南牌]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康源]伤痛宁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贴x2袋
[华南]利福平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15gx100粒
[纽兰]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
[健能]铝碳酸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30片

[万寿宫]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1板
[润洁]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x10支
[倍的福]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5g(20%)
[遂成药业]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g
[马应龙]尿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0%)

[天天明]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奥视明]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4g(5%)

[诺福丁]双氯芬酸钠肠溶缓释
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8粒
[润舒]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4g
[佐今明]百咳静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gx18袋

[戴芬]双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
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0粒
[天威]氯雷他定糖浆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lx6支
[纽兰]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得菲尔]板蓝根含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8片x4板
[立效]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1板
[云龙]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
[克刻]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潘高寿]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叶开泰]麝香壮骨膏(微孔透
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片x3袋
[赛可斯]美洛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0片
[老专家]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3板
[双药]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3板

[鼎恒升]天麻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5mgx24片
[好护士]天麻头痛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gx12片x3板

[三精]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50粒
[托恩]布洛芬混悬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0ml:0.8g



[益萨林]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5板
[托恩]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0ml:1.2g
[美林]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0ml:0.6g

[华北制药]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2粒x4板
[松树牌]盐酸环丙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片x1板
[华北制药]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恬倩]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5ml:0.5gx4瓶
[石药]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利蒙]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双益]氯唑沙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gx12片x2板

[五景]诺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
[迪尔诺]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5ml:0.5g
[同仁堂]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2板

[康普]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粒x1板
[米阿卡]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1包
[迪泰]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2板

[左克]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
[三精]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8包
[三精]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0包

[同达]阿莫西林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2板
[普威]尼美舒利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mgx10片
[新华]吡哌酸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4板

[瑞芝清]尼美舒利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袋
[瑞芝利]尼美舒利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粒
[仁苏]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2粒x1板

[广元蓉成]通宣理肺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12袋
[威特]尼美舒利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粒
[逸舒]尼美舒利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粒
[太极]通宣理肺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10袋

[云昆]通宣理肺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8片
[仁和]通宣理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3板

[云南白药]通宣理肺片(薄膜
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2板
[科芬汀]萘丁美酮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7粒x4板
[凯蕊]头孢氨苄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30片

[云鹏]呋喃妥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00片
[力生]呋喃妥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00片
[达路]氯诺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4mgx12片
[科瑞]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1%)
[辰欣]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1%)
[云鹏]异烟肼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1gx100片
[云鹏]罗通定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0mgx100片

[北大医药]酮洛芬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20粒
[衡山]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24粒
[欧意]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3板
[法斯通]酮洛芬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1g:0.025g)

[散列通]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Ⅱ)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钧安]酮洛芬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粒x2板
[红旗]盐酸乙胺丁醇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25gx100片
[锦华]吡嗪酰胺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25gx100片
[欧克双]利福昔明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

[常乐康]酪酸梭菌二联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420mgx12粒



[力生]氨酚咖匹林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常乐康]酪酸梭菌二联活菌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500mgx20袋

[医创]氯美扎酮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gx12片
[巴欣]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8片
[通用]红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x2支
[白敬宇]红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0.5%)
[马应龙]红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0.5%）
[恒久远]红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

[联邦赛福欣]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修正]酚咖麻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福莱西]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达力新]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仁和]氢溴酸右美沙芬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粒
[司佩定]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九势]枸橼酸铋钾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10mgx28袋
[飞宇]氨糖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片x2板
[欧欣]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2板

[莱抗]氟康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3片
[康裕]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2板

[彼迪]氟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6粒
[希刻劳]头孢克洛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x1板
[新达罗]头孢克洛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迪诺]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可洛]头孢克洛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津华]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片x2板
[海王]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4片x1板
[以岭]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天津太平洋]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雅泰]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4片x1板
[科瑞]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阿思乐]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4片
[汇仁]利巴韦林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100mgx24片
[凡乐]泛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6片

[海正韦克]泛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6片
[彼欣]泛昔洛韦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6粒
[百科]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8片
[欧佳]头孢克洛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杨济生]利巴韦林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云鹏]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鲁明]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日田]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锦华]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中新]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青平]鱼腥草素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0mgx100片

[青可奕]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6粒
[恒达菲]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12粒

[华北制药]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12粒
[彼迪]盐酸酚苄明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gx24片
[欧健]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8粒

[湖北益康]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6片



[丽珠威]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8片
[安场]鞣酸苦参碱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1板
[云植]合成鱼腥草素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0mgx12片x2板
[正大清江]大蒜素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12粒x2板
[彼迪]法莫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4片
[白云山]法莫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2片x2板

[克菲尔]磷酸哌嗪宝塔糖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30粒
[莎普爱思]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6片x1板

[迪诺洛克]法莫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2片x2板
[安乐士]甲苯咪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1gx6片
[同人泰]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信法丁]法莫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0片x3板
[哈药]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9.5cmx4贴

[先强严灵]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8片
[青平]维U铝镁双层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片

[希福尼]头孢地尼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片x1板
[康美]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00片

[协和]联苯双酯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5mgx500丸
[亚宝]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00片

[扶健]联苯双酯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5mgx250丸
[兴易比可]头孢地尼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3片

[力生]盖胃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力字牌]葡醛内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00片

[诺捷康]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东药]替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8片

[海灵]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海神]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海力]替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4片
[兰悉多]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4片x1板

[迪诺洛克]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康普]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x1瓶

[洁维乐]磷酸铝凝胶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gx4袋(20g:11g)
[九泰]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东药]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x1板
[津华]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宇宙]核酪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龙奥]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欧意]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立卫克]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益佰]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润都]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x2板
[晋克] 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1板

[美普清]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0ml:0.15mg
[澳华]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白敬宇]解热止痛散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包
[龙泰]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8片x2板

[美普清]盐酸丙卡特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5μgx10片x2板
[舒弗美]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24片x1板
[迷尔脱]甲硝唑口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mgx12片x2板

[达喜]铝碳酸镁咀嚼片(曾用名
称:铝碳酸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20片
[傲宁]奥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1板



[天安堂]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2板
[彼迪]替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8片

[迪沙]甲硝唑维B6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片x2板
[石药]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20片
[奥可安]甲硝唑口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mgx10片x2板
[俞氏]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20片

[迈迪]甲硝唑口腔粘贴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mgx10片
[福建太平洋]维U颠茄铝胶囊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

[仁和]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8片x2板
[三精]罗红霉素胶囊(诺捷康)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75mgx12粒

[海力医生]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0粒
[奥托康]庆大霉素普鲁卡因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2板

[湘江]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2粒x1板
[积大]铋镁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片x3板
[言诺欣]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8粒
[云鹏]复方氢氧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亚邦]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0粒

[云鹏]地巴唑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gx100片
[力弗]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0粒
[力字牌]地巴唑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gx100片
[宇宙]溶菌酶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gx20片
[立业]氯唑沙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gx12片x2板
[宇宙]溶菌酶肠溶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gx100片(6.25万

单位)[天津太平洋]氯唑沙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gx12片x2板
[世贸天阶]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mgx12粒

[康蒂尼]罗红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6片
[东北制药]去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片x10袋

[华意]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新华]去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片

[远大医药]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安斯菲]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6片

[欧意]罗红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12片x2板
[舒泰神]萘丁美酮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2粒

[华北制药]神黄钠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3板
[合力康]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8片x2板
[东信]盐酸特拉唑嗪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mgx14片

[华意]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2板
[远大医药]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0片

[中杰]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彼迪]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康缘]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2片
[仁和堂]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云鹏]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人福]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曙光]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1袋
[万年青]胆石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65gx60粒

[安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5625gx6包
[膜固思达]瑞巴派特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gx12片x1板

[仕卫]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6片
[力克舒]复方酚咖伪麻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粒

[东北制药]复方丙谷胺西咪替
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2板



[国缔]硫酸庆大霉素碳酸铋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粒
[福康]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24片x2板

[多多]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博那痛]氨酚待因片(I)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片x2板
[安度芬]氨酚待因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片x2板

[舒丽启能]马来酸曲美布汀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片x2板
[快克啉]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x1板

[恒诚]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2gx100片
[福森]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2gx18片x2板

[汇仁]颠茄磺苄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
[三精]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42片
[天天乐]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2gx24片
[天衡]利培酮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mgx20片

[怡瑞]西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10片
[感康]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片x2板
[中杰]二甲硅油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5mgx100片

[999]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同人泰]二甲硅油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5mgx100片

[感叹号]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一力]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3gx100片
[浦乐齐]阿奇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东信]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快力]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24片
[瑞琪]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12片x2板

[以岭]阿奇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迪博]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康普]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美唯宁]枸橼酸莫沙必利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12粒x2板
[司邦得]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伊天]盐酸伊托必利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mgx10粒

[宁新宝]奋乃静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mgx100片

[海力医生]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24片x2板（薄

膜衣片）
[易蒙停]盐酸洛哌丁胺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mgx6粒

[仙琚]醋酸甲羟孕酮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2mgx100片
[健生]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永龙]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中杰]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粒
[信谊]醋酸甲羟孕酮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2mgx100片

[天安堂]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1板
[京益]醋酸甲羟孕酮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2mgx100片
[刻康]感冒退烧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2板

[人福]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联邦菲迪乐]氨酚曲麻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天天乐]感冒退烧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8片
[翔宇乐康]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1gx100片
[永孜堂]抗感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千金]碳酸锂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5gx100片

[杨济生]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仙琚]醋酸泼尼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00片
[仁济堂]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ID重复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曙光]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1板
[维福佳]葡醛内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00片
[双燕牌]醋酸泼尼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00片
[双吉]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片

[太原药业]葡醛内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00片
[盖克]氯芬黄敏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泰格]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

[浙江医药]联苯双酯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5mgx250丸
[开开援生]桑姜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力字牌]醋酸泼尼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00片
[仙琚]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天武]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天晴甘平]甘草酸二铵肠溶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2粒x2板
[双燕牌]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水林佳]水飞蓟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5mgx10粒x2板
[方健]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4板
[南药]交沙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20万单位)x12

片x1板[甘利欣]甘草酸二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2粒x2板
[纷乐]硫酸羟氯喹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1gx14片
[苏迪]依巴斯汀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片

[东宝]复方蛋氨酸胆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4板
[民康]维C银翘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gx18片

[双益]富马酸酮替芬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mgx60片
[千金]水飞蓟宾葡甲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2片x3板（薄

膜衣）[鹏鹞]富马酸酮替芬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mgx60片
[博士伦]茴三硫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5mgx12片x2板
[奥邦]茴三硫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5mgx12片

[立克邦]氨来呫诺口腔贴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mgx12片
[康刻尔]茴三硫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5mgx12片x1板
[泛德]五维甘草那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0.45gx10粒
[莱多菲]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30mgx6片x2板
[常州制药]熊去氧胆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30片
[江苏黄河]熊去氧胆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30片

[桑海]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2板
[三可牌]熊去氧胆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30片

[鑫烨]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
[衡山]熊去氧胆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30片
[信谊]熊去氧胆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30片
[中杰]盐酸倍他司汀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4mgx100片
[奇星]鼻咽清毒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gx8袋
[亨达]阿魏酸哌嗪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50mgx180片
[康普]阿魏酸哌嗪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50mgx50片

[浙江万邦]盐酸溴己新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8mgx100片
[天津太平洋]羧甲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50片
[易维适]乙酰半胱氨酸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粒

[天武]枸橼酸喷托维林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100片
[贵州百灵]复方岩白菜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6片x2板

[康恩贝]复方甘草浙贝氯化铵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惠菲宣]愈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片x2板

[百康]盐酸氯哌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gx100片



[国药工业]复方甘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片
[仁和]白葡萄球菌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0mgx18片x2板

[鲁明]白葡萄球菌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40mgx100片

[云鹏]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欧意]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欧意]复方妥英麻黄茶碱片
（肺宝三效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0片

[武汉生物]复方胆氨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1板
[天津同仁堂]精制银翘解毒片

（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6gx20片x2板

[千金]曲匹布通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40mgx50片
[迪皿]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5片x1板

[齐鲁]白葡奈氏菌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mgx10片x8板

[太原药业]盐酸苯海拉明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5mgx100片
[奥邦]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粒
[德众]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2gx24片
[中大]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嘉应]重感灵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1gx12片x3板
[邦诺]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8片
[震元]克拉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宁新宝]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百维]乳酶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15gx100片
[富露施]乙酰半胱氨酸颗粒(甜

橙口味)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1gx10包

[大源]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2片x3板
[天图]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依科]多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0片
[仁和]氯雷他定片(舍泰)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金坛]呋塞米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100片
[天桥牌]食母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80片
[葵花]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新康泰克]美扑伪麻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信谊]食母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80片(以干酵母

计)[富露施]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2片x2板
[妥抒]来氟米特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10片
[佐今明]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5片x3板
[京丰]乙酰螺旋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x2板
[卓邦]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白云山]乙酰螺旋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
[鲁明]氢氯噻嗪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gx100片

[欧意]乙酰螺旋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x2板
[民生]消旋山莨菪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肠解痉 5mgx100片
[迅康]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腾药]感冒疏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4板

[鹏鹞]消旋山莨菪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肠解痉 5mgx100片
[云昆]感冒疏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西可韦]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多多]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gx10片x3板

[适迪]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仙利特]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片x1板

[仁和堂]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兴安岭]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5片x4板
[金世]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人福]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传国神麒]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48片
[九州通]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片x5板

[吉春]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12片x3板
[葵花]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5片x2板
[太福]四黄泻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8片x2板
[科瑞]盐酸赛庚啶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mgx100片

[泌特]复方阿嗪米特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片x2板
[百善]健胃止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片x3板

[复旦复华]盐酸赛庚啶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mgx100片
[白求恩]复方吡拉西坦脑蛋白

水解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4片

[敏迪]特非那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60mgx12片x1板
[盘龙云海]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6gx10片x3板
[迪康]滴通鼻炎水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8ml

[天津太平洋]氨咖甘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片
[舍尼通]普适泰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70/4mgx14片
[人福]胃友新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2gx12片x3板(薄

膜衣)[同济堂]风湿骨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6粒x2板
[安舒通]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12片x2板

[隆顺榕]黄连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24片x2板
[锦华]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00片

[圣特]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敬修堂]追风透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6g

[闽海]丹七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x4板(糖衣片)
[云鹏]土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0片

[隆顺榕]羚羊感冒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3gx16片x3板
[刻免]盐酸曲普利啶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5mgx20粒

[隆顺榕]咳喘宁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6gx12片x2板
[力生]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50片
[中杰]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00片
[千诺林]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
[隆顺榕]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乐宁]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0mgx30粒
[石家庄四药]盐酸雷尼替丁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隆顺榕]沉香舒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2片x2板
[浦列安]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

[石药]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恒拓]独一味分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2片x3板
[长征]利福喷丁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15gx10粒x2板

[王屋山]冬凌草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0片

[中一]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72片
[康福]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2板x2盒

[特一]复方石菖蒲碱式硝酸铋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吉春]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2板

[一力]复方石菖蒲碱式硝酸铋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金坛]丙谷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50片

[金坛]硫糖铝咀嚼片(曾用名：
硫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00片
[彼迪]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同济堂]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迪冉]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24粒
[安特]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凯程必治]复方铝酸铋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片x5板
[双吉]鼠李铋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4板
[博华]米格来宁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x3板
[星佳定]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20片x1板
[玉兰]功劳去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3板

[南昌制药]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20粒
[弥可保]甲钴胺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0片x2板

[震元]制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万单位x100片
[云鹏]灰黄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0片
[代芳]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20片

[东泰]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3板
[贵州百灵]黄连上清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弥诺]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mgx40片
[亚泰]速感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粒

[华北制药]腺苷钴胺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mgx100片
[仁和]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粒x4板
[立效]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0粒x3板
[北京亚东]尿塞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5gx100片

[双鹤药业]联磺甲氧苄啶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2片
[欧意]腺苷钴胺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mgx100片
[仁和]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粒x4板

[沈阳红药集团]乳癖消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0片
[健都]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5gx9粒x3板

[信谊]柳氮磺吡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0片
[齐都]洛索洛芬钠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mgx12粒x2板
[仁和]四季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0粒x3板
[天安堂]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三精]四季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粒x3板
[如日中天]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冠峰]重感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碑林]乳块消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36片

[如日中天]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雷氏]三七伤药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3gx27片

[康必得]秘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4gx6粒x2板
[如日中天]蒲地蓝消炎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阿房宫]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3板
[玉川]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24粒

[海外]氨基比林咖啡因（双
色）片（海外投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片x2板
[庆瑞]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4板
[亚宝]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美罗]伤科接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4片

[高顺松]阿西美辛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90mgx10粒
[如日中天]清胃黄连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中央]麻仁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6gx10粒x2板
[闽海]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4板
[健民]便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5gx9粒x2板

[欧意]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罗星]舒秘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20粒



[葵花]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9粒x2板
[美尔同]美洛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0片
[东新]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5gx12片x2板

[紫辰宣]当归龙荟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12粒x2板
[百年康鑫]舒筋活血片（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6gx48片

[华纳大药厂]双氯芬酸钠缓释
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x1板
[恒拓]感冒康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0粒x3板

[如日中天]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片x2板
[顺势]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8片x5板

[信谊]双氯芬酸钠缓释片(Ⅰ)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片
[四川奇力]乳疾灵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55gx12粒x3板
[奥森]感冒清热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5gx12粒x2板
[依林]双氯芬酸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2片x2板
[欧意]感冒清热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5gx10粒x4板

[山雄]万通筋骨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8gx12片x4板
[安徽威尔曼]柴黄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2板

[云南白药]黄连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24片x2板
[盖克]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

[康福]穿黄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1gx12粒x4板

[天天乐]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欧意]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0片x2板

[汇仁]克拉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杨济生]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x2板
[天地]复方牛黄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白云峰]双氯芬酸钠肠溶片(薄
膜衣)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片
[荣昌制药]健脑补肾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丸x4袋x6盒
[云杉牌]龙血竭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2板
[东药]吡罗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mgx100片
[科瑞]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2板
[希力]丹参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5gx24粒

[仁和]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1粒x2板

[陈李济]喉疾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24粒

[红林]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
[信谊]鲨肝醇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100片

金鸡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2粒x4板

[益康]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2板

[联邦]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

[丹生]氨肽素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0.2gx100片

[柏赛罗]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鹅城]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力字牌]氯化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低钾血症 0.25gx100片
[迪冉]康乐鼻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1gx12片x3板

[新峰药业]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0片
[白云山]千柏鼻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仁和]冰硼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6gx12片x1板

[天耀]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3板



[天宇]抗病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4板
[敬修堂]清热消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2gx12粒

[花城]猴耳环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00片
[花城]猴耳环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粒x3板

[莱泰]猴耳环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粒x3板(含
猴耳环浸膏0.4g)

[日田]清火栀麦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东泰]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6粒x2板
[太龙]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0粒x4板
[万岁]乙肝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粒x2板

[艾纳香]咽立爽口含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025gx36丸x2瓶

[远达]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0粒
[祥云]氯化钾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低钾血症 0.5gx12片x2板

[汉源]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今辰]氯化钾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低钾血症 0.5gx12片x2板

云南白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6粒+保险子1
粒[前药]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0片

[黑宝]熊胆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2粒
[九泰]维胺酯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5mgx20粒
[汉方]鳖甲消痔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粒x2板
[美罗]芩黄喉症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2粒x2板
[大恒]双黄连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5gx10粒x2板
[广西天龙]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2片x3板

[力美松]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6片x2板
[天天乐]元胡止痛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4片

[苏中]黄葵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5gx10粒x3板
[世彪药业]元胡止痛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6gx12片x4板

[永正]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6片
[奥森]一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0粒x2板
[仁和]一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5gx12粒x2板
[普壮]一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2板

[太安堂]解热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千禾]致康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gx12粒x2板

[康缘]散结镇痛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30粒
[十万山]祛瘀散结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8gx10粒x3板
[江西民济]消炎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2gx12粒x3板
[星辰牌]尼美舒利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片
[贵州百灵]金感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5gx12粒x2板

[安徽威尔曼]复方鱼腥草软胶
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8粒
[太极]布洛芬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片x2板
[雷允上]六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9gx6粒
[泰康]丁细牙痛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45gx12粒

[丹生]复方氨肽素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20片

[罗浮山国药]宫炎平片（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6gx36片
[科达琳]复方氨酚肾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儿童科达琳]儿童复方氨酚肾
素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8片
[天天乐]前列通瘀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50粒

[一正]复方银翘氨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加劲]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粒x3板



[步长]消乳散结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gx20粒x3板
[迪冉]抗菌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护彤]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整肠生]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36粒x1瓶

[华素片]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5片
[回乐]复方鳖甲软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24片

[天天乐]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天武]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2片x2袋
[好娃娃]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众益]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5片x2板
[金象]苋菜黄连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粒x2板
[长城]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5片
[石药]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24片

[999皮炎平]复方醋酸地塞米松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浙江泰康]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粒x3板
[海力医生]喉痛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3gx20片x2板

[唯达宁]硝酸益康唑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1%)
[仁和]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2板

[吉春黄金]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0粒x2板
[欧化雅舟康]甲硝唑芬布芬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

[江中]健胃消食片(咀嚼 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4板
[国盛源]喉痛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5片x2板

[唯达宁]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1g
[普林松]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2粒x3板

[哈药]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粒
[华北制药]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都乐]金嗓子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gx6片x2板

[宁新宝]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石家庄四药]甲硝唑芬布芬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粒

[步长]康妇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24粒x2板
[修正]消糜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5粒

[百科方]宫瘤清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9片x4板
[王屋山]复方冬凌草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6gx12片x4板

[前列康]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60片(含油菜

花粉0.5g)
[科瑞]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香连]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12粒x3板
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5gx5支
[恒拓]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5粒

[济世]冬凌草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gx10粒x3板

云南白药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g+保险子1粒
[金爵]六味消痔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6gx12粒x3板

[华雨]抗菌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1gx10片x4板
[贵州百灵]经带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2粒x2板

[青平]糠甾醇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0mgx100片
[桑海]炎可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9粒x2板

[新安]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仁和]石黄抗菌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5粒x3板



[恒拓]石黄抗菌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5gx12粒x4板
[河北康泰]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9粒x2板

[汉森]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海力医生]化痔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27gx21片x2板
[仁和]正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5gx12粒x3板
[仙河]妇炎舒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7gx12片x4板

[盛生]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3板
[石家庄四药]人工牛黄甲硝唑

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华雨]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石药]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吉特]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迪康]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万德]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多多]金荞麦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2gx12粒x3板
[同药集团]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
[华雨]牛黄消炎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1gx24片

[华雨]刺五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华雨]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

[华雨]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3板
[华雨]强力止咳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0粒x3板

[华雨]木竭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4gx9粒x2板
[欧意]藿香祛暑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45gx12粒x2板
[云中山]骨刺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4板
[宝嫩牌]乳癖散结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53gx12粒x3板
[顺势]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4板

[十万山]断血流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53gx15片x3板
[天坛]清凉油(白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9g

[杏林白马]裸花紫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gx12粒x3板
[希刻劳]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6袋

[精华]固本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5片x3板
[荣昌制药]甜梦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gx12粒x3板
[南峰]固本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5片x3板
[中一]胃乃安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36粒

[三金]三七血伤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10粒x2板
[龙泰]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4板
[顺势]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片x2板

[闽海]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3板
[仙特明]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5片

[顺势]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京万红]痹祺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2板
[顺势]宁神补心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8片x3板

[海外]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5gx12片x3板
[康缘]抗骨增生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5gx10粒x5板x2袋

[修正药]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片
三金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29gx72片

[广健]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30片
[理想]肾衰宁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病综合征 0.35gx12粒x2板
[久金]丹黄祛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2板
[三金]桂林西瓜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5g
[海力医生]止咳宝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3gx21片(薄膜衣

片)独一味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2板



[三金]桂林西瓜霜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0粒
[中智]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2板

[晶珠]十八味诃子利尿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5gx10粒x3板
[康恩贝]普乐安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75gx60粒
[茂祥]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寿仙]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8片x2板
[三金]蛤蚧定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gx10粒x3板
[南宁康诺]芒果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0片

[希尔安宁]复方枣仁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gx12粒
[玉林]睡安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5gx10粒x2板

[百年乐]芒果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gx50片
[得菲尔]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方略]罗汉果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6gx15片x2板
[一力]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0粒

[云鹏]吲哚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片
[海外]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60片

[难老泉]吲哚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片
[南昌]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x2板

[张恒春]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丸
[施诺敏]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粒

[大隆]舒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gx24粒
[克刻]克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21粒

[乐宁]富马酸酮替芬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mgx60片
[桑海]安神补脑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0粒x2板
[贵州百灵]咳速停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x2板
[科瑞]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8gx12片x2板

[利加隆]水飞蓟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40mgx10粒
[葵花]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4板
[惠加强-G]吉法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0片x4板
[福康]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5粒
[荣昌制药]健脑补肾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丸x4袋
[济世]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片x4板

[达吉]复方消化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粒x2板
[神奇]枇杷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粒x2板
[澳华]橘红化痰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2板
[康弘]胆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5gx30粒

[勃然]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10袋(500粒)
[泰华堂]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3板
[贵州百灵]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白云峰]复方王不留行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0片
[天津同仁堂]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20片x1板
[美罗]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亚宝]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佐今明]消食养胃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2片x4板
[康福]胃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粒x4板

同仁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丸
[同仁堂]养心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御生堂]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袋
[天目]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480丸
[三精]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仲景]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00丸



[太宝]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48粒x8板
[世信]气滞胃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2gx12粒x3板
[海神]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4gx9粒x2板
[颐圣堂]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gx12粒x2板
[同仁堂]养血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6g

[伊春药业]芩暴红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
[天施康]蛇胆陈皮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0粒x2板

[中一]腹可安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4gx12片x2板
[老专家]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36粒
[玉川]止咳宁嗽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粒x2板

[上药牌]胆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6gx100片
[同仁堂]牛黄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gx20粒
[健兴]肺力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5粒x2板
[千金湘药]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5袋
[同仁堂]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济药]苓桂咳喘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4gx40粒
[迅康]风湿安泰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8gx12片x2板

[泰稳]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0粒x2板
[贵州百灵]咳清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2板
[东新]风湿关节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同仁堂]洋参保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益民堂]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4板
[红石]风湿关节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同仁堂]千金止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2袋(每100粒重

6g)[颈复康]复方石韦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5片x2板
[同仁堂]香砂六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西比灵]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
[永利]益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2粒

[仁和]艾叶油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18gx12粒x2板
[津华]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60粒

[同仁堂]泻痢固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0袋(每100粒重
6g)

[六棉牌]金鸡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00片(每片含干膏粉

0.247g)
[御生堂]安神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70丸

[长城]金刚藤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3板
[吉春]祛痰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3板

[大洋]金胆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2gx100片
[世一堂]牛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05gx30片
[同仁堂]安神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福康]罗汉果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5粒x2板
[海力医生]金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3gx100片
[多多]牛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05gx24片

[707]金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灵泰]止嗽化痰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0粒

[雷氏]金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3gx100片
[同仁堂]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恒拓]老年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5粒x2板
[同仁堂]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袋

[科瑞]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0粒x2板
[万年青]胆石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65gx48粒
[希尔安]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5粒x2板



[斯威]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5粒
[科迪]癃闭舒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2粒x3板

[天施康]抗宫炎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00片
[本草纲目]香连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5gx10粒
[同仁堂]加味左金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999]雷公藤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0片
[南洋]克痢痧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8gx24粒
[济世]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同仁堂]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60片

[远程]抗妇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24粒
[贵州百灵]康妇灵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3板
[同仁堂]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双益]雷公藤多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50片
[贵州百灵]泌淋清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2粒x3板

[药信]蒲地蓝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4板
宁泌泰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8gx24粒

[得恩德]雷公藤多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50片
[同仁堂]平肝舒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杜拉宝]消旋卡多曲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gx8袋
[同仁堂]舒肝止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5gx10袋(毎100粒

重12g)[天津同仁堂]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80片
[天天乐]四味脾胃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5袋

[齐应和]蒲地蓝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御本堂]神曲胃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2gx12粒x2板
[步长]祛风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8粒x2板
[天天乐]石淋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45片
[999]气滞胃痛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吉春]通淋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2粒x2板

[五0五]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30片x2板
[亿雄祥瑞]肾炎四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7gx12片x2板
[双星]前列回春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5粒x2板
[畅言停]蒙脱石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6袋

[德众]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1gx24片

[同仁堂]活胃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75g
[安徽天康]胃舒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吉春]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3板
[为美同]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36片
[同仁堂]地榆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30g(每100丸重10g)
[大洋]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2板
[新光]伸筋丹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15gx60粒

[福松]聚乙二醇4000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gx10袋
[润可隆]聚乙二醇4000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gx10袋
[昆明中药]香砂平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0袋

[一正]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5板
[同仁堂]丹七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36片

[世一堂]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40粒
[华西]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6gx45片(薄膜衣

片)[辉南辉发]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5粒x2板
[连乡]香连片(薄膜衣大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5片x2板

[腾药]香砂平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0袋



[同仁堂]跌打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gx10丸

[湔江]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7gx12片x2板

[吉特]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0粒x5板
[康福]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5粒x2板

[同仁堂]跌打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gx6丸
[贵州百灵]泻停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2粒x2板
[立效]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0粒x3板

[同仁堂]荷叶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9gx10丸
[康缘]天舒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4gx10粒x3板

[银诺克新一代]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同仁堂]活血消炎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6gx10袋
[思然]聚乙二醇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华山牌]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2板
[同仁堂]三七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gx60片

[同仁堂]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片
[杨济生]妇乐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2袋
[紫琉璃]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舒泰清]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
散(Ⅳ)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A剂+B剂)x6袋
[同仁堂]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3gx2瓶(每100丸重

6g)[华西]风痛安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0粒x3板
[方略]清火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24片

[东泰]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5gx12粒x3板
[双井]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2粒x3板
[同仁堂]儿童清肺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0丸
[云河]虎力散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6粒

[同仁堂]京制咳嗽痰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80粒
[诺达]加味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3板
[伤泰]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2板

[同仁堂]气管炎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00粒

[葵花]加味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3板
[百善]骨折挫伤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9gx36粒
[同仁堂]二母宁嗽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同仁堂]复方川贝精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片x3板
[贵州百灵]骨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3gx12粒x4板

正清风痛宁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4片
[同仁堂]鹭鸶咯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10丸
[同仁堂]人参保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10丸
正清风痛宁缓释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0mgx6片x3板

[同仁堂]小儿清肺止咳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2gx60片
[同仁堂]养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10丸
[华太]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18片x2板

[同仁堂]止咳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纽兰]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片x3板
[同仁堂]止嗽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0丸
[江西民济]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2片x3板

[同仁堂]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2gx4瓶

[同仁堂]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丸



[益康]全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粒x1板
[世康特]全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粒x3板
[一正]追风舒经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同仁堂]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信邦]护肝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
[东宝]镇脑宁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gx60粒
[同仁堂]香砂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九芝堂]乙肝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7gx10袋
[同仁堂]肉蔻四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2袋
[同仁堂]调中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奥星]肿痛安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8gx12粒x2板
[斯威]护肝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15片x2板

[亚宝]头风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36粒

[恒拓]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3板（薄

膜衣片）
[神奇]金乌骨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5gx60粒

[吉春]荡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2片x3板x2盒
[同仁堂]香苏正胃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丸

[好护士]尪痹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5gx12片x4板
[日田]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同济堂]润燥止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5gx12粒x3板
[同仁堂]石斛明目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10袋
[龙城]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同仁堂]越鞠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天泰制药]天麻蜜环菌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5gx100片
[同仁堂]解热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
[同仁堂]开胃理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同仁堂]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10瓶

[大恒]羧甲司坦口服溶液(无糖
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10ml:0.5g)[华瑞]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2gx50片

[紫辰宣]夏枯草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10粒x2板
[腾药]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4板
[同仁堂]阑尾消炎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gx10袋
[海力医生]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8袋
[同仁堂]小儿清感灵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23gx60片

[红花牌]白癜风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0.45gx48粒

[纽兰]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10袋
[东升]小儿清感灵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23gx100片

[今辰]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6g

[天宁寺]复方青黛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0.5gx12粒x3板

[同仁堂]骨刺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9gx10丸
[同仁堂]芩连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40片

[江西民济]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12袋
[玉林]湿毒清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5gx30粒

[信谊]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3mg/ml)
[同仁堂]复方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同仁堂]当归苦参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6gx6袋
[孔孟]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三鹤药业]花蛇解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0.35gx12粒x2板



[同仁堂]黄连羊肝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丸
[同仁堂]换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gx10丸
[健民]小金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9粒

[同仁堂]加味香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2袋
[同仁堂]木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40丸

[致君]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3g
[惠丰]复方桔梗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0ml

[坤康]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2板
[天基]小金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0gx8粒x2板

[惠菲通]愈酚溴新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0ml
[同仁堂]散寒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杨济生]金果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7gx12片x2板

[同仁堂]七厘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g
[同仁堂]清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5gx40片
[方健]二妙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袋

[同仁堂]香连化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0丸
[同仁堂]西黄清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石家庄东方]强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gx20粒x2板
[同仁堂]羚羊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20丸

[999]可愈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佛慈]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45片

[北卫]少腹逐瘀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6gx10袋

[九鑫]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3板

[王老吉]保济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7gx20瓶
[同仁堂]康氏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同仁堂]金黄抱龙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gx10丸

[吴太]咽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5片x2板

[中方]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5板

[一正]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3板

[999]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4板

[海外]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6片x3板

[云南白药]热毒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海外]利咽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曙光]口服补液盐散(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3.95gx2袋
[同仁堂]清心明目上清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12袋
[三金]眩晕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8gx24片
[快克露]愈美甲麻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35ml

[同仁堂]天麻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袋

[同仁堂]喉症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0粒

[可立停]磷酸苯丙哌林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80ml：0.08g



黄氏响声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6gx12片x2板

[圣泰]双黄连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3gx12片x4板
[江西民济]乳核内消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gx5袋

[同仁堂]双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40片
[王老吉]清热暗疮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1gx90片

[息柯咛]愈酚甲麻那敏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乐宁]口服补液盐散(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3.95g

[振霖]双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片x3板

[同仁堂]利咽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2gx30片

[同仁堂]黄连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3板
[济邦]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博大]龙血竭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gx10袋

[天津太平洋]包醛氧淀粉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gx20袋
[同仁堂]牛黄解毒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片x3板

[同仁堂]京制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8片x10瓶

[同仁堂]清咽润喉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10丸

[华山牌]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0片x5板

[中一]白蚀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30g

[敬修堂]斑秃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35g

[净雪益夫]皮肤病血毒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20粒
[同仁堂]皮肤病血毒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0粒(每100粒重

15g)
[碑林]金嗓利咽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60丸

黄氏响声丸(炭衣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133gx36丸x2板

[日田]复方百部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太宝]百合固金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8粒x4板

[宝乐安]酪酸梭菌活菌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500mgx10袋

[群山]肺宁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10袋

[碑林]金嗓清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60丸

[米雅]口服酪酸梭菌活菌散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gx6包
[济仁]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天天乐]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神奇]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2袋

[白云山]祛痰止咳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2袋
[强身]前列回春丸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4丸x3板（浓缩丸）

[紫鑫]四妙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6袋
[万岁]骨刺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6gx10袋

[千珍]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宏远]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洛正]筋骨痛消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6gx12袋
[科顿]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含四种水

果味）[花城]藿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6g
[康福]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王老吉]藿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6g
[小葵花]小儿化痰止咳颗粒(低

糖型)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0袋

[粤华]藿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6g
[太福]藿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6g

[沈阳红药集团]追风透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6g(每10丸重1g)
[神威]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20袋

[碑林]金嗓开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60丸

[罗浮山国药]消炎利胆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片芯重0.25g)
[九芝堂]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亚宝]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太福]木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0丸（浓缩丸）

[中一]辛夷鼻炎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0g
[万岁]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袋

[哈药]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金钵]六君子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方健]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紫鑫]六君子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3袋

[海力医生]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gx18袋
[旺龙]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东田]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0片x3板

[人福]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金耀]莫家清宁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gx3瓶

[龙牡]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5袋
[品信]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麦滋林]L-谷氨酰胺呱仑酸钠
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15袋(0.67g:L-
谷氨酰胺663.3mg,呱

仑酸钠2.0mg)
[鑫字牌]妇炎康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00片
[京丰]小儿清肺化痰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10袋
[云南永安]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太宝]小柴胡汤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8粒x4板
[唐龙]润肠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48粒x4板
[仲景]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九芝堂]润肠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0丸
[御生堂]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九州通]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8袋
[仁民]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九芝堂]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仁和可立克]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桑海]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华山牌]摩罗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9gx10丸
[罗裳山]妇乐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袋
[九芝堂]喉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30粒x10盒

[唐龙]健脾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8粒x4板
[张恒春]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雷允上]六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粒x6支
[太宝]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8粒x4板

[雷氏]六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粒x6支
[方略]黄荆油胶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24丸

[易坦静]氨溴特罗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0ml



[海德润]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海南制药]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白敬宇]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美优]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马应龙]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太极]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迪先]硫糖铝口服混悬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0ml:24g
[白敬宇]蒙脱石混悬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0ml:12g
[康复]乳果糖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10支
[韩美]乳果糖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0ml(100ml:66.7g)
[百年康鑫]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顺势]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九芝堂]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万年青]银菊清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敬修堂]牙痛一粒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0粒x2瓶
[方健]麻黄止嗽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2gx6袋

[万岁]气管炎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40粒

[健民]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6gx16袋
[吉春]阑尾消炎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5片x3板

[福和]消银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20片

[杨济生]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开瑞坦]氯雷他定糖浆(蜜桃口

味)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60ml(1ml:1mg)

[天天乐]复方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国盛源]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3板

[天津中新]治咳川贝枇杷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90丸

[松栢]清咽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0丸x2瓶

[君碧莎]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片x3板
[万年青]珠贝定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50丸
[丹南泰]和胃整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gx50丸
[辉南辉发]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片x2板

[卓攀林]十味龙胆花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gx6袋
[晶珠]流感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15丸x2板

[鲁中制药]流感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24丸x2板
[万岁]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ID重复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0ml
[广育堂]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广育堂]含化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2板

众生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2丸
[伯克纳]丙酸倍氯米松鼻喷雾

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00揿

[庆瑞]金荞麦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3gx15片x4板
[白云山]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喇叭牌]正露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2gx50粒
[同仁堂]宝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莎普爱思]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10片
[琦云]宝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0袋
[吉春]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15gx24丸x2板
[香菊]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gx8袋

京都念慈菴蜜炼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盛兴隆]法半夏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国风]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0袋

[葵花]舒筋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傅山]小儿葫芦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3gx10袋

[龙牡]小儿宣肺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8gx10袋
[叶开泰]杏苏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gx9袋

[科瑞]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曾
用名：沙丁胺醇气雾剂 混悬

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00揿(每揿含沙丁胺

醇0.10mg)

[云南白药]利胆止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8片x3板(薄

膜衣片）
[哈康]沙丁胺醇气雾剂(混悬

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00揿(14g)

[三力]开喉剑喷雾剂(儿童型)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l
[慧宝源]罗汉果玉竹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gx9袋

[海力医生]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5gx20片x2板
[三力]开喉剑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l

[万通]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6袋
[宏宇]金喉健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l
[比智高]四季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健都]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贵州百灵]复方一枝黄花喷雾
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l
[天天乐]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中医科学院]新清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50片
[豪宫]小儿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2袋
[白云山]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万岁]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2袋
[方健]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999]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白云山]新雪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6gx12片

[唐龙]耳聋左慈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48粒x4板
[上药牌]耳聋左慈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0g(每10丸重1g)
[白云山]清热散结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2片x4板

[三精]柴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6支
[辅仁]参芪健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8袋

[九芝堂]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同仁堂]小儿感冒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白云山]四方胃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5gx12片x2板
[金焦]参芪健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6gx6袋

[益民堂]小儿感冒宁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仲景]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迪康宝宝乐]小儿感冒宁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0ml
[人福]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8袋
[葵花]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0袋
[999]舒肝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20袋
[同仁堂]感冒水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mlx6瓶

[万年青]妇炎平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8gx12粒
[白云山]四方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粒x2板
[北卫]芪蓉润肠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6支
[欧替药业]妇宁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gx7粒

[神威]感冒清热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依科]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9袋

[中一]气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4gx6袋



[欧替药业]妇宁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59gx4粒(棉条型)
[万岁]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20袋
[太极]鼻窦炎口服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x6支
[百年康鑫]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康诺清]新雪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4gx12片x3板
[贵州百灵]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10支
[中一]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午时]金银花露(含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40ml
[纽兰]金银花露（含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40ml

[天天乐]感冒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gx10袋
[九芝堂]感冒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gx6袋
[首儿]头孢拉定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2袋

[再克]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9袋
[同仁堂]醒脾开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4gx10袋
[彼优刻]头孢克洛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6袋
[克弗]头孢克洛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6袋
[天康]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白云山]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999]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普济堂]感冒灵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6袋
[司邦得]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2袋

[三金]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9袋
[今辰]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B12

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2袋

[中联]枸橼酸铋钾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8袋(1.0g:含铋
110mg)[辅仁]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白云山]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香雪]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聚荣]抗病毒口服液(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飞云]抗病毒口服液(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6支

[扬子江]蓝芩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同仁堂]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三精]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午时]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东信]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顺势]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泰华堂]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万花山]复方双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2gx12片x3板
[福森]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10支
[荣昌制药]肛泰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gx6粒
[聚荣]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和盛堂]保和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5gx18袋
[敬修堂]化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4gx10粒

[白云山]咳特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gx6袋
[纯迪]头孢泊肟酯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6袋

[三精]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9支
[中亚]曲安奈德新霉素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5cmx4cmx4片

[天宁寺]复方青黛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6gx12袋

[纽兰]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敖东]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鞍山]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糖衣
片）



[仙河]复方青黛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0.2gx30丸

[桑海]小儿退热合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言净欣]头孢克肟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6袋(1g：50mg)

[羚锐]壮骨麝香止痛膏(激光超
微切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10贴
[首儿]小儿退热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东信]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金甘]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20袋

[孔府]小儿退热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立健克]头孢克肟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g:50mgx6包

[中智]金鸡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8gx20袋
[一正]小儿热速清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彼优素]头孢克肟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6袋

[优卡丹]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9支
[九寨神贴]壮骨麝香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7cmx8贴
[太龙]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同仁堂]小儿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30片
[中方]清脑复神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12支

[同仁堂]通宣理肺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40片
[荣昌制药]小儿清热止咳口服

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康恩贝]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力宏]头孢丙烯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6袋

[泰神素]裸花紫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片x4板
[同仁堂]枣仁安神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同仁堂]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0袋

[北京亚东]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0袋
[康源]麝香壮骨膏（微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7贴

[恒拓]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0袋
[沙溪]排石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20gx10袋

[同仁堂]小儿至宝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gx10丸
[小葵花]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晶珠]舒心安神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杨济生]排石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20gx12袋

[同仁堂]羚羊感冒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3板
[老中医]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999]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奇灵]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5贴x2袋
[同仁堂]鼻通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9gx10丸

[巴普乐]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8袋
[葵花]依托红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0袋
[南京同仁堂]排石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20gx10袋

[盟星]麝香壮骨膏(弹力微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5贴x2袋
[鹊牌]排石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20gx10袋

[同仁堂]木香槟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0袋

[百年康鑫]冬凌草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10支

[一正]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2板
[白云山]清开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福乐]清开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五环牌]薄荷通吸入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97g
[九芝堂]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26gx12片x4板



[优卡丹]小儿热速清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同仁堂]清瘟解毒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60片

龙掌口含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0ml
[东泰]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片x2板

[黄石卫材]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贴（弹力

微孔型）
[同仁堂]牛黄清火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下山虎]麝香壮骨膏(微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cmx9cmx5贴x1袋
[珍宝岛]小儿热速清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同仁堂]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合力康]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20片x2板
[侨星]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津奉]麝香壮骨膏（袋装）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0片
[同仁堂]牛黄清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万州绿色]枫蓼肠胃康合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0ml
[万岁]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盘龙]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2板

[重庆赛诺]枫蓼肠胃康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6支
[百益]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片x2袋

[世一堂]感冒解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0袋
[敖东]小儿柴桂退热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迪冉]感冒解毒颗粒(原：感冒
解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2袋
[东陵]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贴
[中族]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浦虹]罗红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6袋
[天津同仁堂]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9.5cmx2贴x3

袋[依科]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20袋
[奇康]西帕依固龈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0ml
[同仁堂]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9袋

[仲景]脑力宝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gx100丸
[侨星]绿梅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10袋
[999]幼泻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6gx10袋

[华山牌]小儿风热清合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0ml
[福人]金刚藤糖浆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50ml
[午时]金刚藤糖浆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50ml
[好护士]尪痹颗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9袋
[正好]金刚藤糖浆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50ml

[吕中]感冒解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9袋
[北京华神]双虎清肝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gx4袋

[湘江]阿奇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6袋
[润生]四季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2gx10袋

[珍宝岛]复方芩兰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神农虎]消炎镇痛膏(弹力微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8cmx10cmx5贴

[一正]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
[京丰]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6袋
[同人泰]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泰恩康]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cmx10cmx5片x2袋

[三金]复方罗汉果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优卡丹]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太极]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神奇]小儿清毒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仙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4片x2板
[下马威]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

[森迪]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6袋
[新疆维吾尔]祖卡木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2gx6袋
[现代]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6袋

[东陵]特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
[同洲]八正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2.2gx10袋

[天津同仁堂]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9.5cmx2贴x3
袋[叶开泰]精制狗皮膏(微孔透

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x2袋

[紫鑫]消风止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x12袋
[华西牌]通窍鼻炎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gx9袋
[敬修堂]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6g

[迅康]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60片
[康蒂尼]前列舒丸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6gx12袋
[鲁南]茵栀黄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gx10袋
[石药]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2袋
[健都]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6袋
[亚宝]强力脑清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片

[天津同仁堂]肾炎康复片(薄膜
衣)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48gx45片
[千金]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18袋
[威门]川芎茶调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8gx10袋
[东信]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燕峰]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20袋
[育林]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999]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甜
橙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济民可信]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0袋
[果果]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益佰]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中兴]复方益肝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2gx100片
[河北康泰]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0袋

[紫鑫]复方益肝灵片（薄膜
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1mgx100片
[南昌制药]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20袋
[同仁堂]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0袋
[拜特]感冒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6袋

[光辉]益肝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4gx100片(每片含
水飞蓟宾38.5mg)

[同仁堂]八味锡类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g
[东陵]益肝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8.5mgx20片x3板

[白云山]口炎清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x12袋

[福寿堂]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10袋

[三吉]金玄利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12袋

[张恒春]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8袋
[天天乐]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白云山]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午时]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方圆牌]十滴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5mlx12瓶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万岁]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袋

[葵花康宝]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袋



[莫愁]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6袋
[石药]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2袋
[迪康]肤痒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gx9袋
[百利]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
[盖克]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升和]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0袋
[小快克]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

[恒拓]小儿化痰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康普]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0袋

[人字]麝香祛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6cmx10片
[辅仁]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瑞晴]小柴胡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gx20袋

[康惠]消银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3.5gx10袋

[同仁堂]儿童咳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葵花]小儿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东新]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太极]百咳静糖浆(低糖型)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80ml
[天津同仁堂]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9.5cmx5贴x2

袋[杨济生]小儿氨咖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包
[白云山]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万岁]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邦琪集团]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依科]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科瑞]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神奇]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同仁堂]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同仁堂]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香雪]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8袋

[南京同仁堂]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禾邦]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5袋

[海力医生]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6包
[昭药]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午时]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泰诺林]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滴
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ml:1.5g
[百益]麝香追风膏(弹力微孔透

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5cmx11.6cmx6片x2

袋[百服咛]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ml
天和追风膏(打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贴x2袋

[百服咛]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0ml(5ml:160mg)

[羚锐]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激光
超微切孔透气型)

[泰诺]酚麻美敏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仁和]鼻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gx10袋
[晨牌]鼻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gx9袋
[太极]儿康宁糖浆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0ml

[神威]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九芝堂]小儿腹泻宁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lx4瓶

[葵花康宝]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曙光]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5gx10包

[何济公]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包
[叶开泰]祖师麻关节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片



[先声]复方锌布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包
[首儿]牛磺酸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4gx12袋
[人字]骨增生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7cmx10cmx5片x2袋

[艾畅]小儿伪麻美芬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ml
[太宝]香砂六君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8粒x4板

[金钟]冰硼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gx10袋
[广育堂]冰硼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
[康威]冰硼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
云南白药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4贴

[三精]氨金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益佰]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奇正]铁棒锤止痛膏(袋装)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
[石药集团]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袋
[托恩]布洛芬混悬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ml:0.6g
[天天乐]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中方]布洛芬缓释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0ml（100ml:3g）
[辅仁]齿痛消炎灵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x6袋

[雅风宁]齿痛消炎灵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x4袋
[俞氏]尼美舒利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袋
[海普]核酪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盖克]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燕舞]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2cmx5片

[康恩贝]麝香镇痛膏(弹力透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7cmx2片x4袋
[杨济生]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4袋
[中联]补脑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片
[万岁]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万岁]麝香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gx10贴

[同仁堂]儿童清热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仁和]补脑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8片x2板
[午时]感冒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0ml
[大峻]补脑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gx12片x3板

[克刻]感冒止咳糖浆(儿童装)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90ml
[信龙]解痉镇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御生堂]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大峻]复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gx12粒x2板x3盒
[迪皿]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lx6支

[金钟]碘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2%)
[海德润]碘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2%)

[大峻]连翘败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3板

[建新]复方瓜子金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gx10袋

[荣昌制药]甜梦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湘雅]健胃愈疡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gx9袋

[酷彤100]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白云山]橘红痰咳煎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g
[灵峰]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云鹏]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信龙]碘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40ml(2%)
[神奇]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x2瓶

[胡庆余堂]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三花大唐]复方醋酸氟轻松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百神]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修正]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健达]复方醋酸氟轻松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ml
[正大清江]益肾蠲痹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gx12袋

[999]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25ml
[启元]金莲清热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消坦立]乙酰半胱氨酸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0袋
[何济公]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g:7.5mg)

[三金]双虎肿痛宁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方略]痛肿灵(酊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九天]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健民]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g

[灵峰]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9支
[方圆牌]甲酚皂溶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0ml(50%)
[北洲]苯扎溴铵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00ml:25g(5%)
[东信]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科田]华佗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新乐]固本益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2gx100片

[仲景]天王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
[邦琪]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慧宝源]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集川]哈西奈德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ml(0.025%)
[太极]利肝隆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5袋
[健达]哈西奈德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ml(0.1%)
[金钟]加香甲酚皂溶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0ml(20%)

[天尊]紫花烧伤软膏(紫花烧伤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20g
[绿洲]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2板
[海外]烧烫伤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40g

[太宝]柏子滋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48粒x4板
[哈药]消炎止痢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2板
[太平]红花油(大号装)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6g
[葵花]消咳喘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健沛优]冰黄肤乐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同仁堂]羚羊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袋
[保利]羚羊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5袋
[吕中]羚羊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2袋
[同仁堂]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亚宝]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五环牌]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7g

[同仁堂]羚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5gx40片
[天津同仁堂]痢速宁片(肠溶

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50片

[好娃娃]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好德快]麝香祛风湿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0g
[同仁堂]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g(每100粒重10g)
[敬修堂]跌打万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马应龙]龙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5g

[永龙]保济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l
[同仁堂]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20粒

[葵花]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真龙]白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ml

[曼秀雷敦栢可]复方薄荷脑软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28g



[仁和]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3ml
[彼夫康]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ml:0.15g

[白云山]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五环牌]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京丰]小儿清肺化痰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5支
[慧宝源]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南大博仕]蒲公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0袋
[东新]蒲公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6袋

[希尔安]蒲公英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科瑞]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一力]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仁和]双氯芬酸钠气雾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30g

[五景]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贵州百灵]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汉森]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0片
[敏奇]盐酸氮卓斯汀鼻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10mg

[杏林白马]保妇康凝胶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4gx3支
[泪然]右旋糖酐羟丙甲纤维素

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野虎]薄荷锭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6g
[肤阴洁]复方黄松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0ml
[肤阴洁]复方黄松湿巾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袋(每片含药液

12g)[高邦]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3%)
[远达]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6袋
[莫愁]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6袋
[东健]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6袋
[青峰]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10袋
[修正]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10袋

[好迪快]利多卡因氯己定气雾
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60g
[福建太平洋]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2g

[采乐]酮康唑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1%)
[康正]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0.3g
[好医生]复方陈香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8gx50片

[康王]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
[夫坦]喷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1%)

[宝龙]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博科]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ml

[天施康]复方陈香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8gx16片x3板
[愈烈双]复方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顺鑫祥云]热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无蔗糖)
[利康]复方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康正]克霉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8ml:0.12g
[999]热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无蔗糖）

[正清]热炎宁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9袋
[旭华]热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无糖型)

[羚锐]复方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宝岛]枫蓼肠胃康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4gx12片x2板

[沈阳红药]红药气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0g
[东信]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立灵奇]硝酸舍他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常州四药]克罗米通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10%)

[易喷爽]复方醋酸氯己定喷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0ml



[利康]林旦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g（1%）
[恒霸]伤科灵喷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0ml

[太宁]复方角菜酸酯乳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g
[片仔癀]复方片仔癀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

[扬帆]新肤螨灵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
[葵花]双虎肿痛宁喷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万州绿色]枫蓼肠胃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扶他林]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
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20g:0.2g)
[米可定]制霉菌素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片x2板

[东信]三维制霉素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葵花]小儿清肺化痰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恩肤霜]丙酸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g:2mg)
[新和成]丙酸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02%)

[伊康美宝]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00ml(内附冲洗器)
[友南]克霉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15gx5枚x2板

[碧洁]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6瓶
[蜜雪儿]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0ml(10%)

[克刻]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0ml
[南洋理通]麝香祛痛气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2g(含药液56ml)

[纽兰]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西施兰夏露]乌洛托品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腋臭 20ml:8g(40%)

[999]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福建太平洋]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2%）

[小葵花]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新博]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步长]胆石利通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5gx54片
[太极]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90ml

[天方]盐酸氮芥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50ml:25mg

[滇虹]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康伊适]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3枚x2板

[十万山]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同仁堂]川贝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马应龙]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6ml

[康妇特]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6粒(内附卫生

棉栓、手指套)
[荣仁药业]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潘高寿]治咳川贝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愈芙]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6ml
[双星]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同仁堂]治咳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康缘]金振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海德润]过氧化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3%）
[葵花]护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环渤淼]过氧化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
[恒拓]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6枚
[人福]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0.05%)

[维和]田七花叶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x10袋
[虎标万金油]复方樟薄软膏(曾

用名：虎标万金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9.4g

[乐达非]羚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海德润]甲紫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1%）



[修正]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6粒
[本天]复方紫荆皮水杨酸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天天明]冰珍清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白敬宇]复方炉甘石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

[金耀]复方鱼肝油氧化锌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世一堂]护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芬迪]双氯芬酸钠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1%)

[哈药]甲硝唑呋喃唑酮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枚
[平康]护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百神]蛇胆陈皮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英太青]双氯芬酸钠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5g(1%)
[九泰]甲硝唑呋喃唑酮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济民可信]蛇胆陈皮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国风]快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5gx90片
[黄石卫材]双氯芬酸二乙胺凝

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g（20g：0.232g）

[同仁堂]止嗽咳喘宁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ml
[东信]苦参碱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7粒

[信龙]呋麻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10ml
[邦琪]贝母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环渤淼]甲紫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
[诺通]盐酸赛洛唑啉鼻用喷雾

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5mg(0.05%)

[金钟]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纽兰]苦参碱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7粒

[济民可信]小儿热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达芬霖]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10ml:5mg)

[洁尔阴]硝酸益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gx6枚
[片仔癀]复方片仔癀痔疮软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

[博科]滴通鼻炎水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
[草还丹]小儿白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瓶

[乐了贝]葡萄糖酸氯己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0.2%)
[德众]鼻炎通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
[太安堂]白绒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康正]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10mg
[顺峰]葡萄糖酸氯己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0.2%)

[潜江制药]盐酸萘甲唑啉滴鼻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10mg
[娥罗纳英]葡萄糖酸氯己定软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30g(0.2%)

[国风]苦甘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4gx12袋

[燕鱼]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8ml(0.1%)
[雅皓]丁硼乳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65g

[国风]苦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1gx12片x2板

[花城]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得菲尔]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盖克]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鹏鹞]炉甘石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0ml
[白云山]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辉南辉发]甲硝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8片x2板
[鸿博]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维威]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6袋
[健丰]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禾邦]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5袋
[海力医生]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信龙]炉甘石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0ml

[环球]氧氟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ml:15mg
[爱弥尔]甲硝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片x2板

[晶牌]氧氟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ml：15mg
[曼秀雷敦]复方水杨酸甲酯乳

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5g

[信龙]氧氟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ml:15mg
[艾利克]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
[远恒]氟轻松维B6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

[友南]甲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0枚
[绿霏]氧氟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ml:15mg(0.3%)
[马应龙]甲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0粒

[槐花维肤膏]氟轻松维B6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
[康福]高锰酸钾外用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0.1gx24片x2板
[人福]氟轻松维B6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
[国缔]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
[信龙]灭菌结晶磺胺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gx10包

[孚舒达]甲硝维参阴道栓(曾用
名：复方甲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4粒x2板
[丽泽]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50ml(5%)
[利康]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15%）
[日抒]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九芝堂]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x3袋

[8808]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
[白云山]复方土槿皮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ml
[双吉]鱼石脂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10%）

[欧替药业]甲硝维参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8粒
[恒健]鱼石脂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

[一禾]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x3袋
[人福医药]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x3袋

[健民]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x3袋
[华青]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安康正大]乳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12片x2板

[利康业]醋酸曲安奈德氯霉素
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ml
[中联]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x3袋

[益民堂]启脾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0ml
[信龙]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麦迪海]醋酸氯己定溶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2支x5袋
(0.05%)[正和]元和正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75gx6片x2板

[同仁堂]武力拔寒散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7gx10袋
[友南]对乙酰氨基酚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5gx5枚x2板

[康乐士]醋酸氯己定溶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0ml(0.02%)
[卫太医]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同仁堂]骨刺消痛液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00ml
[马应龙]金玄痔科熏洗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5gx4袋

[同仁堂]国公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28ml
[诺舒]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

[方圆牌]碘甘油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l(1%)
[康正]开塞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北京亚东]茵莲清肝合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ml
[同仁堂]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10袋



[神奇]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无蔗糖）
[999]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10袋

[晨牌]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0ml
[富东]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9袋
[哈药]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9袋
[康尔佳]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9袋
[中大]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8袋
[迈迪]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

[北京亚东]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10袋
[禾邦]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
[非凡]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静青]吲哚美辛栓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mgx5粒x2板

[东药]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
[麦迪海]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东信]双氯芬酸钠栓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5粒x2板
[999]茵栀黄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mlx6支

[西安康华]黑豆馏油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2g
[太极]通天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6支
[乐仁堂]胃肠安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丸x2瓶(每4丸重

0.08g)[同人泰]创灼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20g
[麦迪海]甘油灌肠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10ml

[仁和]双唑泰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gx8枚
玫芦消痤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0g

[绿约膏]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
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0.075g
[信龙浣肠]甘油灌肠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10ml(46.8%)
[柏阳]舒康凝胶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gx4瓶
[广西康华]双唑泰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粒(内附手指套)

[金钟]稀甘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ml

[云香精]云香祛风止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0ml(内附液体药用

塑料喷头)
[黑宝]熊胆痔灵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
[同仁堂]夏枯草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0g
[九泰]双唑泰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马应龙]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1%)
[葵花]海洋胃药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片x3板
[中方]夏枯草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30g

[新天]夏枯草口服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mlx12支(未添加蔗
糖)[铍宝]解毒烧伤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20g

[菊乐]舒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6gx4片x8袋
[老中医]川贝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8g
[恒健]四环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3%)
[同仁堂]舒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6gx40片

[奇正]青鹏软膏(曾用名：青鹏
膏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
[妍婷]醋酸氯己定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mgx7粒

[金诃]青鹏软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g
[九泰]醋酸氯己定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mgx10枚(内附给药

指套)[珍视洁]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天朗]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东信]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gx5粒x2板
[叶开泰]川贝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剿喷宁]复方苯甲酸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0ml



[达维邦]盐酸环丙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30mg
[复尔必妥] 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圣泰]小儿热速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6袋
[九泰至宁]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gx10枚

[信龙]硼酸洗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50ml(3%)
[群诺]小儿热速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6袋

[济民可信]金果饮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mlx10支

[太平]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华洋奎龙]皮肤康洗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恒拓]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gx5粒
[全力]按摩软膏(按摩乳)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0g

[百善]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5gx12片x3板
[滇虹]骨痛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ml

[迪可罗]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mlx10支
[康恩贝]紫草婴儿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舒夫林]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扶严宁]醋酸曲安奈德益康唑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凡响]一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花红]消肿止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3ml

[五环牌]香荷止痒软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
[东信]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联邦左福康]盐酸左氧氟沙星
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神奇]珊瑚癣净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0ml

[益富清]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纽兰]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g

[999皮炎平]曲安奈德益康唑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沁朗]阿昔洛韦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人福]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东信]吲哚美辛呋喃唑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粒x2板
[东信]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00g

[辅仁]双唑泰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片
[皮康王]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闪亮]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光辉]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7g
[润洁]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康博士]保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75gx12片
[今辰]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50g

[润宁]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北卫]养阴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成一]美辛唑酮红古豆醇酯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6粒
[高邦]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长城牌]养阴清肺糖浆(低醇

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九芝堂]玉竹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0g

[琦云]安乐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2片x3板
[唯达宁]硝酸益康唑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80ml(1%)

[滇虹]余麦口咽合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0ml
[华北制药]聚甲酚磺醛栓(益宝

疗)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0mgx4枚x2板

[好德快]硝酸益康唑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1%)
[妇炎洁]聚甲酚磺醛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0mgx6枚



[科瑞]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美迪生]玄麦甘桔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25袋

[地奥]硝酸益康唑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5ml（1%）
[成一]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太极]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三明天泰]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1g

[国帝]聚甲酚磺醛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0mgx3粒x2板（内附

医用指套）
[济民可信]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lx6支

[晨牌]产妇安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2袋
[朗依]硝呋太尔制霉素阴道软

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粒

[辰欣]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3%)
[长生]百草妇炎清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4gx3粒

[禾氏美康]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海天]复方沙棘籽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7gx6粒
[杨济生]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lx6瓶

[水青]硝呋太尔制霉素阴道软
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6粒
[珍视亮]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协和]酞丁安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0.1g

[洁康雅]复方苦参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内附妇科冲洗
器)[南洋]妇炎灵泡腾片（伊能

净）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45gx7片x2板

[天施康]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瓶
[深圳中药]青柏洁身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葵花]康妇消炎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8gx7粒
[五景]盐酸吗啉胍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32g

[湖北四环]聚甲酚磺醛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0mgx6枚
[科田]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百善]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五景]利巴韦林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双吉]野菊花栓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4gx6粒x2板
[南洋]顽癣净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ml
[百善]血尿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病综合征 0.4gx20粒
[天龙]顽癣净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ml

[广西康华]野菊花栓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4gx12粒（内附指
套）[泰康仁]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盛生]新雪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7gx6袋
[白云山]新雪颗粒(薄膜衣颗

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3gx8袋

[辰欣]红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0.5%)
[三益]硼酸冰片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ml
[舒美达]姜黄消痤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ml
[999]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石药]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20片x5板
[圣济堂]重楼解毒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45ml

[江中高邦]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三益]红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0.5%)
[新和成]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天天乐]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太安堂]克痒敏醑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东信]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科瑞]红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0.5%)
[三明天泰]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10%）



[东新]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三精]湿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80ml

[百善]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0片x3板
[双吉]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5g(0.5%)
[联邦]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2%)

[白敬宇]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0.5%)
[一新]复方硫黄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50g
[步长]红核妇洁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康华]复方氯己定地塞米松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片
[三益]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x2支(0.5%)

[乐敦康]复方磺胺甲噁唑钠滴
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仁仁]青柏洁身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沈阳红药集团]红药贴膏(打孔
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x3袋
[顺峰]哈西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五景]盐酸环丙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迪康]肾舒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4gx12袋

[晶珠]六味壮骨颗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20gx5袋
[天朗]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

[北京亚东]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20袋
[小乐敦]复方牛磺酸滴眼液(儿

童适用)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3ml

[国金]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仲景]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易亨]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6袋

[秦昆]银黄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6袋
[荣昌制药]肛泰软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
[迪可罗]氧氟沙星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5g:10.5mg

[泰利必妥]氧氟沙星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5g
京万红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20g

[天天明]马来酸噻吗洛尔滴眼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2.5mg
[百善]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宝树堂]复方樟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五景]马来酸噻吗洛尔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25mg

[天龙]复方樟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人人康]复方樟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长庆]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0.5g
[邦力]复方樟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荣昌制药]肛泰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gx2片x2袋(每片

7.5cmx7.5cm)
[五景]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4g(5%)
[五景]色甘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16g(2%)

[江中高邦]复方醋酸地塞米松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新和成]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五景]地塞米松磷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25mg
[药都]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王老吉]广东凉茶颗粒(含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乐敦莹]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3ml

[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五景]盐酸羟苄唑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五景]吡诺克辛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五景]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10ml:10mg（0.1%）
[五景]磺胺醋酰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15%）



[辅仁]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0袋
[辅仁]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3板
[辅仁]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辅仁]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支

[福森]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x3板
[亚宝]丁桂儿脐贴(宝宝一贴

灵)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6gx1贴x2袋(透气
无纺布装)

[浩诚]柏栀祛湿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0ml
[恩威]金栀洁龈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0ml

[卫太医]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0.2gx6片
[闪亮]复方门冬维甘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中丹]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修正]速效牙痛宁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8ml
[中亚]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6贴

[本溪三药]虚寒胃痛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长城]苦柏止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爱宝疗]聚甲酚磺醛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0mgx6枚
斧标驱风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ml

[百善]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40粒
[远恒]聚甲酚磺醛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0mgx6粒

[泉水]寒痛乐熨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5gx4袋

[百善]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3板

[长庆]氯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0mg
[天视]妥布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ml：18mg(0.3%)
[紫琉璃]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0袋
[百善]双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片x3板
[松辽]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0袋

**ID重复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g
[奥深]复方氟米松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乐仁堂]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福森]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片x3板

[白云山]癣宁搽剂(癣灵药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
[奥青]复方克霉唑乳膏(Ⅱ)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健民]精制海马追风膏(袋装)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5片
[五景]托吡卡胺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ml:15mg
[首儿]小儿止泻安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6gx6袋
[神鹿]儿泻停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gx6袋

[白内停]冰珍去翳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恒拓]感冒解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10袋
[万岁]威灵骨刺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gx1贴
[方略]感冒解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10袋
[天天乐]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10袋

[诺迪康]小儿双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2袋
[克胜]眼氨肽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2.5g
[太龙]双金连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ml
[双药]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2袋

[博士伦]玻璃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8mlx10支

(0.8ml:0.8mg(0.1%)
[九州祥云]小儿清热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6袋
[莎普爱思]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l:25mg)



[石药]利咽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6gx10袋（无蔗糖）

[健民]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常为康]枫蓼肠胃康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8gx6袋
[广育堂]小儿牛黄清心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3gx8袋

[莹润]氨碘肽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x2支
[润齐]右旋糖酐70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x1瓶

马应龙八宝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
[一欣和]小儿金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8袋
[黑宝]熊胆黄芩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海宝]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贵州百灵]小儿柴桂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澳托芬]依托芬那酯凝胶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20g:2g
[卡林优]吡诺克辛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l:0.25mg)
[五景]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午时]清咽舒茶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20袋

[天目山]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托百士]妥布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0.3%)

[晶]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999]养胃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6袋

[卓兰]硝酸舍他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2%)
[修正]二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gx10袋

[吉春]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纽兰]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9袋

[龙虎]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2%)
[诺捷康]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9袋
[仁康]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0.15g
[包尤清]酞丁安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5g(10g:0.3g)
[金汇]健肝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粒x3板
[同仁堂]口腔溃疡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
[瑞和]口腔溃疡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
[三金]眩晕宁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9袋

[白云山]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0粒x2板
[科益]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6片x4板
[嘉应]双料喉风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2g

[恒健]曲安奈德新霉素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4cmx6cmx4片
[紫琉璃]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9袋
[银诺克]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15片x2板

[管城]曲安奈德新霉素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4贴
[跨海]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12片x2板

[华仁太医]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10袋
[金焦]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6袋
[秦昆]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立业]诺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

[九州通]抗感解毒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9袋
[宝丹]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健丰]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同泰]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3gx24片x2板
[茂祥]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1gx18片x3板

[润舒]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



[北卫]小儿清解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gx10袋
[拜特]小儿清解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gx6袋
[盾克]追风舒经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4片x2板
[人民药业]荡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片x2板

[白云山]复方南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香雪]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30袋
[金丹]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gx12片x3板

[华洋]金果饮咽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2板

[长城]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南京同仁堂]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6袋

[太极]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太极]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司邦得]溶菌酶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gx12片
[维康速克]罗红霉素软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12粒

[坝上]金莲花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6袋

[帮备]盐酸班布特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mgx10片
[施复捷]头孢丙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立复汀]盐酸左卡巴斯汀鼻喷
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5mg
[大冢]维酶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00片
[大冢]糠甾醇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0mgx100片

[白三平]孟鲁司特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mgx5片
[美普清]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0ml:0.30mg

[白三平]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mgx5片
[舒笑]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英平]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2g

[立方立清]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斯威]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0粒x3板
[诺捷康]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36粒
[立业]法可林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1.5mg

[郝智]巴氯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gx20片
[新络纳]枸橼酸莫沙必利分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12片

[美常安]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
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50mgx10粒
[培菲康]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10mgx24粒

[丽科明]更昔洛韦眼用凝胶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g：7.5mg
[唯地息]卡波姆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g

[康纳乐]复方曲安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三益]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膏

(曾用名：无极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春萌]制霉素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万单位x6枚x1板
[百花]痤疮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

[地奥]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粒x2板
[希能]头孢丙烯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6包
[惠迪]美沙拉嗪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12片x2板
[格拉丹东]愈伤灵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3板
[燕舞]神农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5cmx11.6cmx5贴x2

袋[银诺克]前列康舒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5粒x3板
[康祺]解郁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40g

[哈药]菊梅利咽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gx6片x3板

[万通]景志安神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欢宝]益鼻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ml
[北奇神]润肠通秘茶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3gx20袋
[康尔佳]五味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6袋

[泰华堂]祛风止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20ml
[本草]七参连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盛杰奥]双花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3板

[普元]除湿止痒洗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0ml
[弘泰]银贝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星神]复方两面针漱齿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0ml

[本草]复方双金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一次性使用塑料

推进器3支)
[寸草]复方丁香开胃贴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gx3贴

[千福]咽喉宁喷雾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ml

[德致]苍夷滴鼻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
[德联]复方黄藤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86ml（内附冲洗

器）[紧俏俏]复方岗松止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80ml(附冲洗器)
[神通]妇科止痒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3板
[力胜]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五0五]黄蒲洁肤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慢严舒柠]复方青橄榄利咽含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8片x4袋

[迪瑞]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水仙]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膏

(曾用名：无极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康宁]丁硼乳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0g
[便塞停]比沙可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mgx8片
[常态宁]柳氮磺吡啶栓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6枚

[口泰]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0ml
[安贝特]氨咖黄敏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金方]双唑泰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片
[欧意]头孢羟氨苄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2袋
[艾唯多]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风度]盐酸纳洛酮舌下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mgx2片
[广诚医药]过氧化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

[求康]氯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l:20mg)
[尧都]吡罗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mgx100片

[星宝]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瑙珍]复方天麻蜜环糖肽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6片x4板

[津华]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0片
[同达]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云鹏]呋喃唑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昔利]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倍佳]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0g:0.1g)
[倍佳]盐酸特比萘芬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聚克]复合乳酸菌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3gx12粒
[太平]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10g:0.2g)

[希诺]头孢克洛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片x1板
[健朗晨]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粒
[倍乐信]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50mgx8片x2板
[万敏新] 头孢克洛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鲁抗]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析清]包醛氧淀粉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625gx75粒

[泰乐]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mgx6粒x2板
[克隆雷]克拉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片
[奇莫欣]胸腺肽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6片

[达力新]头孢呋辛酯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x6片
[美大康]利巴韦林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100mgx20片
[宝泰]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特普欣]盐酸头孢他美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81.3mgx12片
[亚邦]愈美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粒x2板

[迈可抒]盐酸布替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10g
[康恩贝]双氯芬酸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2片x2板
[那妥]萘哌地尔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5mgx10片

[皇城相府]氨酚伪麻那敏分散
片(Ⅲ)(曾用名:双扑伪麻分散

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片

[齐索]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
(曾用名: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2mgx10粒

[舒威]枸橼酸铋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4粒
[咳哌宁]磷酸苯丙哌林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0.1%）

[太平]复方乳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普华]辣椒碱乳膏（辣椒碱软

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g

[布特]氟芬那酸丁酯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5g
[希瓦丁]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4片
[盖三淳]骨化三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10粒x1板

[芬必得]酚咖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信谊]沙丁胺醇气雾剂(混悬

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0mgx200揿(14g)

[新亚闵行]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0片x2板
[西可新]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2片

[尖峰]玻璃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0.1%)
[小培菲康]双歧杆菌三联活菌

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gx6包

[力贝尔]乳酸司帕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
[昆明制药]天麻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0mgx12粒x2板
[昆药集团]银芩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50粒

[都乐]复方百部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三金]复方田七胃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粒x2板

[三金]龙血竭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gx24粒

[三金]复方红根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1gx12片（薄膜衣

片）
[正大天晴]泽桂癃爽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4gx12粒x2板

[鼎炉]新癀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2gx12片x3板
[康威迪克]洛索洛芬钠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mgx12粒

[都乐]金嗓子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gx8片x2板

[胡庆余堂]障翳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g+8ml
[好护士]通乳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5gx12袋
[雷氏]藿胆滴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50mgx30粒

[民生]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微丸
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龙虎]清凉鼻舒吸入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9g

[民生]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5mg(80喷)
龙虎人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04gx100粒

[龙虎]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民生]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25mg
[紫竹药业]枯草杆菌活菌胶囊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0.25gx10粒
[喜舒敏]氨酚那敏片、维B1那

敏片复合包装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6片x2板(红棕色片和
淡橙色片各1板)

[小眉]右美沙芬缓释混悬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6g
[鲁抗]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达仁堂]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隆顺榕]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仙琚]克霉唑阴道片（达妮
汀）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0mgx3片
[仙琚]糠酸莫米松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g:5mg
[依信]西吡氯铵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0ml（0.1%）

[国瑞]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mgx14粒
[国瑞]利巴韦林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100mgx12片x2板

[圆星得欣]尼美舒利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粒x1板
[阿莫仙]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2袋

[联邦]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
[华颐]七厘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2粒x1板

[联邦]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180mg
[联邦亮晶晶]玻璃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
[联邦亮晶晶]双氯芬酸钠滴眼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

[敖东]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粒x2板
[敖东]感冒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45gx12粒x2板

[联邦]复方水杨酸甲酯乳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g
[联邦]倍他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15mg
[同丁]拉米夫定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gx7片x2板

[中一]肚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g(每20粒重1g)
[中一]鼻舒适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7gx60片

[敖东]羚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丽珠]前列安栓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gx5粒

[白云山]痔炎消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x20袋

[杨济生]复方瓜子金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gx6袋

[格得]双氯芬酸钾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0粒
[世扶尼]头孢地尼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4粒x1板
[哈药]祛风骨痛巴布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2袋

[丽珠肠乐]双歧杆菌活菌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5gx10粒
[神威]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2粒x2板

[哈药]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9.5cmx4贴x2袋
[哈药]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
[哈药]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贴
[现代]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安邦]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一正]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泰华堂]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神威]玄麦甘桔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x8片x2板
[安必仙]氨苄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24粒
[神威]滑膜炎颗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12gx6袋

[神威]利咽解毒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6gx10袋

[搏沃欣]头孢泊肟酯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粒
[亚太]头孢泊肟酯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粒



[现代]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12粒
[哈药]双黄连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0袋

[HEC]克拉霉素分散片(善力杰)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哈药]阑尾灵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gx6袋

[护彤]小儿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哈药]刺五加脑灵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扬帆]复方水杨酸冰片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扬帆]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世一堂]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2袋
[哈药六]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九后爽]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哈药六]小儿氨酚黄那敏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0片
[哈药六厂]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24粒

[红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3板
[盘龙]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2板
[跨海]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2板
[雄风]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3板
[樱花牌]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5gx60片

[华纳大药厂]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修正药]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哈药六]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x2袋
[哈药六]伤湿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x10cmx4贴x2袋
[哈药六]骨友灵巴布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2袋
[海外]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x2板
[三精]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泰宝]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x2板
[协和]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金马]金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2gx100片
[玺福康]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

[金联]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30袋
[特普宁]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袋
[普瑞]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0袋

[东方]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20袋
[希尔安]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9袋(无蔗糖)
[世一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仁和]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新生]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9支

[亚洲制药]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玉壹方]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世康特]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葵花]头孢克洛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0.125gx6袋
[世一堂]小儿吐泻宁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3gx10袋
[天强]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4片
[世一堂]牛黄清火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世一堂]金贝痰咳清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gx6袋
[伊利欣]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哈药]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4板(薄膜

衣片)[永康]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片
[贝络纳]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12片
[亚宝]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12片x2板

[同安]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6gx100片



[本真]复方陈香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6gx12片x4板
[好医生]复方陈香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6gx12片x4板
[丽珠]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恒健]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6片
[下马威]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0.2gx5片

[世一堂]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汇仁]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袋

[世一堂]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世一堂]妇宁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gx4粒

[金虹]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盛翔]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8支

[河南凤凰]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海恩] 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仁皇]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60片
[济民]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六福堂]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30粒x2瓶
[桂克]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60粒

[维和]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00片
[华佗]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3板

[亚宝]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5粒x2板
[芙蓉堂]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9gx20片x2板

[天台山]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科伦]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先声再康]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羚锐]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缔谊]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80片

[河西]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60片（含油菜

花粉0.5g)
[新陇海]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90片

[诺捷康]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
[三精]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6粒
[三精]乙酰螺旋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x3板

[世一堂]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立舒]双氯芬酸钠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

[阿泰宁]酪酸梭菌活菌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8粒
[仁和]左羟丙哌嗪胶囊(及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0mgx10粒

[士瑞泊]头孢泊肟酯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40mgx6袋
[方盛]奥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7粒

[安隆]复方醋酸曲安奈德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ml
[星瑞克]曲安奈德鼻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9ml(180揿)
[诺为]马来酸曲美布汀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20片x1板
[瑞健]马来酸曲美布汀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2粒x2板

[甘帝欣]复方甘草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自维]谷氨酰胺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0粒x2板

[兴乐宁]对乙酰氨基酚缓释干
混悬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5gx16包
[博可保]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2粒x2板

[舍兰]复方谷氨酰胺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7gx15袋
[士瑞克]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10粒

[再安列]非那雄胺分散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
[信敏汀]地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
[力言卓]地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0.05%)



[华芬]愈美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包
[安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3125gx10片

[丽科平]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5片x2板
[悦敏兴]甲钴胺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0粒x2板
[博迪同]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0片x2板

[闪亮]盐酸羟甲唑啉滴眼液(迪
立托)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l:1.25mg)

[露畅]厄多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15gx12片

[司百得]精氨酸布洛芬颗粒(薄
荷口味)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gx12包
[安瑞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8片

[福锦]促肝细胞生长素肠溶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2粒x1板
[玛诺苏]盐酸阿比多尔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1gx6片x1板
[科芬奇]曲昔派特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gx12粒

[可坦]愈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
[谷奥]复方谷氨酰胺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袋
[宜宇]盐酸乙哌立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mgx10片x2板
[奥纾]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世福素]头孢克肟颗粒(抗之
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6袋
[思金]依巴斯汀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仁和]非那雄胺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8粒
[泰瑞宁]牛磺酸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4gx12包
[仙林纳]泛昔洛韦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6粒x2板

[天诚诺尔]盐酸赛洛唑啉滴鼻
液(成人用)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10mg(0.1%)
[五景]还原型谷胱甘肽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永喜]盐酸多西环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

[顺他欣]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乐为]他扎罗汀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5g：15mg

[维恒]氯波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8mgx12片x1板
[敏奇]盐酸氮卓斯汀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mgx12片x1板

[恒生制药]西吡氯铵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40ml(0.1%)
[可由]喷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0.1g
[可伊]美洛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0片

[芙晴]复方维A酸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
[倍特]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
[吉优]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

[彼司克]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安洁莎]美沙拉秦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片x2板
[舍尔]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8片

[新适确得]卤米松/三氯生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慷彼申]米曲菌胰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片x2板

[罗每乐]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0.25%)
[普南扑灵]普拉洛芬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
[紫竹药业]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0mgx1片
[鲁抗]乙酰螺旋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24片
[康普]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4片
[永康]新复方大青叶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24片x2板
[力字牌]呋喃唑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力生]复方磺胺甲噁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片(磺胺甲噁唑
0.4g，甲氧苄啶

80mg)[逢春]十滴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0ml



[力生]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逢春]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逢春]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逢春]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逢春]蒲公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6袋
[逢春]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逢春]银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0袋

[仙河]牛黄益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5片x2板

[999]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仙河制药]龙胆泻肝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0丸x2板

[仙河]复方甘草浙贝氯化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2板
[仙河]刺五加脑灵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6瓶

[邦民制药]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x5板
[广东环球]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片x2片
[汇仁]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汇仁]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汇仁]复方银翘氨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粒x2板

[汇仁]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黄海制药]复方氢氧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黄海制药]食母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300片
[彼迪]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黄海制药]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慈宁]天麻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5mgx24片x1板

[同仁堂]秋梨润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g
[彼迪]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gx24片

[太安堂]消炎癣湿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彼迪]豆腐果苷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5mgx36片
[彼迪]头孢氨苄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袋
[彼乐固]阿仑膦酸钠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10mgx7片
[同仁堂]养阴清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g
[太安堂]葛根芩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80片
[茂祥]安眠补脑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同仁堂]清热养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茂祥]舒神灵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60粒
[茂祥]烧烫伤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20g
[金妇康]消糜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5粒

[新博]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金妇康]除湿白带丸(水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2袋

[茂祥]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2板x2小
盒[茂祥]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2袋

[天一堂]珍黄胶囊(珍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gx12粒x2板
[茂祥]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茂祥]明目上清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6gx12片x2板
[天一堂]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10袋
[同仁堂]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同仁堂]儿感清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同仁堂]太和妙灵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丸

[即克]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同仁堂]补益资生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同仁堂]保童化痰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丸



[同仁堂]复方洋参王浆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6gx10粒x2板
[奥瑞德]鞣酸蛋白酵母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9包

[仲景]明目地黄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0g
[仲景]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仲景]国公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28ml
[仲景]四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袋

[仲景]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0丸
[同仁堂]搜风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9gx10丸
[金花]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2支
[仲景]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同仁堂]调胃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仲景]附子理中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0丸
[同仁堂]健胃消炎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10袋

[南极雪]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片
[金石]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无

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10ml:30mg)[天新利德]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24片
[乐仁堂]舒肝调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gx6袋

[宜宾制药]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宜宾制药]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戎州]散寒解热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0mlx6支
[隆顺榕]桑菊感冒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gx16片x3板

[隆顺榕]连翘败毒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61gx12片x2板
[隆顺榕]清胃黄连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6片x3板
[乐仁堂]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999]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0ml

[吉春黄金]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4袋
[隆顺榕]六经头痛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5gx12片x2板

[隆顺榕]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24片x3板
[隆顺榕]泻白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999]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隆顺榕]明目上清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6gx12片x2板
[达仁堂]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金石]羧甲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gx12片
[达仁堂]木香通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达仁堂]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达仁堂]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达仁堂]沉香舒郁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达仁堂]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达仁堂]麻仁滋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9gx10丸
[达仁堂]五仁润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9gx10丸
[达仁堂]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5gx10丸
[三精]清开灵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8片x2板
[达仁堂]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达仁堂]槟榔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达仁堂]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达仁堂]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丸
[达仁堂]养阴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金石]对乙酰氨基酚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6片
[达仁堂]清肺抑火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达仁堂]跌打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gx10丸
[金石]头孢丙烯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6包



[金石]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00片
[金石]盐酸氨溴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20片

[雅泰]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贵州百灵]穿心莲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罗浮山国药]苦参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gx6粒(附药用手
指套)[达仁堂]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2板

[乐仁堂]含化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0片x2板
[乐仁堂]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5袋

[乐仁堂]清金止嗽化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5袋
[罗浮山国药]复方酮康唑发用

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g

[乐仁堂]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5袋
[乐仁堂]连翘败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5袋
[乐仁堂]明目上清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6袋
[贵州百灵]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乐仁堂]调胃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gx4瓶
[乐仁堂]越鞠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5袋
[贵州百灵]感清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00ml
[乐仁堂]健胃宽胸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5袋
[乐仁堂]参苓白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5袋
[乐仁堂]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片x2板
[乐仁堂]香砂六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5袋

[扬子江]蒙脱石散(易宁)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乐仁堂]四季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x2板(基片重

0.25g)[乐仁堂]胃肠安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6丸x2瓶
[天津中新]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罗浮山国药]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8袋

[天津中新]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片
[扬子江]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松栢]舒脑欣滴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42mgx40丸x2瓶
[隆顺榕]通宣理肺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6片x2板

[迪龙]氨金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0包
[隆顺榕]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2板

[方健]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罗浮山国药]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0片

[罗浮山国药]金莲花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7gx24粒
[万通]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万通]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万通]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2板
[万通]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5gx12片x2板
[万通]胃肠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4板

[万通]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中化联合]泮托拉唑钠肠溶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粒x2板

[万通]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1板
[万通]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万通]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万通]青霉素V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36gx12片x1板

[佛慈]妙济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丸
[万通]口腔溃疡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
[万通]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4板
[同仁堂]参苏宣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2袋
[佛慈]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同仁堂]孕妇清火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瓶
[特一]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特一]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同仁堂]珍珠末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6瓶

[同仁堂]芎菊上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0gx6袋
[特一]西咪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50粒
[佛慈]资生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佛慈]润肠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0丸

[特一]保泰松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1gx100片
[佛慈]安神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0丸
[康必得]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特一]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片
[京新]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京新]盐酸环丙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

[京新]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辰欣]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辰欣]醋酸泼尼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00片
[心诚]蒲公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京新]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6粒
[辰欣]盐酸赛庚啶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mgx100片

[通化金马]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益君康]复方嗜酸乳杆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6片x3板

[金马]胃乐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lx10支
[商丘金马]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辰欣]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金马]胃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4板
[金马]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9支

[颈复康]咳欣康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2板
[辰欣]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金马]芩石利咽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6支

[辰欣]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辰欣]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0.1%）

[舒梦]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5%）
[美罗]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片x3板

[辰欣]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0.5%)
[辰欣]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辰欣]兰索拉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mgx7片x2板

[颈复康]五福化毒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云南白药]酚氨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云南白药]妇炎康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18片x3板
[云南白药]参苓健脾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2袋
[云南白药]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颈复康]心神宁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5片x3板

[颈复康]肾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1gx10粒x3板
[999]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20袋（每20丸重

1g）[颈复康]北豆根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mgx10粒x2板
[999]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8袋

[云南白药]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8袋
[云南白药]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6袋

[云南白药]四季感冒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2片x2板



[999]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999]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云南白药]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2板
[999]姜枣祛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5gx10袋
[999]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999]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999]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袋

[云南白药]止泻保童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肠炎 2.5gx10袋
[辅仁]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x3板

[云南白药]伤风停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粒x2板
[辅仁]地黄润通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10支

[云南白药]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999]跌打损伤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0g(每5粒重1g)

[辅仁]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24片
[云南白药]复方牛黄消炎胶囊

(牛黄消炎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999]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辅仁]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辅仁]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辅仁]枸橼酸铋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粒x2板

[云南白药]小儿宝泰康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9袋
[辅仁]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桂龙]冬凌草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8支

[辅仁]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云南白药]炎可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青峰]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特一]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青峰]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特一]止咳宝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片x2板

[润怡]玻璃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0.4mg)x10支

(0.1%)
[云河]虎力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5gx8片

[特一]益康倍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汇杰]盐酸班布特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mgx12片
[特一]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00片

[维和]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浙江医药]盐酸环丙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

[金宝]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0片x6板

[浙江医药]盐酸环丙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
[克快好]咳舒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仁和]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片x4板
[金耀]鱼石脂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10%）

[弗瑞林]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60粒
[爱捷康]氨酚烷胺那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金耀]醋酸曲安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金宝]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金耀]丙酸倍氯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仁和]枸橼酸铋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延安药业]复方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片
[修正]盐酸伊托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mgx30片x1板



[金宝]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2片x2板
[青平]地巴唑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gx100片

[珂艾林]氯碘羟喹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0.3g
[仁和]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28gx15粒x3板
[金宝]热毒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gx8袋
[金宝]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6板

[双燕牌]哈西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mg
[金耀]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金耀]醋酸氟轻松冰片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仁和]兰索拉唑肠溶片(曾用名

称：兰索拉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0片

[同仁堂]感冒退烧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0片
[同仁堂]橘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60片

[玉林]银蒲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糖衣片）
[通用]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
[仁皇]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3gx12片x4板

[鹊牌]金银花露(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0mlx8瓶
[同仁堂]羚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汉王]养阴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汉王]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仁皇]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2支
[太龙]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8袋
[同仁堂]保和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仁皇]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信龙]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5g(10%)
[特安呐]阿咖酚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粒x2板
[汉王]槟榔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信龙]氧化锌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
[同仁堂]枇杷叶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恩威]洁尔阴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3gx12片
[汉王]山楂内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同仁堂]小儿解表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10袋
[汉王]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20袋

[仁皇]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3%
[仁皇]盐酸倍他司汀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6支

[汉王]参苓白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5gx12片x3板
[同仁堂]止咳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0片

[汉王]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x3板
[玉君堂]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7片
[大千]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gx9袋
[特安呐]七叶神安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0mgx12片x4板

[大千]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2袋
[特安呐]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2板

[信谊]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玉林]三七伤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2板
[特安呐]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4板
[修正]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贴x5袋

[玉林]十滴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50ml
[玉林]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信谊]肾上腺色腙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gx100片

[同仁堂]清咽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6gx10丸



[通用]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x2支
[玉林]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博士伦]托吡卡胺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ml:30mg
[恒安]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0.15g

[大千]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10袋
[玉林]珍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gx12粒

[信龙]鱼石脂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25g(10%)
[南洋]樟脑薄荷柳酯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4g

[特安呐]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玉林]湿毒清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62gx12片x3板

[同仁堂]京制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玉林]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大千]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20袋
[玉君堂]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9袋

[小润洁]复方新斯的明牛磺酸
滴眼液(儿童·青少年)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新成]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8袋
[苏中]健胃消炎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12袋
[信谊]吲哚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片
[紫鑫]感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12粒x2板
[苏中]清宣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gx6袋

[信谊]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2板
[紫鑫]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乐宁]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mgx100片
[舒视明]氨碘肽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修正]肺宁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10袋

[维和]止咳祛痰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同济堂]乙酰螺旋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雷允上]六灵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粒x5支x2板
[信龙]苯扎溴铵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00ml(5%)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00ml
[七0七]镇江膏药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6gx2张

[一孚汀]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
[紫鑫]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瑞阳]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粒

[紫鑫]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4板

[同济堂]布洛芬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粒
[紫鑫]藿胆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gx12片x4板

[九芝堂]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同济堂]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2袋

[天舒欣]康复新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90ml
[信龙]甲紫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1%)

[罗欣]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7片
[信龙]冻疮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

[海力医生]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修正]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信谊]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宇宙]胆酸钠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gx100片

[马应龙]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0%)



[信谊]呋喃硫胺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gx100片
斧标正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5ml

[现代]复方次没食子酸铋栓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枚x2板（内附指
套）[皇星云舒]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片

[罗欣]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6片
[罗欣]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14粒

[罗欣]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德众]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太古]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仙琚]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恒金]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0袋

[天强]利咽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2gx12片x3板

[司力可]头孢丙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天强]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2板

[仙琚]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吉林华康]疏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天强]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四川百草]泛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6片x1板
[毕研通]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久辉]复方苦参水杨酸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6gx3袋
[乐敦清]复方氯化钠滴眼液

(Ⅱ)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3ml

[天强]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双龙出海]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片x1板

[天强]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50粒
[天强]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0袋

[中狮]硝酸益康唑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ml(1%)
[天强]脑力宝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gx60丸

[鹏鹞]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00片
[晨牌]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康正]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白云山]莲芝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粒
[信龙]复方薄荷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g

[倍特]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甲硝唑0.1g,芬

布芬75mg)
[延字牌]硫糖铝咀嚼片(曾用

名：硫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00片

[水仙]丁硼乳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65g
[先宁]兰索拉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7片

[信谊]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通用]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7g

[天强]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米雅]酪酸梭菌活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mgx20片

[华丹]银花泌炎灵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5gx12片x2板
[新亚]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同济堂]虫草清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gx12粒x2板

[云南永安]感冒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5gx10袋(无蔗糖)
[龙城]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美优]复方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00ml
[奥邦]竹沥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gx6袋
[鹅城]喉痛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6片x3板



[云南龙海]正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75gx8片x4板
[通大]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4板

[纽兰]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中智]克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4gx8片x2板

[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5粒
[瑞福祥]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葵花]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博祥]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1gx12片x2板
[双海]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0片
[中智]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3板
[济仁]复方天麻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5gx6袋
[百益]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片x2袋

[立竿停]咳嗽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鲁明]甲硝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12片（内有指

套）[药邦]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x10cmx3贴x2袋
[虎泉]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40ml

[天天明]冰珍清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昊邦]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2片x4板
[功达]痔特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2板

[洛布桑]复方胃蛋白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8袋

[安灯]冬凌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0片

[中联]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5gx12片x2板
[本草纲目牌]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亚大]愈伤灵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2板

[葛仙翁]喉康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

[华洋]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5gx12片x3板
[洛布桑]愈酚喷托异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袋

[美伦]喉疾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粒x2板

[仁和]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2板
[云南龙海]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x2小盒

[片仔癀]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天天乐]复方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雷氏]感冒退热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袋
[恒诚]复方鱼腥草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93gx12片x2板

[利华]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明仁]蟹黄肤宁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瑞福祥]固本止咳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方舟]一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片x2板
[仙阁]润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g

[雷氏]金果饮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65ml

[荣仁药业]小儿退热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2支
[普宁安]宣肺止嗽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999]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1板
[利君]葛根芩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5片x2板

[希尔安]麝香海马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片
[天和]紫归治裂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cmx7cmx2贴x4袋

[康缘]元胡止痛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粒



[香雪]橘红痰咳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修正]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6粒x1板
[鞠氏]金感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

[胡庆余堂]麻仁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0g
[亚邦]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
[科创药品]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6gx4瓶(100丸重

3g)[岷州]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4板
[扬子江]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4片x1板

[广宇]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24片x2板
[天天乐]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陇神]元胡止痛滴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30丸x6瓶

[三吉]金果饮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mlx6瓶

[福乐]氢溴酸右美沙芬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粒x2板
[珍视舒]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0.5g
[天医生物]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5袋

[一片天]喉疾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粒x4板

[999]正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6gx10袋
[丰鹿牌]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x2瓶

[可诺赛]小儿清热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深圳中联]仲景胃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24片
[老桐君]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阿华]麝香壮骨膏(弹力微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x13cmx5片
[守护神]百艾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京都麒麟堂]活血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片x3袋
[唐王]咳喘宁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6gx12片x2板

[龙泰]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gx10片x6板
[太极]葛根芩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2gx12片x3板

[本草纲目]香砂平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0g

[百善]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24粒x1板

[润都]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4粒x2板
[克立亭]枇杷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粒x2板

[品信]感冒退热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5gx12袋
[维威]清火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6gx10片x4板
[天方]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桑海]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加劲]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3板
[人福医药]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人福]康乐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龙牡]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3板
[吉春]妇炎康复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8gx12粒x4板

[千珍]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40袋
[安邦]银黄清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15gx12粒x2板
[世康特]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中族]小青龙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鹊牌]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2袋
[香雪]橘红痰咳煎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g
[云南白药]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2袋
[华葆]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太极]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薪特新]感冒清热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大康]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阳光老人]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24粒x2板

[太极]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恒诚制药]复方苦参水杨酸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x3袋

[老君炉]复方贝母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8片x2板
[太极]独圣活血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1gx15片x2板

[仁和]抗宫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2板
[人民药业]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8片x2板
[紫金]狗皮膏(改进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4.5cmx6贴

[宇宙]多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0片
[维福佳]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00片
[立可安]复方木香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天龙]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得恩德]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2板
[威尔森]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神华]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60片

[九芝堂]健胃愈疡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片x5板(薄膜

包衣片)
[太极]风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10袋
[仁民]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4板
[太极]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普正]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0袋
[东信]复方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5粒
[华葆]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0g

[佛慈]天王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
[斯威]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信谊]酚氨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宁宁]锡类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g
[佛慈]柏子滋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

[九寨沟]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6gx3瓶(每100丸重
3g)[辅仁]大风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gx6袋

[佳泰]肝必复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粒x3板
[泖峰]血宁糖浆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500ml
[国嘉]茴三硫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5mgx12片

[美优]复方桔梗氯化铵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康芝]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华太]四季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9gx18片x2板
[马应龙]痔炎消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3gx10片x3板
[大鹏]乳增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6gx12片x2板
[杨天]万应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

[同达]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枚
[片仔癀]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48片

[雷氏]珍合灵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80片
[心诚]安康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gx6袋

[聚仁堂]伤风停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2片x2板
[众心堂]妇炎净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2片x2板

[仙河]复方仙鹤草肠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片x2板
[采芝堂]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九龙]氨咖愈敏溶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0ml
[葵花]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8片x2板

[天翼]乳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2粒x2板
[九州通]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五洲通]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0.3g

[得菲尔]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京豫]安乐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5gx12片x3板
[云鹏]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片

[东泰]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30片

[九鑫]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4丸x3板
[南粤]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方大]胃欣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6粒

[泰恩康]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g
[健能]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润华]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8gx24片
[仲景]元胡止痛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片(片芯重0.25g)
[健宜乐]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6gx12片x2板
[仁和]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2板
[兴海]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0片x3板

[羚锐]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7g
[东信]小儿布洛芬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0mgx6粒
[天地]愈酚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天津太平洋]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50片
[隆泰]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隆泰]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乐尔康]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9袋

[南岛]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B12
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20袋
[星火维敏]复方锌布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包

[汇中]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斯达舒]维U颠茄铝胶囊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8粒x1板
[康恩贝]元胡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5gx12粒x2板
[仁和]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5ml:15mg)

[潜江制药]利巴韦林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华世通]兰索拉唑胶囊（肠溶

微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mgx7粒

[金鼎制药]秋梨润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g
[金联]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0g

[沁朗]色甘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16g(2%)
[一正]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九州通]杏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ml
[一正]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gx15袋

[乐泰]丁硼乳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65g
[万高]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2板

[振华制药]克林霉素磷酸酯凝
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1%)
[吉春]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2gx10片x2板

[乐泰]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2%)
[奇康]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gx12片x2板
[一正]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8gx6袋

[易亨]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粒
[君列王]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乐泰]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0ml
[吲舒]吲哚美辛巴布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4cmx10cmx2贴
[仁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东信]替硝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片
[晶珠]复方维生素U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47mgx10粒x3板

[安生渔女]醋酸曲安奈德尿素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普元]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吉春]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1g
[葵花]芩黄喉症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4gx12粒x2板
[葫芦娃]妇炎净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3板(薄膜

衣片)[普正]南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9袋
[得恩德]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8g

[力奇]山楂麦曲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8袋
[悦康]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健能]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鑫烨]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六福堂]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4片

[普甘静]甲硝唑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0.75%)
[修正]活络止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gx10袋
[999]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长生]复方芙蓉叶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ml

[誉隆]胃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8g(每20粒重1g)
[银河]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兴邦]大卫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2袋

[振华制药]灯台叶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6袋
[万通]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2板
[珍芝堂]耳聋左慈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24丸x3板

[整肠生]地衣芽孢杆菌活菌颗
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12袋
[海外]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lx6粒

[迪威]麝香舒活搽剂（麝香舒
活精）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济民可信]小青龙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lx6支

[天朗]盐酸羟甲唑啉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25mg(0.025%)
[金诺]氨苄西林丙磺舒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8粒
[天天明]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40mg
[万森]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
[金博林]利巴韦林泡腾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150mgx9袋
[太极]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1g
[润都]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粒x2板

[皇象]盐酸倍他司汀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4mgx100片
[河南康华]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x2板

[百正]复方氢氧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斯威]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5片x2板
[汇正]银黄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2板

[银诺克]五灵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银诺克]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8片x2板
[澳迩]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6袋
[信龙]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0g:3g)
[奥瑞特]克霉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8ml（1.5%）
[普华]阿奇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
[诺安]复方樟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中智]抗菌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7gx12粒x2板



[仁和]蓝蒲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2gx36片
[方明]替硝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片
[仁康]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商丘金马]清热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粤威]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x2袋

[奥特奇]清心沉香八味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粒x4板
[福瑞堂]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济邦]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0丸
[红石]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5gx15片x3板
[百姓堂]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君碧莎]益气聪明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4.5gx12瓶
[万德]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5片x3板

[言诺欣]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枚
[红乐敦]盐酸萘甲唑啉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3ml(0.012%)

[步长]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新安]耳聋通窍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gx5袋

[阿房宫]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2片x3板
[逸舒]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长谓安]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粒x4板
[华侨]蛤蚧定喘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8袋

[迪瑞]布洛芬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粒
[雷立雅]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20粒
[汉安]复方胃蛋白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0袋

[华源]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B12
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20袋
[仁和]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0.3%)

[吉春]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羚锐]舒腹贴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5cmx10cmx2贴x2袋

[倍佳]盐酸特比萘芬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6片
[春萌]双唑泰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枚x2板

[修正]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常乐]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九方]黄连上清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x2板

[葵花]头孢氨苄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25mgx10袋
[葵花]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B12

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袋

[泰利必妥]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葵花]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国医堂]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2板
[白云山]磺啶新林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
[辅仁]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支

[汉晨]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3%)
[克维舒]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白云山]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津昌]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18袋
[远清]复方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0.55%)
[亨元]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0袋

[鹤壁中药]冬凌草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0ml

[钧安]正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2板
[飞弘]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0片x2板
[沈阳红药]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万寿宫]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x1袋



[云昆]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2板
[平光]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x2板
[东信]克霉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gx7片

[府庆]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太极]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普正]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圣济堂]胆清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60粒
[普正]感冒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ml
[普正]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闪亮]富马酸酮替芬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5ml:2.5mg)

[缔谊]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3板

[修正]感冒退热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5gx12袋
[九势]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4片x1板

[陕中]银翘解毒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ml
[方明]双唑泰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片

[遂成药业]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24片x1板

[遂成药业]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2粒x4板
[世康特]小儿氨酚黄那敏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4片

[利群药业]金百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80ml
[修正]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2板
[四川华新]柠檬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mlx60粒
[鑫烨]依诺沙星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0.1g

[可益松]复方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修正药]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5g:150mg)
[仁和]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银涛]复方杏香兔耳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7gx12粒x3板
[克沃莎]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4粒

[修正药]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
[仁和]感冒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0ml
[吉春]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福康]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8片x3板
[双士]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3袋

[信心]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吉春]复方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5粒

[仁康]新霉素氟轻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柏林]刺五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00片

[林恒]双唑泰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片
[葫芦娃]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康尔佳]阿奇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6袋
[振霖]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6粒x2板

千金止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袋
[三精]氨咖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白云山]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36片

[爱春]林旦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g(1%)
[密之康]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x2板
[力胜]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片

[龙生北药]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0片x8板

[德福康]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3板



[三精]牛磺酸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2袋（含牛磺酸
0.4g）[仁和]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0.55%)

[得恩德]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新和成]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

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力胜]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0ml
[葵花宝宝]复方桔梗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0ml

[仁和]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宁竹]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天方]氨糖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片x2板
[宁竹牌]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晨牌]依托红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75mgx12袋

[平光]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奥林特]体虚感冒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0mlx10支

[普华]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百会]磷酸哌嗪宝塔糖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18粒

[香雪]小儿氨酚黄那敏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片
[羚锐]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0.3g
[信龙]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2支
[康寿]复方天麻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5gx8袋

[敬修堂]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
[丽珠]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邦力]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丽珠]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恒安]喷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1%)
[天和]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6贴
[妙手]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6片
[华润顺峰]利福平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

[江中高邦]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奥林特]清热解毒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5gx18片x2板

[润邦]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6粒
[丽点]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5g(15g：3.75mg)

[恒健]乳酸依沙吖啶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0.1%)
[安必康]复方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九华]双唑泰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粒
[欧替药业]苦参碱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7粒

[国帝]双唑泰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美抒特]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何济公]复方磺胺氧化锌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3g
[东盛]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8.4g

[葵花]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2板
[国帝]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源瑞制药]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润弘]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gx10袋

[华侨]新复方大青叶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平光]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gx10袋
[张恒春]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00丸

[济仁]盆炎清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粒
[日田]清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10袋
[汇复]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和田维吾尔]热感赛比斯坦颗
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gx6袋
**[圣华]金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



[恒昌隆]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6袋
[太极]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50袋
[四方箄]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999]正天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5gx12粒x2板

[片仔癀]金牡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2板
[中一]骨仙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41gx72片

[泰华堂]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奥邦]维C银翘片（双层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2板

[贵州百灵]双羊喉痹通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6袋

[太极]参苏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9袋
[东信]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7枚
[九寨沟]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立效]桂枝茯苓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4gx6袋
[花城]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白云山]新霉素氟轻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同仁堂]藿香祛暑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7.5mlx10瓶

[李夫人]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0g:7.5mg)
[星神]滴通鼻炎水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ml
[科瑞]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20小袋
[玉君堂]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方健]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白云山]四环素可的松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5g
[汉晨]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0ml

[济仁]治偏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粒x3板
[利民]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8袋

[中泰]养血安神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gx12袋
[晶珠]胃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粒x2板

[万通]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8袋
[上龙]治咳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健盟会]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8袋
[益和堂]金鸡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8gx20袋

[宝珠]珠芽蓼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6袋
[道君]蒲地蓝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

[济人]盆炎净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4板
[九药]都梁滴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31mgx72丸
[东泰]妇乐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0片x3板

[禅方]杏仁止咳合剂（杏仁止
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汉安]银柴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20袋

[安徽金马]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13cmx6片
[瑞赛欣]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x3板

[康祺]神曲胃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粒x3板
[同药集团]跌打红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10粒x2板

[瑞华]香砂六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g
[澳美华]柴黄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荣昌制药]小儿定喘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格拉丹东]五淋化石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25gx18丸x2板
[民生]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5袋
[豪运]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9袋

[葵花]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三鹤药业]五淋化石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45丸



[民生]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每100丸重
6g）[修正]除湿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6袋

[金鸿堂]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金鸿堂]舒肝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银诺克]妇炎消口服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0mlx9支

[金汇]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辉南三和]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
[隆中]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x4板
[顺健]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9粒x2板

[峨嵋]消核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6gx60片
[修正]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双蚁]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999]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4板

[施比灵]止痒消炎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80ml
[修正]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老君炉]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5丸x1板
[盛唐]巴特日七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粒x2板
[三金]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8袋
[今辰]黄连上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0粒x2板

[慧谷]枫蓼肠胃康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9片x2板
[万通]乳核内消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mlx8支

[碧畅]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方健]牛黄益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8片x3板

[天原]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平光]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何济公]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5g(0.5%)
[佛慈]舒肝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0丸
[迪康]老年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3板

[浙江维康]枫蓼肠胃康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2片x2板
[视邦]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

[大明宫]四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6袋
[吉平]盐酸洛美沙星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莘原]连蒲双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00片
[健都]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6袋

[鑫烨]盐酸洛美沙星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10g:30mg)
[万通]治咳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芙蓉]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
[康福]痢泻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片x4板
[道君]橘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2板

[希尔安]跌打七厘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36片
[仁和]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仁和]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薄膜
衣片)[圣特记]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太极]荡涤灵颗粒（含糖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20gx6袋
[川奇]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古城]连翘败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云南龙海]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龙鑫]柏子养心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2片x2板
[云中]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60片

[汝立康]金甲排石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2粒x2板x2小
盒



[今越]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秦昆]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济民]消炎利胆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康尔佳]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威光]蒲郁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7gx10粒x2板
[湖北美宝]三七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40片
[济仁]伤痛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4板

[福广]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太安堂]散痰宁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ml
[香菊]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20袋

[孔府]小儿腹泻宁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lx6支
[双龙]金龙舒胆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0粒x3板
[一力]穿王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2gx48片
[普济堂]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普正]裸花紫珠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gx9袋
[百泉]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平光]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格瑞林]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立效]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2板
[仁和]饿求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2片

[太极]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普济堂]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陕西医药]鹿首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6袋
[盘龙云海]散痛舒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2gx12片x2板
[双蚁]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康奇力]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东芝堂]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天原]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万高]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10片x3板
[羚康]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片x3板
[万辉]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北京亚东]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3.6gx2瓶（每100丸

重3g）[仁悦]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16片x3板
[盘龙]柴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gx12片x2板

[鲁药]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7片
[华太]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圣火]四季三黄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2片x2板
[希尔安]黄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2粒x3板
[国源]热淋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5gx18片

[华太]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8片x2板
[仁泽]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6片
[修正]舒腹贴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cmx7cmx2贴x5袋
[民泰]利鼻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0片x2板

[康惠]孕妇金花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4gx12粒x2板
[荣仁药业]白纸扇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星辰牌]金钱通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5gx12袋
[三仁堂]复肾宁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2粒x3板
[双蚁]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12袋

[太极]川芎茶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丸

[青峰]山香圆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2板



[金寿]麝香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0片
[太极]安神补心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2gx12片x5板
[三力]银翘伤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24粒
[海外]清热通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8gx12片x2板

[九龙]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亚泰]养阴镇静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18gx18片x2板

[林宝]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9支
[五加参]北豆根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mgx24片

[众心堂]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8袋
[好医生]桑姜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24粒
[健今]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5粒x4板

[中联]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鹅城]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利民]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20片
[三金]牛黄解毒片(小片 糖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哈药六]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gx5枚x2板
[广西金诺]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盘龙]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维威]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8袋
[一力]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龙发]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4板
[万人]舒肝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全星]止血宝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gx12片x3板

[人民药业]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20片
[天星]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片x3板

[佑美]山蜡梅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6袋
[圣元]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7gx12片x4板

[仁人乐]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12粒x4板
[河南康华]四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0袋
[振霖]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6袋

[天原]越鞠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南京同仁堂]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5片x2板

[太极]银柴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8袋
[葵花]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光辉]呋塞米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100片
[三金]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2袋
[天原]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俊宏]舒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48粒x2板
[大峻]当归龙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5gx10片x2板

[修正]荡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2片x5板
[正和]复方牛黄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南京同仁堂]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广仁]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富兴飞鸽]附桂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3贴x2袋
[济仁]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富兴飞鸽]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贴x2袋
[中蒙]六味安消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6袋

[有盛堂]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庆瑞]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6gx100片(薄膜
衣)[孔府]蒲地蓝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7gx24片x2板



[冀衡]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好医生]小儿解表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9袋

[美迪生]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5袋
[太极]金银花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ml
[大亚]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9粒x2板
[冰中仙]冰硼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
[太平]白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ml

[惠丰]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9袋
[云龙]复方鱼腥草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2gx9粒x2板

[新宇]肾炎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15片x3板
[珍芝堂]止咳宁嗽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5粒x2板
[南珠]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8袋
[紫琉璃]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1板
[意通]止咳宁嗽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0粒x3板
[惠美佳]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贴x2袋
[太极]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50ml
莲花峰茶（袋泡）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3gx20袋
[逢春]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众友]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00丸
[罗浮山国药]骨刺平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52gx36片

[仁和]乳安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0粒x4板
[南洋]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明泰]茸血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4袋

[龙之源]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岷州]杜仲壮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5gx12粒x2板
[乌苏里江]麻杏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12片x2板
[君碧莎]肛康穆库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gx18片x2板

[摩美得]消银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0.3gx15粒x3板

[君碧莎]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海尔思]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康洁司乐]参柏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龙泰]通经甘露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8袋(每100粒重6g)
[东泰]妇炎平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1gx6粒
[瑞华]肝复康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6袋

[久正]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12粒x3板
[万和]百合固金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东泰]苦参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gx6粒
[顺势]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德康]妇科白带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2粒x3板

[诺金]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敖东]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济仁堂]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2gx36粒
[日田]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华西]桂枝茯苓丸（桂茯欣）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丸
[银涛]妇科止带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2粒x3板
[海外]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2板
[精华]晕可平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0ml

[葵花]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石药]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gx15片x4板



[生达]雪胆胃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5gx6袋
[一品红]熊胆川贝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天光]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2gx3袋
[葵花]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5粒x3板
[管城]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2袋
[泰康]通舒口爽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1gx12片
[万通]野苏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6gx6袋

[金马]治糜康栓（曾用名：治
糜灵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5粒
[在田]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同人泰]蒲公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6袋
[银涛]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粒x3板
[济仁]乳核内消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5gx10粒x4板
[神奇]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x10cmx2贴x5袋
[冠峰]咳特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8片x2板
[仁和]新雪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6gx24片

[沈城]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4袋
[金龙福]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40ml（含糖型）
[利华]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1粒x2板
[青峰]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2袋

[中鼎]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2丸x2板
[老拨云堂]田七花叶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x10袋
[一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8袋
[万和]止嗽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0丸
[升和]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
[正和]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新功]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24片x2板
[中鼎]前列癃闭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0片x3板

[金陵]胃得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6gx100片
[葛仙翁]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科瑞]桂香祛暑散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5g
[闽海]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4板

[东泰]西帕依麦孜彼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25gx12粒x2小盒
[多维]三臣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gx10袋
[一力]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6片

[以岭]复方苦木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6gx24片
[一正]老年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8片x3板
[天原]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得菲尔]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龙发]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六福堂]胃康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6gx9袋
[国医堂]枫蓼肠胃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4板
[博祥]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2粒x2板
[莱泰]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葵花]银花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gx6袋
[东盛]附桂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x2袋
[利华]消肿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2gx12粒x2板

[万邦医药]复方芦荟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3gx24粒
[仁德]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0片
[天原]养阴镇静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2片x3板
[银诺克]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2板
[孔圣堂]曲麦枳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为诚]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片x3袋
[杏林春]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x2袋
[华侨]小儿肺热平胶囊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25gx16粒

[杏林春]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9.5cmx3贴x2袋
[得菲尔]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葵花]复方苦木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3板
[新峰药业]石淋通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0片

[欣欣]感冒炎咳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8片x2板
[君寿堂]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片x3板
[利民]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粒x2板x2小

盒[国发]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8片x2板
[博祥]龙泽熊胆胶囊（熊胆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0粒x2板

[葵花]感冒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gx6袋
[鑫瑞]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40ml

[葵花]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抚松制药]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粒x6板

[山西黄河]穿心莲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3板
[通园]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20片x2板
[在田]通滞苏润江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2板
[金丹]茸血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泉州亚泰]赛胃安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87gx27粒
[珍芝堂]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御生堂]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吉春]白癜风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36丸x2板

[金鼎制药]杏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永孜堂]利胆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gx12粒x2板
[小彤彤]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8袋
[金鼎制药]枇杷叶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哈药]胃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10片x3板
[海外]乳核内消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7gx7袋

[葫芦爸]克咳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6gx12片x2板
[德瑞]了哥王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禾正]五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粒x3板

[天生]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片x5板
[御室金丹]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海外]消糜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gx6片
[白云山]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哈药]羊肝明目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5gx12片x2板
[万岁]养血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北京汉典]参苓白术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9袋
[阜新蒙药]红花清肝十三味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gx2瓶（每10粒重

1g)[仁和]银黄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丸x12袋
[昆中药]板蓝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双蚁]感冒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0ml
[十万山]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0片
[昆中药]清肺化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8袋

[腾药]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6袋
[丽珠]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0袋

[安格]野马追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辅仁]活血壮筋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12丸



[香雪]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6袋
[九后爽]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双蚁]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白云山]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花红]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仁和]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7gx15片x2板
[康芝]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天圣]桂枝茯苓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丸
[济民]咳特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仙草堂]柴胡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0丸
[张恒春]黄连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奇特]扫日劳清肺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2粒x3板
[博祥]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6袋
[余良卿]酸枣仁合剂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韦甘]肝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12片x2板
[白云山]蛇胆陈皮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6袋
[罗邦]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6袋
[万通]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8袋
[盘龙云海]喉痛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0片x2板

[美罗]蓝花药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0粒x6支
[吉春]康乐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5gx18片x2板
[丽珠]口炎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x10袋
[巨虹]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乌苏里江]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10袋

[旭阳]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三可牌]炎热清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gx10袋

[阿房宫]咽炎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2gx12粒x2板

[浙江泰康]肠炎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68gx12片x2板
[宝芝林]穿黄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x3板
[四川奇力]黄芪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1gx12片x3板

[龙门雅芳]复方苦参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0ml(配赠冲洗器)
[加劲]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大片）

[仁和]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松鹿]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10袋
[佐今明]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x2板
[天泰]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0粒x2板

[九惠药业]莲芝消炎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5gx12片x2板
[陪都]蒲地蓝消炎片(薄膜包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东芝堂]咽喉消炎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粒x6支x2板

[西安正大]参苓白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80片
[绿叶制药]金钱草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4gx60粒
[圣火]黄藤素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8粒x2板
[葵花]产妇安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袋
[修正]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片x2板

[太极]九味羌活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9袋
[天泰]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片x2板
[神芦]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忠宁]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9袋



[佐今明]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0mlx2瓶
[粤威]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8片
[莱泰]金菊五花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西峰]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9袋
[惠诺]莱阳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伊龙]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25gx45片
[古城]泻白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瓶
[俊宏]乳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75gx18袋

[松鹿]百合固金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袋
[海外]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鑫齐]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2片x3板
[刻康]妇炎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5gx4袋
[海外]妇炎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27丸x4板
[广仁]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g

[龙发]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4板
[长源]痔疮止血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30粒x6板（每5粒重

1g）[午时]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恒拓]抗宫炎分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3板
[亿康]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人生]复方羊角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4片x2板
[隆泰]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兰河]海贝胃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5gx12粒x3板

[新生命]满山白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0ml

[禾邦]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安友]阿拉坦五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每10粒重2g)
[安友]消食十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
[加劲]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仙露]石榴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8丸x2板

东乐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片x2袋
[昌都藏药]帕朱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8丸
[关爱]乳核内消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mlx6支
[银诺克]喘咳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佳泰药业]维C银翘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gx12粒x2板
[希尔安]金蝉止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8gx12袋

莱阳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大明宫]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4丸x2板(每10丸重

6g)[昆明中药]感冒疏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奇特]人参健脾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韩都]灵芝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7gx12粒x2板

[红会]橘红枇杷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8gx12片x2板(薄

膜衣片)
[正堂]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花城]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8gx12片x2板（薄

膜衣）
[济安堂]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天生]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0片x3板

[诺金]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银诺克]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7gx12粒x3板
[天泰]养胃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米阿卡]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9袋



[百姓堂]前列回春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5片x2板
[太极]风湿马钱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17gx28片
[绿丹]妇科止血灵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7gx45片

[陕西海普]倍芪腹泻贴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5gx2贴
[旭阳]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制克]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30ml
[嘉力]清热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仁和可立克]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2粒x2板
[飞云岭]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8片x2板
[谓乐新]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4板

[博士宝宝]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君山]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4片x6板

[商丘金马]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德众]维C银翘片(双层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普济堂]槟榔四消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人民药业]蛤蚧定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8袋
[晨牌]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粒x4板
[六福堂]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旭华]肾石通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4gx10袋
[人民药业]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粒x3板
[普济堂]木香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丸

[安徽金马]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6片
[桂西]妇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9粒x2板
[巨虹]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0片
[金鸿堂]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24片x2板x2盒

[中蒙]红花清肝十三味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0粒x2板
[沈阳红药]小儿牛黄清肺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25gx24片

[真雨]复肾宁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病综合征 0.52gx12片x3板
[广宇]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40片

[商丘金马]孕妇清火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我爱你]黄苦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内赠冲洗器)
[百琦]乳核内消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gx12片x3板
[御室]养阴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灵峰]金鸡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7gx12片x4板
[新安]小儿消咳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片x2板
[知恩]滑膜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5gx18片x2板

[镇南王]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飞云]雷公藤多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100片

[大陆]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海外]肝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4板

[中辰]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24片
[永孜堂]天麻醒脑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gx12粒
[吉祥春]复方石淋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45gx18片x2板
[三花]健胃消炎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12袋

[黄石飞云]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佐今明]感冒解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2袋

[修正]舒心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4gx10袋
[子仁]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22袋

[佛慈]小柴胡汤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0丸
[欢宝]妇洁阴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50ml

[张恒春]柏子养心丸（水蜜
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6g



[商丘金马]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商丘金马]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盛辉]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5cmx11cmx5贴
[金鸿堂]宁神补心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24片x2板
[迪康]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12袋

[正元盛邦]桂枝茯苓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丸x2袋x3小盒

[罗裳山]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5袋

[延生护宝]眠安宁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6支

[太宝]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9袋

[天士力]板蓝根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5gx10片
[恒诚]野菊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9袋

[葫芦娃]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汉森]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时代阳光]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同仁堂]老年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2板

[宏济堂]喉症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90粒x2瓶

[修正]温肾前列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12粒x3板
[天施康]钻山风糖浆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00ml
[巨能]长春宝口服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lx20支

[平康]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50粒
[御金丹]藿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6g

[修正]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9袋
[方健]清热凉血膏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0gx2瓶
[达仁堂]止嗽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0丸
[石药]越鞠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百益]冻可消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40g
[古汉]蜈黛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俊宏]小儿消咳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0片
[同仁堂]小儿清热止咳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0丸

[福寿堂]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5板
[仁德]肝速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3gx12粒x3板
[佛仁]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9袋
[佛仁]槟榔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新安]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3板
[德康]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45片

[莘原]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片x4板
[遵义华卫]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0粒x6板

[龙泰]荨麻疹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8袋
[奇特]那如三味丸(安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粒x3板
[诺得胜]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百神]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贵州安康]小儿肺炎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肺炎 0.6gx10包

[优贝滋]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济仁]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0粒x4板

[普正]小儿腹泻宁合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lx6支
[东方]半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飞云岭]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8片x2板
[通化百信]利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



[普正]小儿感冒宁合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丹蓝]复肾宁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2粒x4板
[大峻]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0粒x2板
[东北亚]痹痛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gx12粒x3板

[同康]痰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60片
[万通]复方石淋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2片x4板

[斯威]胃立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片x3板
[良方]消结安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8gx12粒x2板

[芸峰]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仁和]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1gx15片x2板

[元宁]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10袋
[振霖]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5粒x4板

[蒙药]五味沙棘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5袋

[健丰]川贝罗汉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6袋
[宏济堂]复方西羚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24片

[民泰]补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30片
[润华]小儿双金清热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银诺克]净石灵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5粒x3板
[康尔佳]溃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百花]罗汉果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2板
[白云山]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6袋
[富兴飞鸽]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3板

[苗泰]妇乐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8袋
[三仁堂]双金胃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博祥]治偏痛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x6袋

[米阿卡]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大力神]金果饮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0ml

[一康]清淋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3gx8袋
[新宇]胃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4板

[九华华源]百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陕西科学院]跳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8片x2板
[育林]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仙宝]温胃降逆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gx6袋

[中天泰科]麻杏止咳片(薄膜
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24片x1板
[同药集团]仲景胃灵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gx12袋
[中蒙]胡日查六味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30粒x2板
[佛仁]清肺抑火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9袋
[茂祥]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七星山]小儿消咳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片x2板
[跨海]开胸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2片x2板
[仙草堂]腰腿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0粒x3板

[双药]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立效]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永孜堂]八味肉桂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粒x3板
[环科]宫瘤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粒x4板
[安华]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仁和]健胃止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5片x2板



[燕舞]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1袋
[远大国奥]小儿广朴止泻口服

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肠炎 10mlx6支

[沈阳红药]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远大国奥]清咳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6袋

[葫芦娃]夜宁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5gx10粒x3板
[恒拓]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南国]十滴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5mlx10瓶

[广宇]四季三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四方箄]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00片

[英平]感冒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8袋
[久铭]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x3板
[吴蛇]药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8g

[克快好]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立效]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gx6袋

[颐圣]喉痛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6袋

[雷氏]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蒙药]肉蔻五味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5粒x4板

[百年康鑫]消食养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48片
[刻康]肠胃宁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8片x2板

[华侨]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10袋
[强身]人参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2袋

[同仁堂]参苏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6袋
[丹龙]黄连羊肝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6袋
[龙门]安神补心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2gx100片
[青云山药业]和胃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泰康]肠舒止泻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2片x2板
[华瑞]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9袋
[泰康]安胃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2板

[万和]朱砂安神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御生堂]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0丸
[太极]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3板
[太子]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一新]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华山牌]清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gx12片x2板

[隆顺榕]孕妇金花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6gx12片x2板
[心正]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0片x4板

[天津中新]华山参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mgx50丸

[国光天王]壮骨麝香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4片
[迪康]龙七胃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5gx12片x3板
[宏兴]翠莲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中族]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金七]七叶神安滴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80丸
[荣昌制药]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中和]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2gx12片x2板
[太极]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白云山]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盛杰奥]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24片x2板

[恒祥]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通化长城]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8片x2板



[桂西]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5ml
[华元医药]三七伤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3gx12粒x3板

[修正]养心安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2粒x2板
[金碧制药]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2板

[顺健]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升和]消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7gx12粒x2板

[九鑫]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3板
[马应龙]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太极]咳舒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辽宁康泰]舒筋定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片x4板
[葵花]舒筋活血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gx10丸
[神芦]羚羊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gx10粒x2板

[美大康]当飞利肝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粒x3板
[龙都]晕痛定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27粒
[丽珠]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滇中]肠舒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粒x3板
[京万红]国公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28ml

[君碧莎]飞扬肠胃炎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5gx12粒x3板
[万山红]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民生]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修正]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20袋
[亚洲制药]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振霖]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3板

[太福]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蒙药]槟榔十三味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粒x2板
[中鼎]开胸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0片x3板
[立效]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本真]千喜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1gx12片x3板
[格瑞林]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中鼎]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安阳中智]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9.5cmx4贴x2袋
[中鼎]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5粒x2板
[老中医]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70g

[司空山]断血流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gx70片
[武都]天麻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袋

[迪康]宝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6袋
[以岭]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30粒

[吉春黄金]耳聋左慈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24丸x2板
[武都]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桂西]跌打扭伤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仁皇]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0袋

[三精]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1gx12片x5板（糖

衣片）
[地康]独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5gx1张

[百泉]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粤威]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9.5cmx4片x2袋
[天光]海珠喘息定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龙牡]小儿解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5gx12袋
[本草堂]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4粒x3板
[银诺克]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中美华医]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10粒x4板
[德众]枇杷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0粒x2板
[诺得胜]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8片x3板

[华神]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太福]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2板

[百益]麝香追风膏(弹力微孔透
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5cmx11.6cmx6片x3
袋[玉川]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00片

[广仁]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40片
[通化百信]接骨续筋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4片

[银诺克]五福化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0丸x2袋(每100粒重
10g)[杏林白马]灵芝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60ml

[玉林]止血灵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5gx10粒x2板
[康源]麝香镇痛膏(微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7贴
[叶开泰]麝香追风膏(微孔透

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3片x2袋

[愉泰]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基片重
0.35g)[南昌制药]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羚锐]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10贴
[普正]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嘉美得]一扫光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科辉]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藏峰]复方藏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ml
[济仁]前列闭尔通栓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2gx8粒
[旺龙]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6袋
[格瑞林]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x2板

[康森]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12袋
[仁和]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德福康]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片x5板

[美东]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8片x2板

[莱达]肠胃适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2粒
[新峰药业]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片
[济仁]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百益]筋骨宁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片x2袋

[希尔安]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太和]小建中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观鹤]骨刺平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片

[周百通乐]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5gx12粒x2板
[新博]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9袋
[诺金]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20片x2板

[昆药集团]黄藤素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2片
[红石]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白云山]固肾定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5g

[东泰]灵芝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2片x2板
[南洋]银花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1袋
[999]健脑补肾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丸x4袋

[皇象]强力止咳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1gx18片x2板

[大恒]灵丹草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9粒x2板

[太极]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钧安]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东盛]脑力静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68ml
[御金丹]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鼎鹤]天麻头痛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1gx18片x2板
[福瑞堂]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4板

[力胜]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丸x3袋
[大感叹号]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6粒
[龙亭]复方硫黄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50g

[海尔思]抗宫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6gx18片x4板
[朱养心]治伤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3板
[长城]丹七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6gx30粒
[川石]复方硫黄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50g
[金寿]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片x10袋
[福广]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桐菊]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贴x2袋
[莫愁]新清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4板

[重庆九厂]麝香活血化瘀膏(微
孔无纺布)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片x2袋
[盘龙]盘龙七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8片x2板

[陪都]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片x4袋
[仁和]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2板

[广盛原]抗骨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gx10丸x2盒
[恒健]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7cmx5片

[银诺克]克银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0gx4袋

[余良卿号]活血止痛膏(弹力透
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x1袋
[方盛]复胃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12片x3板

[中一堂]清肠通便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12粒x2板
[中天金丹]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片

[福寿堂]清热暗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gx10粒x4板
[中天金丹]银黄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7gx24片

[吉春]乳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8gx12袋
[银诺克]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2板
[红石]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仁源堂]消朦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5gx12片x3板
[普济堂]琥珀抱龙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8gx10丸
[金页]罗汉果玉竹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gx9袋
[仁源堂]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9袋
[金宝]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2板
[仁源堂]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2gx12片x3板
[信谊]醋酸泼尼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00片
[七星山]接骨续筋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2板
[三鹤药业]伤科万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仁源堂]接骨续筋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3板
[仁和]红香止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内附药用喷雾

剂泵)[远洋]滑膜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6gx12片x2板
[云南龙海]清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2片x2板
[华太]萘普生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20片x2板

[仁源堂]净石灵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0片x3板
[仁源堂]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3板

[南京同仁堂]天王补心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
[修正]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5袋
[亿帆]祛风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片x4板



[摩美得]骨质宁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ml
[吉春]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片x3板

[汉安]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20袋
[玉仁]胃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4板

[汉源]耳聋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0.54gx15片x3板
[俊宏]通舒口爽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5gx16片

[天球]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中族]儿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贵州百灵]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华源]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粒

[晨牌]安神补脑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2粒x2板
罗浮山百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3ml

[今越]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12片x4板
[云龙]舒筋定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8gx12粒x2板
[恒科]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1袋
[希尔安]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2板x3小

盒[佑美]胃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粒x5板
[景忠山]耳聋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0.42gx12粒x2板
[修正]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5袋

[天方]苍苓止泻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lx6支
[顺健]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8粒
[中一堂]虎杖伤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999]复方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诺金]胃复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5粒x2板
[宛东药业]国公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00ml
[健民]羌月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屏山]三黄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40g

[森科]苍耳子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2粒x2板
[天施康]复方夏天无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2gx36片
[银诺克]风湿关节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东格尔]石榴健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2粒x2板

[云南白药]麝香跌打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2袋
[石药]羚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2板
[鹅城]骨刺平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片

[人民药业]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2板
[广东九连山]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24片x2板

[银诺克]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3板
[津奉]疏痛安涂膜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盾克]感冒止咳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1板
[明太医]拔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6张

[盘龙]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24片x2板
[方盛]独一味颗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gx9袋
[三乐]活络消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5gx15片x2板

[真元]龙泽熊胆胶囊(熊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2粒x2板
[力强牌]拔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5张

[宇妥藏药]肝苏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2gx12粒x2板
[天龙]疏痛安涂膜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银诺克]肾炎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12片x4板

[海外]喉舒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粒x2板

[山东健民]新复方大青叶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天光]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0粒x2板
[福广]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x2小盒
[普正]清热暗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gx10粒x2板
[旺林堂]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仁和]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人福医药]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6袋
[天龙]骨质宁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ml

[中天泰科]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24片x1板
[齐源堂]复方杏香兔耳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2粒x2板

[芙原]积雪苷霜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2.5%)
[恒拓]肾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35gx12片x3板

[太极]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5片x3板
[蒙药]协日嘎四味汤散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3gx5袋

[冀衡]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3gx12片x4板
[奇特]复方石淋通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2gx12粒x3板

[敬修堂]双龙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8片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16粒x1板
[奥奇宁]骨康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4gx12粒x2板
[万通]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敬修堂]琥珀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cmx10cmx4片x2袋
[辉南三和]荡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片x2板x2盒
[万通]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3板

[太极]舒筋活血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15片x4板
[禅方]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0片
[同安]清凉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6片
[方略]五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5片x2板（糖衣片）

[包头中药]茴香橘核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gx6袋
[仁和]跌打损伤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gx8袋(每100粒重约

2g)[太极]伤科活血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六棉牌]清凉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6片
[晁氏]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2板
[百泉]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0片
[金丹]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gx12片x4板
[大峻]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2板

[昆中药]柏子养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20袋
[神威]脑力宝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gx100丸

[敖东]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通园]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8支

[大金大]金花跌打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吉特]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片x5板

[思壮]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6ml
[莘原]连蒲双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

[苗一]香砂养胃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5gx12粒x2板
[青松]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4板

[贵州百灵]血美安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7gx12粒x5板
[药邦]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x10cmx3贴x2袋
[回音必]柏洁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
[美伦]速感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玉君堂]辽源七厘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gx10袋

[白云山]骨仙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3gx72片
[普正]消肿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粒x3板



[永利]小儿牛黄清肺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gx7袋
[科尔沁]透骨灵橡胶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2贴x2袋

[星辰牌]蒲地蓝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3板
[康立达]肝胃气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gx12片x3板
[天星]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4粒x2板x3小

盒[中华]妇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3板
[宝龙]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00丸
[太极]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3板

[龙发]复方大红袍止血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5gx12粒x2板

[贝瓦]双黄连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相当于净饮片15

克)x10袋
[修正]安神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

[华科]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6gx12片x3板
[济仁]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9片x5板
[方健]清热神芎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9gx6袋

[华太]化痔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26gx18片x2板
[华侨]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丸x12袋（浓缩

丸）[希尔安]牙痛清火口服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lx6支
[康源]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13cmx5贴

[宝瑞坦]宁嗽露（糖浆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米阿卡]小儿风热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天强]桂枝茯苓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丸
[罗浮山国药]健肝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36粒

[百思特]消瘀定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4袋
[湘雅]健胃愈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3板
[白云山]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48片
[银诺克]乳核内消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mlx10支
[天辰]克痤隐酮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5g

[白云山]鼻舒适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48片
[精华]季德胜蛇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gx15片x4板
[东泰]百癣夏塔热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4gx9粒x2板
[仁和]宫炎平分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2片x2板
[盘龙]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8片x2板
[惠美佳]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9贴
[三精]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4袋
[新功]复方蛇脂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摩美得]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9袋

[正元盛邦]连翘败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云中]红金消结浓缩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0丸
[海外]花蛇解痒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35gx14片x2板
[东新]当归苦参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5.5gx6袋
[永康]小金丸(微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6gx4袋

[济世]附子理中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0丸
[利民]复方蒲芩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2粒x3板
[天龙]老鹳草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
[澳华]皮敏消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4gx10粒x2板
[嚊速慷]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2板
[诺得胜]鼻渊糖浆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0ml

[太极]安神补心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2gx15片x3板
[福寿堂]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ml

[玉兰]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6袋



[天光]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4袋
[古城]清肺抑火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袋

[东方]宁心益智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银诺克]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3板

[大陆]天王补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每5丸重1g）
[葫芦娃]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隆中]川贝雪梨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振霖]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0片x4板

[大陆]柏子养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每5丸重1g)
[诚信]接骨续筋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5gx15片x2板
[一半天]保妇康凝胶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gx4支
[玉林]防芷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片x2板
[修正药]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5片x2板

[飞云]夏枯草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98g
[紫光辰济]舒肝快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丸x3板
[漳州生化]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36片x3瓶

[爱100]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临清华威]磁朱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gx20袋

[一晟达]金甲排石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5粒x2板
[鑫瑞]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吉通]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4gx12片x3板
[新汇]九味肝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2粒x3板
[集琦]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天翼]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0粒x4板
[迪赛]口腔溃疡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3gx6片x2板

[唯正]冰硼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gx12片x2板
[三金]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欣欣]消炎生肌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20g

[叶开泰]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贴x3袋

[新峰药业]喉疾灵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0片

[天光]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7袋
[华源]槐角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48g
[白云山]防芷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6片

[广东九连山]防芷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4片x2板
[澎健]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8片x2板
[孔府]胃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6袋

[大恒]滋阴润肠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10支

[雷氏]百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48片

[太极]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俊宏]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粒x2板
[哈药]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3gx15粒x3板
[颐生]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5gx18片x2板
[亚大]千柏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5gx10粒x2板

[广仁]木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40丸
[辉仁]伤科跌打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24片

[修正]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2板

[九州通]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4板



[百善]克痹骨泰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5gx24粒
[商丘金马]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天圣]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6袋
[益泰]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天星]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4片x2板

[人生]伸筋丹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15gx60粒
[华科]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0粒x3板
[晁氏]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片x3板

[和盛堂]金参润喉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0ml

[雅彤宝]石辛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6gx8片
[太极]板蓝根颗粒(儿童装)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20袋

[惠州中药]黄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6粒
[华太]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3gx12粒x3板

[沃华]琥珀消石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6袋
[太极]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天原]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中鼎]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5片x3板

[博祥]新雪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6gx12片x2板
[江西民济]田七跌打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gx6袋

[海纳]肾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3gx48片
[通化百信]补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片
[远达]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40粒
[仙竹]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片x2板

[太极]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沈阳红药]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6gx40片

[惠美佳]伤湿祛痛膏（袋装）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10贴
[信邦]脉血康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2粒x4板

[普正]山楂麦曲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gx9袋
[山虎]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g

[积大]盆炎净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0gx12袋
[太极]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9袋

[太极]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天宏]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6片x2板

[慧宝源]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奇正]洁白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10丸x2板
[豪运]肾炎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23gx12片x3板

[万高]独一味分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2片x2板
[松鹿]天王补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金寿]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9.5cmx4片
[仁和]妇炎净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片x3板

[东方]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0片
[修正]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汉方]清火养元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
[重庆和平]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21袋
[天德]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2袋
[绿金子]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天强]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重庆九厂]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8片

[全鸡]独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5gx1张



[安阳中智]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9.5cmx3贴x2袋
[华龙]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华佗]止泻保童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肠炎 2.5gx6袋
[卓攀林]独一味颗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gx9袋
[德元堂]伤痛宁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6gx12片x3板
[龙鑫]荨麻疹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5袋

[中大]防芷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片x4板
[明日]华佗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8g

[银诺克]白癜风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30丸x1板

[嘉宝]消风止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gx12袋
[南京同仁堂]消风止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x8袋

[广元蓉成]麻杏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18片（糖衣
片）[在田]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好医生]抗感颗粒(儿童装)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9袋
[老山]胃乐宁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3gx100片

[格瑞林]银柴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20袋
[目秀]夏天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钧安]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恒霸]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粒x2板
[安邦]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3板
[葵花]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7片

[奇特]参苏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6袋
[青峰]天麻头风灵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片x2板
[参鸽]跌打损伤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gx6袋
[冠峰]感冒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ml
[远达]骨折挫伤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9gx30粒
[飞龙]骨质宁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ml
[冠峰]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龙牡]小儿宝泰康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华佗]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辉南三和]清心明目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4袋
[隆中]复方百部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汉王]强筋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3gx12袋
[隆中]独活止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华佗]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60粒
[博祥]云芝肝泰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gx10袋

[南大博仕]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南珠]银花芒果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同人泰]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鑫烨]熊胆粉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仁和]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2袋
[太极]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10袋

[银诺克]康乐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3gx12片x2板
[奇特]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6袋

[隆中]天王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
[人福]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3板

[鹿王]蛤蚧定喘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10袋
[余良卿]舒筋活络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

[允奇]小儿咳喘灵颗粒(水果
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5袋
[日田]复方百部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茂祥]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3板
[金寿]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

[复盛公]龙胆泻肝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40丸
[福寿堂]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9袋
[金太阳]结石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0片

[得菲尔]止嗽咳喘宁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ml
[白云山]珍珠胃安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16袋
[舒枫宁]疏风定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丸

[延生护宝]芩翘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6支

[天方]独一味分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2片x2板
[东泰]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3板
[君寿]愈伤灵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3板
[东泰]乳泰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5gx12粒x3板

[白云]愈伤灵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3板
[亚洲制药]咳喘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9袋
[乐氏同仁]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5板
[金宝]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30粒
[广仁]川贝止咳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旺龙]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巨虹候独青]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x3板
[亚大]双黄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粒x3板

[太极]消咳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片
[天生]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允泰]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寿仙]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2板

[苗泰]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片
[可济]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40片

[西安北方]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2板
[泰康]兰草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粒x3板

[辅仁]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万通]莱阳梨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8gx9袋

[真还珠]消朦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5gx12片x3板
[屏山]麝香正骨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伊顺]板蓝根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2mgx20丸x6袋
[亚泰]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6片x2板
[吉德祥]止嗽扫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6袋

[悦胜]乳泉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gx6袋
[正茂]小儿解感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3gx18片x2板
[星宝]益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2粒x2板
[东泰]妇炎净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8片x2板

[天泰]风湿圣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3板
[金页]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太子]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吉民]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x2袋
[旺龙]牛黄清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俊宏]肿节风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5gx10粒x3板
[旺龙]桂枝茯苓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丸
[岷海]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

[长化]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大陆]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00丸



[国帝]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7gx12粒x4板
[旺龙]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72片
[达仁堂]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东泰]消糜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gx6片
[芙宝]烧伤止痛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40g
[隆中]川贝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g
[德致]小儿疳积糖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5gx12袋

[罗浮山国药]消炎利胆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36片

[万德]肺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5gx18片x2板

[东泰]前列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8gx12粒x2板
[旺龙]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恒诚制药]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4片
[百可息]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3板
[滕王阁]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冯武臣]康复灵药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g

[仲景]小柴胡汤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0丸
[大康]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旺龙]猴头健胃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4gx40粒

[仁源堂]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4板

[旺龙]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旺龙]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力强牌]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3贴x2袋
[仙草堂]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7gx12粒x2板
[旺龙]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粤威]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4片x2袋

[亚泰]木瓜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6gx12片x4板
[重庆九厂]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8片
[旺龙]槟榔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旺龙]舒肝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余良卿]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0贴

[刻康]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18片x1板
[旺龙]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老中医]胃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6袋
[百善为民]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7gx20片x3板
[汝立康]溃疡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x2板
[康弘]感咳双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粒
[旺龙]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津奉]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

[海外]聚维酮碘栓(大佳)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mgx8粒
[旺龙]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8丸
[吉春]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2丸
[得菲尔]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2粒x2板
[辉南三和]胃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gx3袋（每20粒重1

克）[吉春]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4粒
[寿仙]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2板
[吉春]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南昌制药]妇炎平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95gx9片

[盾克]肺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5gx20片



[云南龙海]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旺龙]姜枣祛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5gx6袋
[泰乐]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粒
[太福]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百泉]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岷州]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3板
[密之康]龙胆泻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12片x2板
[神农]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0袋
[国发]胃肠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8gx10袋
[九研]橘红枇杷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粒x2板
[西峰]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9袋

[宁竹]冰硼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gx10瓶
[世一堂]牛黄清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西峰]胃舒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东泰]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8粒x2板

[百思特]骨友灵贴膏(打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4袋
[久铭]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丰鹿牌]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片x3板
[东泰]盆炎净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6gx12片x2板

[修正药]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龙发]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7板
[维威]复方鲜石斛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gx10袋
[海外]前列回春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2片x2板
[利民]柴黄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6gx12粒x2板
[双药]胃刻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1gx18片x2板

[普正]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2gx12粒x2板
[泰康]胃舒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3板

[宝龙]附子理中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g
[澳利达]清热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2gx12片x4板
[银诺克]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石药]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5gx12粒x2板

[希尔安]溃疡散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希尔安]前列舒乐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2gx12片x3板
[逢春]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0袋
[福康]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5粒x2板
[修正]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5袋

[利民]天麻头风灵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gx12粒
[维康清畅]银黄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7gx8袋
[石药]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袋

众生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1gx12片x2板
[正和]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2片x3板

[旺龙]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6板
[旺龙]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沈阳红药]清胃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9gx10丸
[嘉应]金菊五花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迪泰]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旺龙]止嗽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0丸
[惠州中药]黄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粒x2板
[俊宏]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片x3板
[百琦]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5gx15粒x3板



[华源]金花消痤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景忠山]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2板

[海外]金菊利咽口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gx10片

[摩美得]双金胃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4板
[允泰]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45ml

[南京同仁堂]舒肝理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0g

[观鹤]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4片

[真元]利咽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4片x2板

[杜清]杜记独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
[中族]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鹿王]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0粒x3板

[金北药]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8片x3板

[百维]新复方大青叶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20板
[希尔安]千柏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5gx12粒x2板
[福和华星]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粒x3板
[晁氏]复方大青叶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6支

[星辰牌]蒲地蓝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5板
[银河]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20丸

[九龙]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5片x2板

[仁和]伤湿解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7贴
[三木]灵仙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2板

[哈高科]清开灵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好达舒]止咳平喘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济药]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60丸
[佐今明]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7gx24片x2板
[冠峰]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利君]妙济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丸
[仁德堂]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7gx12粒x2板
[大康]复方川贝精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0片
[明仁]四季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1gx12粒x3板
[迪康]幼泻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6gx9袋

[大康]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海力医生]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20片x2板

[得菲尔]哮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益佰]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跨海]风湿关节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南京同仁堂]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御金丹]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40g

[禅方]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万年青]银菊清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天威]保和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lx6支
[皇威]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24片x2板
[永利]刺五加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平光]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余良卿号]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吉春]活络镇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gx15片x2板
[金钟]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黄石卫材]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太极]咳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2袋

[海尔思]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2gx10片x12板(薄
膜衣)[江苏华神]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通园]活血镇痛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60粒
[济世]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0丸(浓缩丸)

[亚宝]盆炎清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粒(配有指套)
[南京同仁堂]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45片
[山西黄河]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

[众禾]脑力静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mlx2瓶
[强身]前列回春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0粒x3板

[修正]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12片x2板
[百维]喘舒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4片

[佳泰药业]舒安卫生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gx7粒
[圣民]板蓝根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江西民济]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天福康]附子理中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60丸

[民生]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5片
[棒棒龙]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圣特]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同仁堂]槟榔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君安]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陪都]麝香壮骨膏(弹力 微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5片
[禅方]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9袋
[葫芦爸]肠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2板

[铭杰]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华源]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40丸

[远东]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景忠山]脑灵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8片x2板

[滇珍本草]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青峰]山香圆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4gx12袋

[世彪]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慧宝源]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春晖]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益民堂]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
[益佰]泌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6gx7袋
[晁氏]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嘉应]消炎利胆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志远]辛芩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5gx9袋

[远清]妥布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10ml:30mg(0.3
%)[岷州]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8袋

[人民药业]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6袋
[石家庄四药]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4板
[天星]菊蓝抗流感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升和]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葫芦娃]小儿康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0gx6袋
[奇正]清肺止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50丸



[甘露]回生甘露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40丸

[杏林]复方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6粒x2板
[万人]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9袋

[太极]锡类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g
[修正]暑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gx10袋

[天德]十滴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500ml
[百花牌]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片x2板
[太极]加味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gx9袋
[太极]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20袋
[传国神麒]黄芪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55gx4片x6袋

[纯正堂]玉叶金花清热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gx12片x2板

[华源]健脾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中泰]熊胆痔灵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6粒

[宝龙]健脾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中天金丹]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禾邦]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10袋

[太极]清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8gx50片
[修正]刺五加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长化]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修正]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3板

[商丘金马]沉香化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英雄]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星宝]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3板x3小

盒[商丘金马]参苓白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云植]云南红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2粒x2板
[商丘金马]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金药师]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20袋
[允泰]养阴清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普林松]活络消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5gx12片x4板
[香菊]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慢严舒柠]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马王堆]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九郡]四季三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康尔佳]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诺迪康]十味蒂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5gx10粒x2板
[永乐]砂连和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2gx12粒x3板
[禾邦]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龙之源]参苓白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科创]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6袋
[九芝堂]桂枝茯苓丸(包衣浓缩

水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6丸(素丸每10丸重

1.5g)[振霖]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3片x3板
[舒药]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3板
[博祥]藤络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2gx15粒x3板
[天星]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2板
[孔圣堂]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嘉应]吐泻肚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0粒x3板
[仁济堂]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汉方]日舒安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50ml



[哈药]强力脑清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1gx15片x4板
[光宇利民]二十五味珊瑚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丸（每4丸重1g）

[修正]银花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gx6袋
[海南制药]一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75gx10粒x2板

[古城]胃立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5gx12片x3板
[仁和]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济世]健脾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0丸
[华宇]裸花紫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片x3板

[海外]痔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9粒x3板
[健兴]感冒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2.5gx12袋

[乌苏里江]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gx12片x4板
[抚松制药]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片x2板

[辽宁美大康]芩黄喉症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4gx10粒x3板
[辅仁]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东宝]枣参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24粒
[岷海]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梅峰]胃得安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75gx36粒
[万德]妇科止血灵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5片x2板

[西安大唐]醒脾开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4gx6袋
[红绿灯]护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邦琪]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科伦]胆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36粒

[三精]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糖衣片)
[吉特]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8片

[好博]元胡胃舒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7gx12片x3板
[千珍]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太极]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8袋

[昆明中药]和胃疗疳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gx10袋
[厚生]穿心莲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炎黄本草]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0丸（浓缩丸)
[正尔]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正堂]西青果茶(藏青果茶 原
名藏青果冲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0块
[连乡]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8袋
[同达]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天德]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1袋
[贵州百灵]结石清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粒x3板
[蒙药]那如三味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0粒

[御室金丹]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吉特]化痔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3板
[龙门]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x2板

[东润联合]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2板

[健宜乐]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8片x2板

[白猫]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吕梁]天麻蜜环菌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5gx12片x3板
[冀衡]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红石]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5粒x2板
[云植]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金鸡]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隆顺榕]百花定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6gx12片x2板
[大千]九味羌活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9袋



[康普]裸花紫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片x3板
[恒祥]复方鸡内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5gx100片

[陪都]精制狗皮膏(弹力 微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13cmx5片x2袋
[跨海]藿香正气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片x2板

[仁和]炎热清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8片x2板
[真元]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56片（糖衣

片）[昌弘]护肝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20片
[万寿堂]妇科止痒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2片x2板
[灵泰]醒脑安神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4gx36片
[昊邦]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8袋

[大峻]治偏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5gx9粒x3板
[银诺克]溃疡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x2板
[中族]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片

[禾邦]龙胆泻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立效]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海外]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4丸x2板

[新安]胆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片x3板
[全鸡]万应宝珍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gx3贴

[奇特]羚翘解毒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鹤壁中药]四方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粒x2板
[中联]强力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得菲尔]感冒康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时代阳光]参苏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10袋

[珍视明]口腔炎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l
[长化]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
[禅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大峻]参芪五味子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gx12粒x3板
[平光]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9gx10丸

[大陆药业]腹痛水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3瓶
[仁和]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8gx6片x3板
[忠宁]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禾邦]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加劲]咳特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片x4板

[仁民]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0粒x4板
[太极]复方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金丹]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重庆赛诺]蛇胆陈皮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翔宇红衣]蒲苓盆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0gx9袋
[修正]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粒x3板
[人民药业]唇齿清胃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5gx8袋
[三金]玉叶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12袋

[可济]胃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2板
[邦琪集团]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5支

[老方]金胃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粒x2板
[花红]咳宁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罗定]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片

[吉春]咽炎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gx8片x2板

[阿房宫]润喉药茶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12袋



[鸿烁制药]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每片含盐

酸小檗碱30mg)
[天煌]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6袋

[同药集团]温脾固肠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6袋
[华侨]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0袋

[石药]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10袋
[逸舒金装]化痰消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4板
[大亚]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方略]金菊五花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5袋
[白云山]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九寨沟]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汉王]珠芽蓼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6袋
[新新]天麻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0g

[利华]猴菇饮（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lx10支
[冠峰]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立效]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20袋
[回音必]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68ml
[金汇]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10袋
[科伦]金刚藤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85gx24粒
[金汇]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4片x2板
[中联]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石药]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英雄]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旺龙]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普济堂]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好医生]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6gx20片x3板
[天马山]解痉镇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银诺克]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15片x2板
[世纪神龙]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
[木鱼石]牛黄清火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南峰]复方猴头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2袋
[盘龙]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红石]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8片x4板
[木鱼石]小儿清肺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5gx6袋

[大洋]金胆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2gx12片x4板
[木鱼石]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
[威门]抗病毒咀嚼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75gx8片x2板
[香菊]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20袋
[甘南藏药]洁白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丸x2板(每4丸重

0.8克)[观鹤]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同联]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0粒x2板
[普济堂]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银诺克]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美伦]复胃散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x3板
[万通]胃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24粒x2板

[德鑫]妇炎康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9板
[东新]胃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gx6袋

[回音必]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神华]灵芝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7gx10粒x3板

[太福]川贝梨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隆中]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香菊]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德昌祥]复方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g
[海外]接骨续筋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5片x3板

[辽宁康泰]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9.5cmx10片
[仁悦]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亚宝]胆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00片

[南宁康诺]西青果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9袋

[太极]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2片x2板
[摩美得]小儿清热宣肺贴膏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8cmx6贴

[粤威]骨增生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7cmx10cmx7片
[太极]参苏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6袋(每10丸重

0.6g)[恒健]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10%)
[骅成制药]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5片
[九典]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粒x3板

[斯威]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26gx12片x2板
[康惠]西帕依麦孜彼子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9片x2小盒

[康尔佳]肠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南京同仁堂]止嗽化痰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6袋

[百姓堂]消肿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5gx12片x4板
[泰乐]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
[汉宝]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0片x3板
[济仁]除障则海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53gx12片x4板

[海口奇力]枫蓼肠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7gx12粒
[太极]抗骨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gx20丸
[鑫瑞]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大连汉方]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5片x3板
[天德]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百会]复方鲜石斛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gx20袋
[仟源]苦参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1gx7粒
[民泰]炎立消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瑞香]氯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0mg
[御金丹]香砂六君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0丸

[石药]牛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2gx24片x1板
[世彪药业]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3板

[花红]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200片
[金鸿堂]健胃止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24片

[维威]陈香露白露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2gx12片x2板
[五景]复方硫酸新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ml
[燕舞]小儿咳喘灵泡腾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5袋

[三箭]复方枇杷叶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玉仁]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1gx12片x4板
[天光]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5片x2板
[嘉恒]脑灵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5片x2板

[陈李济]咳喘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5g
[德昌祥]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3板

[粤华]鼻咽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8gx36片
[大康]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步长]肝康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0片x3板
[何济公]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欧氏]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8粒



[莘原]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雨林]龙血竭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8粒
[葵花]感冒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2袋
[怡保尔]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12片x2板

[同人泰]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0片
[博祥]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4粒x2板
[永孜堂]舒筋定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2板
[达仁堂]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广西天龙]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诺佰瑞]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5片x2板

[天强]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2板
[葵花]胃痛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邦琪]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天福康]明目地黄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40丸
[普济堂]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时代]喉康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g

[大唐汉方]龙血竭片（肠溶
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12片x2板

[中泰]喉痛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gx10袋

[银涛]六味安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粒x4板
[平康]头风痛丸(水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8gx10袋
[银河]朱砂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轰克]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3.75mg

[银诺克]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2板
[人福医药]参麦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gx9袋

[安徽威尔曼]藿香祛暑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45gx24粒
[天施康]抗宫炎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48片(0.25g/片芯)

[广宇]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48片
[华佗]咳喘舒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3板

[蒙药]健胃十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粒x2板
[巨仁堂]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4板
[景忠山]咳喘舒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8片x2板

[吉林华威]翁沥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2板
[万通]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2片x3板

[惠州中药]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0片
[诺安]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仁和]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ml:15mg

[峨嵋山]柠檬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75.0mgx15粒x4瓶
[济仁]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
[汉源]天麻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19gx12片x3板x2盒
[希尔安]茵花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50ml
[颐圣]养胃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2板

[奇特]舒肝健胃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孔孟]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皇象]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龙泰]羚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佛仁]木香分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太极]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0片
[佰铭康]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24片x1板



[太极]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太极]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2gx12片x3板

[东圣]小儿止泻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6gx10袋
[三迪]黄藤素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1gx20片x1板

[普正]重感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仁和]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4板
[中智]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999]消痔软膏（挤压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5gx4支
[葵花]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80片

[白云山]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世康特]复方猴头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2袋

[葵花]安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100片
[华洋]润肠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48粒

云南白药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gx6支(卫生护垫6
片)[荣昌制药]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10粒

[金兴]复方鸡内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5gx100片
[正大青春宝]养胃颗粒(未添加

蔗糖)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2袋

[健民]安眠补脑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华洋]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东芝堂]附子理中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0丸
[奇特]柴胡舒肝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0丸

[天龙]止痒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ml
[景岳堂]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普壮]养胃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2板
[致和]舒肤止痒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ml

[新汇]猴头健胃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4gx12粒x3板
[如意]黄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39gx10粒x3板

[瑞华]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鹿王]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2板

[抚松制药]复方贝母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糖衣片 

片芯重0.3g）
[摩美得]喘嗽宁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6gx15片x2板

[科力]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朝花]牛黄清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片x2板
[辅仁]复方胃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3板

[玉瑞]薄荷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华峰]喘舒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2gx12片x2板
[益佰]心胃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

[金泉宝山]治糜灵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65gx6片（配外用

一次性指套）
[惠松]小柴胡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5gx10袋

[华雨]止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华圣]痛克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米阿卡]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10袋
[茂祥]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5板

[恒金]抑眩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gx10粒x3板
[修正堂]感冒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8袋
[东信]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金泉宝山]消风止痛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3板
[六福堂]藿香正气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20片x10袋



[德康]前列舒乐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5gx12片x2板
[蒙欣]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葵花]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万寿堂]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8片x2板

[中国药大制药]曲尼司特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1gx12粒x2板
[中族]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葵花]复方苦木消炎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8gx12片x3板
[长天]心肝宝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0粒x5板

[修正]化痔灵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3板
[瑞霖]川贝止嗽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保利]兰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片x2板
[正堂]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吉特]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20粒x2板
[葵花]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银诺克]利鼻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片x3板
[方盛]野木瓜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45gx12粒x3板
[京新]养阴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鹿王]百合固金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仁源堂]益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2粒x2板
[步长]消石利胆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gx18粒x2板

[嘉仕力]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l:25mg)
[修正]黄芩素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gx12粒x2板
[瑞眸舒]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0.5%)
[诺得胜]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8片x3板
[六福堂]龙胆泻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8片x3板

[立业]复方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0.55%)
[远恒]复方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0.55%)

[尊皇]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粒x3板
[诺安]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8ml:24mg

[颐圣堂]止嗽立效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金鼎制药]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广仁]牛黄消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0粒
[三木]强力止咳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30粒

[仁和]咳嗽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安生]盐酸西替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粒
[仁和可立克]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安迪西司]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得菲尔]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3板
[哈药]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康恩贝]消炎止咳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1gx12片x2板

[天诚]丁香罗勒油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35g:0.875g(2.5%)
[药王制药]石黄抗菌片（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5gx24片x2板

[益达明]复方门冬维甘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3ml
[辅仁]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康恩贝]蓝芩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圣元]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蜀中]复方氨酚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51包
[求康]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杏林白马]妇科止带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2粒x3板
[御室金丹]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赛睿]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白云峰]羧甲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gx12片x2板
[禾邦]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9袋
[吉特]风湿圣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6粒x2板
[德元堂]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3板
[诺得胜]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双科]利巴韦林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科迪]前列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2板
[药都]通窍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45粒
[海外]香药胃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片x2板
[苗一]炎热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粒x2板
[海尔思]治咳枇杷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格瑞林]橘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3板
[双药]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3板

[南京同仁堂]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2gx12片x2板
[兰河]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0粒x2板

[克快好]桂龙咳喘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1gx12片x2板
[修正药]治咳枇杷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颐生]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天地恒一]追风透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6gx12粒x2板
[誉隆]辽源七厘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gx10包

[三仁堂]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2板
[仁和]肠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3gx10粒x2板

[云植]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神鹿]益胆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8片x2板

[百可息]咳特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8片x2板
[禾邦]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5袋
[蒙药]阿拉坦五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粒x2板
[晨牌]护肝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2粒x3板

[横峰]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8支
[名草]羚羊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新汇]小儿智力糖浆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lx10支
[御金丹]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诺得胜]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8片x3板
[路德]宁神补心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48片
[百神]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皇隆]枫蓼肠胃康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6gx12片x3板
[新世通]氯雷他定颗粒（雷诺

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2袋

[吉春]脑灵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2片x2板
[汉晨]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40ml(0.0005%)

[银诺克]清胰利胆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x6袋
[方略]痔炎消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29gx24片

[兴邦]复方蛤青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8粒x2板
[安阳中智]暖脐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张x2袋
[万通]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2gx15片x2板

[药信]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钧安]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lx6支

[利君]复方贝母氯化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金耀]九华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

[妇炎洁]洁阴康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每盒附有阴道

冲洗器)
[琦云]辛夷鼻炎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gx10袋



[迪康]芩连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4gx12粒x4板
[沈阳红药]痔疮外洗药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0g

[跨海]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德昌祥]消肿痔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片x3板
[钧安]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敖东]清热消炎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片x2板

[云昆]感冒疏风颗粒(含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皇象]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4片x1板

[七0七]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300粒
[天生]清瘟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2板

[江西九连山]感冒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gx10袋
[德成]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威海华洋]外用应急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
[君碧莎]哮喘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1gx12片x2板
[兴邦]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久正]止血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5gx12粒x2板
[同一堂]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胡庆余堂]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6gx10袋（每100丸

重6g）
[诺安]复方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晨牌]喉舒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2板

[康正]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0.15g
[逍遥津]热淋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2片x2板
[修正堂]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糖衣片)

[立效]九味羌活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10丸
[华源]盐酸氨溴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袋
[好医生]桑姜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36片
[庆安]四季三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
[圣华]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0.2g（1%）
[薪特新]复方川贝母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3板
[力诺]复方氯唑沙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2板
[可朋]盐酸丙卡特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5μgx8片x5板
[修正]乳增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5gx12粒x3板

[丹龙]开胸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赛金沙]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
[惠州中药]障眼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gx12粒x2板

[景忠山]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7gx10丸
[仁仁]洁肤净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御生堂]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扬子洲]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道君]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4板

[广宇]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48片
[沈阳红药]柴胡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0丸

[迪康]牙痛药水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ml
[德昌祥]山楂内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9袋
[盛翔]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通园]肝得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5gx12粒x3板

[御生堂]开胸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群山]复方贝母氯化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3板

[圣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明日]除湿止痒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修正]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1板

[仁和]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康恩贝]妇炎舒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12片x2板x2袋

(薄膜衣片)
[大同长兴]度米芬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mgx15片x3板
[华峰]罗汉果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3板

[新光]金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中盛海天]金莲清热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6片x2板

[金页]石杏痰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4片x2板

[阿华]伤湿祛痛膏(弹力微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10片
[葛仙翁]罗汉果玉竹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gx10袋

[龙都]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24片
[康恩贝]止痛消炎软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50g

[白敬宇]复方硫酸氢黄连素软
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
[华宝]复方醋酸氟轻松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ml

[人民药业]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3板

[腾药]龙胆泻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2板
[双士]小儿退热合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泰华]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鼎泰]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贴x3袋

[中和]肠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8片x2板
[迪赛]苦参碱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4片
[裕民]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得菲尔]鸢都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9袋
[芝芝]维妇康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配冲洗器一

个)
[禅方]喉痛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5袋

[屏山]感冒炎咳灵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999]金防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6袋
[方兴]川贝末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x2板

[999]藿香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芳菲]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川抗]硝呋太尔制霉素阴道软
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粒
[克刻]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格瑞林]清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0片
[七星山]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60粒

[新峰药业]了哥王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60片
[天天乐]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修正]补脑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gx12片x6板

[恒诚制药]橘红枇杷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宏宇]保妇康泡沫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0g
[金页]复方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多维]五味麝香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丸
[千金]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80ml(5%)(内附冲洗

器)[奇特]舒肝和胃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百善]苦胆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
[丹龙]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荣昌制药]新复方大青叶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1板



[康拜尔]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3gx18片x2板
[玉兰]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20袋

[德成]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东宝]速感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天津博爱]清肺抑火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0g
[御生堂]槟榔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白泉牌]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片x2袋
[恒霸]痹痛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gx10粒x2板

[广东九连山]克痒敏醑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ml
[苗一]茵栀黄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65gx12粒x2板
[吉春]活血理伤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gx8丸
[云中]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0袋
[圣特]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小片）
[康福]银花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gx6袋
[迪康]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山西黄河]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2板
[好医生]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9袋
[太极]川贝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纽兰]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3板

[胡庆余堂]小儿泄泻停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2gx8袋
[正和]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2板
[隆中]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白云山]枫蓼肠胃康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6片
[康博士]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片x2板
[东方]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x6支
[九芝堂]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2gx2瓶(每100丸重

3g)[隆顺榕]消积化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gx12片x2板
[昆明中药]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6gx12粒x2板
[万方]百花定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gx16片x2板
[今辰]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0ml

[正堂]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x2袋
[欧珂]蟾马正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百年康鑫]苏梅爽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6gx12片x2板

[恒诚]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炎黄本草]明目地黄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丸

[立效]独活寄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6袋
[恒金]清咽抑火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6板

[利君]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片x2板

[诺得胜]左金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8g
[石药]羚羊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gx12粒x2板
[龙泰]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九典]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侨星]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80ml

[华山牌]小儿风热清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8支
[邦琪]麻杏止咳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英雄]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金鼎制药]感冒药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gx12片x2板
[中联]金刚藤糖浆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50ml

[昆明中药]养血安神颗粒（无
蔗糖）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gx20袋



[得菲尔]桑菊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1gx10袋
[大陆]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佐今明]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3板
[明善堂]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2gx12片x5板
[正和]抑眩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gx12粒x3板
[茂祥]养胃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德昌祥]安神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
[苗一]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2粒x2板
[德元]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ml
[一力]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粒

[古田]三磷酸腺苷二钠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12片x2板
[孟仁寿]珍珠冰硼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5g
[万通]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1gx12片x2板

[万德]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
[三箭]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9袋
[九州通]治感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9袋
[得菲尔]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00丸
[连乡]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24片x2板
[广盛原]桂枝茯苓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丸
[康惠]复方清带灌注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
[东方]三号蛇胆川贝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7gx12片x2板
[润华]新复方大青叶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2板
[钧安]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5袋
[吉春]一扫光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金药师]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片x2板

[精瑞]桂龙咳喘宁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4gx15片x4板
[天龙]老鹳草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5g

[昆中药]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20袋
[吉春]参皇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6g
[科伦]晕复静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48片

[旺龙]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永孜堂]百贝益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gx12粒x2板

[鼎恒升]薄荷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科力]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3板

[九典]痔速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5gx12粒x3板
[金钟]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3袋
[修正]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4袋
[燕舞]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岷海]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1袋
[康利达]替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粒
[太安堂]复方胆通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48片

[聚荣]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6袋
[四川华新]对乙酰氨基酚泡腾

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gx12袋

[太极]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00片
[盘龙]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8片x2板
[跨海]抗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3g（每丸重0.2g）
[燕舞]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中联]复方尿囊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2板



[观鹤]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20粒
[贵州百灵]胃可安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人民药业]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芙宝]老鹳草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

[华洋]清胃黄连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立效]消痤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0丸
[仁和]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2片x4板
[立效]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花山]复方南板蓝根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修正]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仙河]夏枯草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9gx6袋
[百神]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中族]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太极]烧伤肤康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40ml(内附液体药用

塑料喷头)
[天圣]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2板

[天津博爱]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
[商丘金马]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片x2板
[明龙]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2板
[德济]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4板
[济邦]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

[百姓堂]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2袋

[南国]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金丹]排石利胆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0袋
[百花]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2板

[南京同仁堂]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8袋
[太极]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津奉]香砂养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5gx10粒x3板
[乌苏里江]刺五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0粒x6板
[博祥]香砂养胃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5gx9粒x3板
[沁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4片x2板
[白云山]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贵州百灵]镇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gx10袋
[民泰]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3粒x2板

[九天]开塞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昊神]咽炎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6gx12片x2板

[999]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克快好]强力止咳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30粒

[海神]健脾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15gx12粒x3板
[何济公]红色正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4g

[济人]咽炎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gx8片x2板

[长恒]利咽灵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4gx14片x2板

[兹末]复方谷氨酰胺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7gx15袋
[晁氏]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育林]十滴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0ml

[飞龙]白石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gx10袋
[凯健]铝碳酸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24袋



[科瑞]银柴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20袋
[浙北]肌苷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mlx10支

[欧珂]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5板

[天元]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2板
[老君炉]安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12片x2板

[开元]麻黄止嗽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8gx12粒
[得菲尔]抗菌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中华]结石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00片
[杨济生]川贝枇杷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粒x2板

[津昌]盐酸西替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粒
[金龙福]喉痛消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丸x8支x2板
[仁和]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24片x3板
[中华]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兰太]沙参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2粒x2板
[瑞年]色甘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16g

[仁德]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国药工业]复方雪莲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

[威门]胃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2板
[诺金]蜂皇胎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gx12粒x2板

[星海]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5g（2%）

[碑林]金嗓散结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gx12粒

[惠州中药]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糖衣
片)[川石]冻疮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

[德众]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6gx24片
[云鹏]维U颠茄铝镁片Ⅱ(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8片

[雷允上]和络舒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93gx40粒
[仁悦]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3%）
[新峰药业]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阿房宫]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gx12片x4板
[花城]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东信]野菊花栓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4gx5粒

[元宁]四季三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粒
[康必得]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邯星]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150mg
[修正药]抗菌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吉春]康复灵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5gx5粒
[长源]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2板

[百花]鼻宁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
[杨凌生物]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0袋

[和盛堂]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2袋
[金马]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6gx12片x3板
[欣欣]止痒消炎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ml
[东盟]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6片x2板

[辅仁]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2gx12粒x2板
[科田]冻疮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40g
[诺得胜]香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5g
[修正]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糖衣

片）[仁和]湿毒清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5gx12片x2板
[三木]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新峰药业]骨刺平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片
[康尔佳]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明善堂]清热消炎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1gx12片
[富东]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1gx12片x8板
[天津医疗]坎离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2.5g

[太极]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8袋

[广宇]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8片
[万人]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千百安]百安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内含1套外用

冲洗器)[景岳堂]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6ml
[中族]罗汉果茶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4gx10块

[济安堂]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片x2板
[亦通]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2板

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8gx12粒x2板
[正堂]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x2袋

[飞云岭]益肺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4板
[地奥]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诺捷康]刺五加颗粒(未添加蔗
糖)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gx10袋
[保利]野木瓜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希尔安]独活寄生合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00ml
[德众]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24片

[西峰]复方伤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2板
[金碧]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2片x4板

[中智]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2板

[天津儿药]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10袋

[丽珠]荆肤止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3gx9袋
[汉王]舒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0片

[昆中药]龙胆泻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亚洲制药]尿石通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4gx10袋
[奇特]开郁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75gx6袋

[沈阳红药]琥珀抱龙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8gx10丸
[大连汉方]芩黄喉症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4gx12粒x2板

[恒诚]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0袋
[民泰]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新四方]骨筋丸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6片
[金辉]胆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8gx60粒

[佛仁]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9袋
[东信]猴菇饮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lx10支

[优卡丹]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隆中]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钧安]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康恩贝]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弘泰]小儿泻速停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3gx6袋

[川奇]复方杏香兔耳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12片x3板
[瑞洋]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2gx100片

[莱阳永康]莱阳梨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8gx10袋
[修正药]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亚诺太芬]氨酚咖黄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x2板
[恒霸]芩连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58gx12粒x2板



[济仁]克痹骨泰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5gx12粒x2板
[方盛]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2袋

[孔圣堂]芎菊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6gx10袋
[功达]前列泰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8gx10粒x6板
[志远]全天麻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2gx12片x3板

[仁和]穿心莲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粒x2板
[龙牡]复方紫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30ml
[清川仁源]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侨星]姜枣祛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5gx10袋
[诺金]复方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x2板
[中智]清瘟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0片x2板
[诺金]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片x2板
[粤威]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4片
[凯秀]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康裕]治伤软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g
[奇特]天王补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6袋

[百泉]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白云山]外用紫金锭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25gx18锭
[博祥]刺五加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同泰]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2板
[维威]维C银翘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哈尔滨国康]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格瑞林]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
[云南永安]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同仁堂]散结灵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4gx30粒
[山东百草]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莫愁]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0粒x3板
[万高]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5gx12粒x2板
[999]抗骨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45g(每10丸重2g)
[亚泰]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2片x2板
[橄榄枝]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3gx60片
[华新]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gx12粒x2板
[英平]氨糖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x2板
[舒甚]乳宁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4gx20片x3板
[东泰]泌尿宁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5gx15粒x2板

[五加参]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2片x4板
[天奇]栀子金花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8袋

[先臻]小儿百效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2gx12片x2板
[林宝]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2片x6板

[奇特]五福化毒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6袋(每100粒重10
克)

[大洋]白癜风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0.45gx48粒

[国医堂]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江波]板蓝根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仁和]一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2片x2板
[浙江维康]骨刺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6gx12粒x2板
[回音必]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飞云]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锡成]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万山红]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德康]清热消炎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2gx12片x2板



[罗欣]洛索洛芬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mgx12片
[欢宝]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2袋

[利君]桔贝止咳祛痰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6gx12片
[太极]乳核内消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mlx6支
[博尔卡]婴儿保肺宁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肺炎 0.5gx6袋
[冠峰]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

[观鹤]保济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7gx20袋
[雨茂]清凉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5gx12片x4板

[德昌祥]平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1gx12片x3板(薄

膜衣片)
[丁教授]咽炎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0丸x2板
[方健]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健康]冬凌草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粒x2板

[万通]喉痛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gx6袋

[花城]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康德]口炎清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36gx12片

[恒诚制药]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爽舒宝]凝结芽孢杆菌活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50mgx30片

[西安正大]艽龙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80mgx9粒x2板
[方圆牌]湿疡气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4g(药液重4.5g)
[银诺克]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片x2板

[新疆维吾尔]通滞苏润江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2板
[蒙药]清感九味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粒x2板
[神奇]伤筋正骨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ml
[三元]雷公藤多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50片

[一成]泌感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2gx6袋
[立效]黄连双清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gx6袋
[蒙药]外用溃疡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gx4支
[丹龙]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恒祥]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燕峰]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10袋
[康尔佳]姜枣祛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5gx10袋

[济人]尿塞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5gx12片x3板
[太极]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9袋
[杏林白马]清热通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9gx12片x3板

[今辰]热淋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5gx12片x2板
[药都]强力枇杷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2板

[三石]复方甲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6粒
[金寿]骨友灵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片x4袋

(打孔)[太极]川芎茶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2袋
全鸡拔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6gx2块

[金马]清热通淋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7gx10粒x4板
[诺迪康]清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5gx12片x2板

[安阳中智]香药风湿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4贴
[奇康]祖卡木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6gx6袋

[新安]一扫光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纯正堂]玉叶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2片x2板

[安和]抗扁桃腺炎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0ml



[功达]小儿清热化痰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9gx6粒
香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60片

[优卡丹]复方小儿退热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gx4枚
[银诺克]炎立消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5片x2板
[六棉牌]石岐外感茶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5g
[健都]养血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禅方]骨刺平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片
[森科]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袋

[良济]猴耳环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48粒
[白云山]复方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仁和]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9粒x2板

[仁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5625gx9袋
[吉特]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6粒x3板

[大力神]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好大夫]复方蛤青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9gx36片
[旺龙]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6袋
[诺得胜]骨刺平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8片x3板
[吉春]豨莶风湿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

[升和]盐酸倍他司汀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10支
[晁氏]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香连]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g

[济民可信]小柴胡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0袋
[华北制药]翁沥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2板

[多维]抗感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粒
[仁和中方]骨友灵贴膏(打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3贴x2袋
[白云山]消痔灵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片x2板

[德良方]半枝莲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30粒
[德良方]消炎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24粒

[玉林]消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2gx80片
[实正]五松肿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香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5g
[三吉]养血安神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68ml
[开开援生]伤痛宁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6gx30片
[敖东]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马应龙]前列通栓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5gx6粒

[莱泰]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10袋

[藏王天宝]流感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30丸x1板
[三药]胃舒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6袋
[博祥]跌打活血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gx10袋
[旺龙]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国源]塞克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绿色博爱]咽炎含片(异型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6gx10片x3板

[康祺]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万顺堂]醒脾开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4gx6袋
[鹅城]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6片x3板
[泰乐]小青龙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3gx6袋
[修正药]强筋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24粒x2板
[德成]克罗米通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g（10%）
[冠城]鞣酸蛋白酵母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6包



[甘肃益尔]热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2板
[太极]阿莫西林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3板

[方盛]替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粒
[芙蓉堂]五淋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6gx8袋

[恒拓]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安邦]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信龙]白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ml
[太极]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修正]小儿止泻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6gx8袋
[孔孟]参苓白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多维]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万胜]伤痛克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药邦]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x2袋

[央宗]十三味菥蓂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5gx12粒x2板
[德仁永昇]胆龙止喘片(薄膜

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62gx15片x2板

[花城]牛黄解毒片（大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九寨沟]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7cmx4贴
[京御堂]史国公药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50g
[京御堂]人参天麻药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50ml
[吉春]骨质宁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50ml
[京御堂]舒筋活络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50ml

[南洋]双氯芬酸钠气雾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g
[屏山]跳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8片x2板
[新华]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地奥]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gx36片

[通园]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南昌制药]妇乐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4板

[七0七]麻仁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0g
[百年康鑫]大风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gx10袋

[芳菲]复方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南京同仁堂]麻仁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0g
[顺势]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每10丸重

6g）[德昌祥]复方枇杷叶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观鹤]广东凉茶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0g
[龙发]清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2片x2板

[新峰药业]咳特灵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片
[葵花]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5片x4板

[沈阳红药]牛黄清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恒诚制药]山楂麦曲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仙葫]痔速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3gx12粒x3板
[多维]洁白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粒

[沈阳红药集团]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众生]清热祛湿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奇特]牛黄清火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南京同仁堂]骨刺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4gx60片

[万通]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东信]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40ml(含蔗糖)

[云植]昆明山海棠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8gx100片
[奇特]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袋

[太极]金银花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ml
[佛慈]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00丸



[野虎]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愉泰]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通吧儿]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4贴
[吉春]骨刺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5gx18片x2板

[康恩贝]喉痛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6gx12片x2板

[好大夫]穿心莲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9gx36粒
[泰康]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1gx12片x2板
[海外]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6片x2板

[太极]板蓝根颗粒(儿童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日田]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澜泰]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枚
[沈阳红药]木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gx10丸

[广西药植]清热明目茶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袋
[太极]川贝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6袋
[修正]麝香风湿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0粒x6板
[太极]橘红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9袋

[修正]风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云昆]止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6丸(18丸重3g)

[沈阳红药]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东陵]伤湿祛痛膏（袋装）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

[乐邦]麻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5gx50粒
[云南白药]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2板
[蒙药]清肺十八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5粒

[华东新五丰]铝碳酸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3板
[寿仙]消炎利胆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5gx12粒x4板

[朗欧]金莲花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7gx9片x2板

[修正药]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x2板
[健兴]功劳去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5粒x3板

[隆信]减味牛黄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
[胡庆余堂]金果饮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lx6支

[东泰]复方石韦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5gx9袋
[奇特]小活络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奇特]六合定中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6袋

[707]消肿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25gx36片
[丰鹿牌]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金方]止血宝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gx12粒x4板
[甘南藏药]寒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9袋
[海真珠]珍珠层粉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gx5瓶

[天奇]活血应痛丸(水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gx6袋
[红石]抗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gx10丸
[修正]炎立消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昂泰]大七厘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2板
[米阿卡]小儿止泻贴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5cmx7cmx3贴x2袋

[维和]黄藤素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1gx20片
[修正]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华神]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
[济仁]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

[包头中药]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太极]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6袋

[二宝]感冒止咳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鸿博]抗菌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3板

[惠松]复方鱼腥草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仁和]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x1板

[青春康源]众生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7gx15片
[奇特]克感额日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12片x2板

[华森]甘桔冰梅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gx12片x2板

[长卫0号]溃疡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5粒x2板
[吉春黄金]溃疡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5粒x2板

[修正]喘嗽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乐仁堂]妇科分清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9gx6袋

[通德]复方胃蛋白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9袋
[亚宝]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上龙]胃脘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7gx6袋
[龙发]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糖衣片)

[人福医药]清胃黄连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2片x2板
[大唐汉方]香砂养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gx12片x4板
[金恺威]喘咳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逸舒]化痰消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2板
[鹊牌]垂盆草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5袋

[奇特]麻仁滋脾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9gx10丸
[华润顺峰]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东泰]止咳宁嗽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20粒x2板
[太极]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6gx5袋

[胡卓人]风痛药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00ml
[立效]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6袋

[元和]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1板
[华安]复方地芬诺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0片
[步长]咳露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百琪]复方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5粒
[修正]清凉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gx8片x2板
[百善]木瓜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6gx24片

[修正]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宝伲康]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片
[百利]氨金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8袋
[金诃]红龙镇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8片
[大康]罗汉果止咳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吕梁]黄连双清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gx6袋
[在田]坤复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片x4板

[一步到位]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8片
[泰康]红金消结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2gx12片x3板

[贞玉民生]川百止痒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白云]香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60片
[奥星]酚咖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心诚]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2袋
[修正]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0粒x2板
[圣特]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片x2板
[先强]盐酸多西环素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1gx12片



[康蒂尼]当归苦参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6gx6袋
[华适]甲硝唑缓释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75gx12片x1板
[康恩贝]咳舒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万人]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大得利]复方银翘氨酚维C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12片x2板

[济安堂]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东方金宝]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奇特]牛黄清胃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吉春]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幸福]热炎宁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ml
[罗欣]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2片x1板

[修正]乙肝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粒x2板
[同达]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75mgx12片x2板

[中华]复方金钱草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长源]肾炎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12片x3板

[铜鼓牌]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同仁堂]四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7g

[康辰]防参止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9袋
[云阳]愈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

[桂西]芒果止咳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6gx50片
[莱泰]猴耳环消炎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9袋

[怡尔诺]滑膜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5gx12片x3板
[东泰]胃舒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6gx12粒x2板

[扬子江]荜铃胃痛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3袋
[亚泰]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2板x3盒

[合肥华威]克痒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迪耳]制霉素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x2板（20万单

位）[华西]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6袋
[正和]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3板
[白云山]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0片
[方略]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志邦]阿咖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云龙]黄藤素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粒x2板

[新和]复方桑菊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太极]八正合剂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20ml

[惠美佳]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8贴
[时珍]清热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天生]四季青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4片x2板

[步长]清热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粒x2板
[道君]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0粒x2板

[普正]清热散结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5gx12粒x4板
[君寿堂]复方珍珠暗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3gx12粒x4板

[鑫达康]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9袋
[海天]沙棘干乳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6袋
[同济堂]六味丁香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康缘]小柴胡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5gx10袋
[三精]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大力神]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70ml
[九州通]复方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太极]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2gx12袋



[999]银菊清咽颗粒（低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gx6袋

[必坦]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
(曾用名：盐酸坦洛新缓释胶

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2mgx7粒x2板

[同泰]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48片
[惠美佳]葛洪脚气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
[冰叶]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本草堂]麻杏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天成]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9袋
[海外]苍耳子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0粒x2板
[九州通]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6片x2板
[银河]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8片x3板
[太极]半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白云山]口洁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l

[新峰药业]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潘高寿]杏苏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东泰]牛黄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6粒x3板
[东科]妇炎舒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3板
[长红]消咳喘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修正]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好医生]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3板

[雷允上]香菊感冒颗粒（低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5gx9袋
[延诺林]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4gx6袋
[日田]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

[利君]元胡止痛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24片x2板
[玉瑞]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100片
[奇特]大山楂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太极]双苓止泻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肠炎 10mlx6支
[明仁]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8gx12片x2板
[三叶]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2袋
[克快好]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安替林]利巴韦林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24片
[达仁堂]小儿金丹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gx10丸
[雷氏]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6gx160片

[太极]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0袋
[华森]都梁软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4gx27粒

[片仔癀]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博大]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10袋

[御生堂]柴胡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0丸x1板
[好医生]如意定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5gx24片（糖衣

片）[菲德力]胃膜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60粒
[升和]小儿咳嗽宁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0ml

[恒拓]妇炎舒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1gx15片x2板
[日田]桑菊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1gx10袋
[人民药业]脑灵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60片

[神奇]复方氯己定地塞米松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片x2袋
[立效]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同达]苦参碱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7枚
[福森]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杏林白马]小儿清热止咳口服
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海王]口服补液盐散(Ⅰ)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4.75gx20袋



[济川]三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2板

[龙都]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24片
[江苏华神]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g
[香雪]橘红枇杷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普正]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3板

[石药]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00片
[白云山]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80片
[国盛源]骨刺平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片
[弘泰]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

[吉春]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蒙药]桔梗八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禾邦]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0袋

京万红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
[一力]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米阿卡]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8袋
[贝瓦]小儿清解冲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8袋
[杏林白马]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云植]七叶神安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0mgx12片x2板
[太极]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1gx12片x3板
[立效]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人福]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金诃]安儿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9袋

[鲁抗]小儿利湿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5gx6袋
[华港]盐酸二氧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5mgx10袋

[巨虹]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2gx100片
[科伦]福多司坦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gx12粒
[七0七]肺气肿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片
[在田]黄芩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6gx60片

[诺丽尔]加替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6片
[邦琪]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片

[葫芦娃]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2袋
[吉春黄金]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8袋
[同仁堂]牛黄清宫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2gx10丸

[佐仰]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4片
[世一堂]胡氏六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丸x6瓶
[葵花]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粒x2板
[佑美]小儿康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0gx6袋

[康恩贝]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一力]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片
[益尔]板蓝根茶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2块

[森科]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北京亚东]川芎茶调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8gx10袋

[太极]麻仁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gx5袋
[君碧莎]尿塞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5gx15片x4板
[喜人]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10支
[鹿王]牛黄清脑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5gx10丸

[珍视明]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
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妥布霉素15mg
和地塞米松5mg）

[九泰]三味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gx7粒
[复盛公]安神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60丸



[美吉斯]羧甲司坦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9包
[天福康]天王补心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60丸

[金马]熄风通络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gx12片x2板
[同济堂]枣仁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5gx25粒

[奕凯]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普济堂]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山虎]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太极]安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15片x3板
[太极]安中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2片x3板

[太极]除湿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2袋
[三仁堂]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2板

[杏林白马]芦根枇杷叶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gx6袋
[韩都]胃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4板

[岷州]咳喘宁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6gx18片x2板
[盘龙]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米阿卡]罗红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8袋
[葵花]熊胆痔灵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6粒
[万全]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龙鑫]感冒疏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粒x2板

[一新]儿童咳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一正]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0贴
[丰鹿牌]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盘龙云海]灵丹草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12袋

[一力]复方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仁源堂]六经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5gx12片x3板

[天福康]香砂养胃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根本]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香雪]橘红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g

[泾渭]消炎退热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0ml
[西帕]益心巴迪然吉布亚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gx6袋

[圣民]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沂州]腹痛水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3支

[滕王阁]强力枇杷膏(蜜炼)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g
[葵花]胃康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gx10袋
[武都]九味羌活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常泰]心神宁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80片

[得菲尔]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中智]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思君康]小儿疳积糖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0gx6袋
[奇特]养阴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6袋

[奇特]羚羊清肺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36gx6袋
[太福]喉痛消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丸x8瓶x2板

[云南白药]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9支
[龙虎]复方硫黄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0g

[三精]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3板

[森科]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8片x2板

[灵泰]海洋胃药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3板
[立爽]镇咳宁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5gx6瓶
[普济堂]麻仁滋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9gx10丸



[伏特灵]黄藤素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8片
[哈药]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24粒

[正和]金钱草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2片x3板
[颈复康]胃痛平胶囊(乐赛仙)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30粒

[逸舒]银柴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10袋
[昆中药]止泻利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5gx8袋
[鲁南]银黄含化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诺金]喉痛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6袋

[乐龄]盆炎清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枚
[今辰]藿香正气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1gx80片
[老君炉]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12片x2板
[三木]风寒双离拐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1gx36片(薄膜衣

片)[博祥]藿香正气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片x2板
[晨牌]骨刺宁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奇特]小儿牛黄清肺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gx6袋
[安科生物]克痤隐酮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6g

[盖克]三七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片(每片含三七
0.25g)[山东汉方]复方黄柏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

[杏林白马]猴耳环消炎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威门]常通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gx6袋
[修正]消咳喘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汉宝]益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2粒x2板
[前进]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68ml

[邦消安]六味安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粒x2板
[万德]盐酸奈福泮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mgx12片x2板
[双药]金咳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2粒x2板
[春晖]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4板

[方盛]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莫愁]枳术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盛通]健脾糖浆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0ml

[太福]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健丰]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德元堂]舒秘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10粒
[太极]舒肝止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5gx8袋

[惠海希康]金莲花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2粒

[康恩贝]肠舒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片x2板（薄

膜衣片）
[海外]感速康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0粒

[颐生堂]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60粒
[禅方]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一品红]馥感啉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仁和可立克]金羚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8粒x2板
[普济堂]四神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袋

[双药]麻杏止咳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12片x2板
[花城]养阴清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济仁堂]天麻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5gx2张
[伊顺]莲芝消炎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丸x6袋

[千金]益肝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8.5mgx12片x2板
[奇特]止嗽青果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0丸

[玉兰]痔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5片x4板



[白云山]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皇甫谧]止血宝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片x3板

[珠海生化]地喹氯铵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mgx6片x4板

[根本]穿心莲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粒x2板
[百神]健脾八珍糕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8.3gx2块x10袋
[同仁堂]清肺抑火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2袋
[第六制药]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海南制药]胆木浸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大力神]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博英]川贝末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
[重庆赛诺]肠泰合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10支

[怡力沙]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片(4:1)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3125gx6片
[腾药]参苓白术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5袋

[江西九连山]止咳祛痰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生达]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7gx15片x3板
[稷王]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6袋

[华山牌]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20片x2板

[东宝]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久美藏药]清肺止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30丸
[普济堂]唇齿清胃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9gx10丸

[南京同仁堂]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7g
[江西恒康]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2板

[山东益康]莱阳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好立康]感冒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45gx36粒
[弘益]达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克快好]镇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康麦斯]消炎止痢灵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7gx12片x2板
[道君]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0片x2板
[振霖]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6粒
[天泰]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6袋
[朗致]枳术宽中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3gx12粒x2板
[太龙]止咳橘红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人民药业]藤黄健骨丸(浓缩水
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2gx10袋
[沈阳红药集团]红药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6gx40片x2袋

[太极]银翘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ml
[石药]舒肝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gx6袋

[吉尔吉]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5片x2板

[医创]愈酚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175gx12片x2板
[博祥]百合固金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8袋
[甲清]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12袋

[颐海]清金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0ml

[老方]红金消结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3板
[东润联合]抗宫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4板
[普济堂]黄连羊肝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丸

[仁民]天麻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5mgx24片
[沈阳红药]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7gx10丸
[华鲁]胃复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x2板



[鲁抗]润肺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2板
[白云山]消炎利胆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80片

[太极]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宁竹]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5片x2板
[赛诺]康复新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lx2瓶

[片仔癀]茵胆平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0粒x2板
[和美]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乐珠]珍珠明目滴眼液(胶体溶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绿叶]益肝灵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3gx12粒x3板

[路德]冬凌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60片(薄膜衣)

[江波]莱阳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蒙药]玉簪清咽十五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0粒x2板（每10粒重

2g）

[海尔思]薄荷桉油含片(Ⅱ)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gx20片

[科柏]美洛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2片
[绿因]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3gx12片x8板
[君碧莎]肝速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3gx12粒x3板

[修正]复方青果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9袋

[回音必]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太宝]川芎茶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8粒x4板
[双士]板蓝根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万人]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片x2板
[诺得胜]健脑灵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8片x2板
[御生堂]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仙草堂]西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2瓶
[加劲]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亨元]维U颠茄铝胶囊(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2板
[泰华堂]肠炎宁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6支
[益尔]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在田]复方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新峰药业]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4粒
[人民药业]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瑞盈]感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12粒x2板
[立健]头孢克洛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惠诺]莱阳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0ml

[旺龙]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05gx24片
[修正]杏仁止咳合剂(杏仁止咳

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白云山]喉康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gx1瓶

[今越]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6粒
[石药]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30ml

[卓攀林]六味能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5gx10粒
[修正]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4板

[以岭]穿心莲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80片
[九方制药]保和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5gx20袋
[双士]百合固金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济民]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亚宝]苍耳子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2粒x2板



[银河]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8粒x2板
[康祺]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鸿博]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3板

[银诺克]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5片x3板
[昆中]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5片x2板

[肖琰王]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誉隆]复方金刚烷胺氨基比林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片

[桂克]乙酰螺旋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x2板
[普济堂]老蔻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贵州百灵]复方天麻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5gx12片x2板
[万人]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6袋

[中族]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中族]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世一堂]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鼎鹤]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0粒x2板
[吉春]止咳宁嗽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粒x3板
[敖东]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天基生物]抗病毒咀嚼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6片x2板
[管城]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20片

[东泰]丹桂香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5gx12粒x2板
[立效]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2片x2板
[道君]野马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2片x2板

[大自然制药]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番桃花]散痰宁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辽宁天龙]复方吡拉西坦脑蛋
白水解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9片x3板
[碑林]复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1gx90片

[双士]抗扁桃腺炎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0ml

[万寿堂]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万通]咳克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2gx20粒x1板

[迪泰]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片x4板

[邦琪集团]复方双花藤止痒搽
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包装盒内附阴
道冲洗器、一次性使

用医用棉签)[康恩贝]滴通鼻炎水(手动喷雾
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ml
[金日]感冒康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吉春]消食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8袋
[景畅]通迪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5gx12粒x2板

[万年青]莲胆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片
[恒久远]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3板

[立效]四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6袋
[万通]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x2板

[抚松制药]清胰利胆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x6袋
[圣特]小儿渗湿止泻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2.5gx10袋

[碧洁]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君碧莎]皮肤病血毒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5gx12片x2板
[仁和]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8袋
[老君炉]小儿感冒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5gx8袋

[双鼎]青果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gx12片x3板

[湖南爱民]感冒欣喷雾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



[永基]小儿止泻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6gx7袋
[新峰药业]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云南白药]开胸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2片x2板
[莱阳永康]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x2板
[福康]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片x3板

[佐今明]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4板
[国光]溶菌酶肠溶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gx100片(6.25万

单位)[永孜堂]胃肠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百科亨迪]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8包

[海外]三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0片x4板
[银朵兰]通滞苏润江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2板
[颐海]蒲地蓝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三明天泰]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9袋
[金太子]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利民]前列舒乐软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gx12粒x4板
[葛仙翁]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亚宝]二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8gx10粒x3板
[和治]泻痢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5gx6袋

[济安堂]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新和成]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双泉]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九龙]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3板

[希尔安]宁心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5gx12粒x3板
[山西黄河]羚羊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5gx12粒x2板

[北牛]清火养元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5gx12片x2板
[大理中药]香连化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6gx15片
[恒诚]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金盟]氢溴酸高乌甲素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mgx12片x1板
[仁和]健脑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1gx10片x3板
[恒诚]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20袋
[百花]复方硫黄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50g
[阿特维斯]麻仁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6gx30粒
[东泰]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9袋

[旺龙]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36粒
[乌苏里江]北豆根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mgx10粒x2板
[旺龙]养阴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青春康源]虎力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8gx8片
[南京同仁堂]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5gx6袋

[长安制药]复方罗汉果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1gx12片x2板
[中联]肚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5g(每20粒重1g)
[乐尔康]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00片

[海天]四季抗病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8gx12粒x2板
[颐圣]养阴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6袋
[木鱼石]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金诃]如意珍宝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5gx10丸x2板

[芙蓉堂]治咳枇杷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南珠]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康恩贝]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健丰]喉舒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8gx18片x2板

[南国]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普济堂]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吉春]痔炎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1gx12粒x4板

[泉州亚泰]赛霉安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
[鑫齐]小儿腹泻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肠炎 2gx10袋

[孔府]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10袋

[诺金]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40片
[金钟]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片

[好医生]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片x2板
[诺金]金刚藤咀嚼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75gx12片x2板

[海南制药]荔花鼻窦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5gx10片x2板
[罗裳山]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鹅城]莲芝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粒x1板

[得恩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0粒x3板
[普济堂]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九寨沟]川贝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g
[松鹿]麻杏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12片x2板
[修正]熊胆开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6gx12片x2板
[海外]消肿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6粒x2板
[金钟]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3袋

[摩美得]止血祛瘀明目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gx15片x3板
[金钟]附桂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贴
[兴华]羊肝明目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5gx12片x2板
[丹龙]柴胡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0丸
[东方]金花明目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4gx15袋
[锥子山]快胃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银河]米格来宁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0片

[松鹤]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益欣]七味胃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3板
[药王山]黄龙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山大康诺]羟甲烟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20片x4板

[同仁堂]平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半边天]乳宁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25gx48丸x3板

[野虎]复方水杨酸苯甲酸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
[诺得胜]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双鹤药业]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15粒x2板
[金页]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白求恩]胃乐新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恒金]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普华]参皇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

[瑞龙]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百花]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中天金丹]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24片
[神通]老年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3板

[君山]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24片x2板
[陪都]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东泰]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9袋

[东宝]复方苦参肠炎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24片
[宏源]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40ml（含蔗糖）

[海王金象]麻仁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0g
[韩都]肿节风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5gx12粒x3板



[东方]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10袋
[灵源]冰硼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6gx10瓶

[嘉禾]乙肝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24粒
[孔府]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10袋

[人民药业]胃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6袋
[昆明中药]阮氏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8g

[修正]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4袋
[拜特]痔疾洗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5ml

[晨牌]夏枯草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2gx8袋
[海王金象]浓维磷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00ml
[六棉牌]石岐外感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瑞新]薄芝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16gx12片x2板
[罗浮山国药]宫炎平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30粒

[石药]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沈阳红药]宽胸利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0丸

[吉林华康]返魂草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9袋

[济人]跌打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2板
[先声]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8包
[太极]复方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鸿博]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奇特]止嗽立效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8粒
[通辽]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2粒x4板

[山东益康]对乙酰氨基酚口服
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0ml（2.4%）
[三精]胃气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片x3板

[潇然]奥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5枚
[金立爽]氨金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君寿堂]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5gx12粒x2板
[仁和]了哥王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兴华]喘嗽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6gx12片x3板

[安泰]冰栀伤痛气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g（30ml）
[科瑞]西咪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60粒

[太极]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6袋
[亚邦]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武罗]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8ml(0.05%)
[必悦]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8mlx1支(0.1%)

[泰华堂]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25gx12粒

[格拉丹东]六味能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gx18丸x2板(每10

丸重6g)
[太极]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8袋
[宝泰]苦双黄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万胜]复方胃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8gx12粒
[石药]复方鸡内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5gx100片

[世贸天阶]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片
[石药]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澳抒达]环酯红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5gx6袋
[吉春]白蒲黄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12片x3板

[吉春]小儿解感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3gx12片x2板
[江西九连山]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gx15片x2板

[人人康]多潘立酮口腔崩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15片
[人民药业]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6袋



[心诚]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泰华]乳癖消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8gx6袋
[汇仁]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5板
[太极]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天方]盐酸环丙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9片
[野虎]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g

[恒健]跌打万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ml
[卫洁]一枝蒿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3片x2袋

[灵峰]跌打风湿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0ml
[银诺克]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双龙]肾炎四味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4板
[东陵]新型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8贴

[仁和]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3板

[华佗]润肠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0丸
[康福]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糖衣片）
[万高]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2袋
[回春堂]胃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gx6袋

[圣元]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灵源万应茶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2袋

[桑海]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冯武臣]蠲痹抗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gx8丸

[南国]三磷酸腺苷二钠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12片x2板
[哈药]蒲公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9袋

[信谊]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0mgx30粒
[厦门中药]肾舒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9袋

[谓富莱]西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10片
[万德]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x3板

[益尔]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迪康]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沈阳红药]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新华]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00片

[长天]复方氨酚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0袋
[苗一]银黄含化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mgx100丸

[皇城相府]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河丰]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4袋
[安徽仁和]黄连上清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明日]地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5mgx12片
[五景]滴眼用利福平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g+10ml
[丰鹿牌]柴胡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0丸
[北杰]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雪町]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三精]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九寨沟]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倍奇]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亿康]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锡成]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20袋

[巨能]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8支
[嘉应]双料喉风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45gx12片x2板

[维敏胶囊]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朝晖]盐酸洛哌丁胺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mgx6粒



[百利]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9袋
[维奥]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x1板

[维宏]阿奇霉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片
[太平]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忠心]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6片
[三精]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6片
[惠美佳]冻疮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

[正达]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55%)
[羚康]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

[鲁明]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
[杏林白马]止痛化癥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片x3板

[明镜亨利]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仁和]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18片x2板

[万通]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1袋
[玉仁]康妇软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g

[笃消]头孢克洛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白云峰]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万寿堂]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华东新五丰]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3板
[七星山]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8粒x4板

[乐尔康]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0片
[辅仁]甲氧氯普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mgx100片
[欣什宁]肉蔻五味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粒x5板

[仙乐]硝酸咪康唑阴道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4gx3粒x2板
[同药集团]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0粒x3板
[泰华堂]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国金]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0袋
[金诃]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2丸x2板

[飞云岭]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8片x1板
[飞云岭]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8片

[凯新]磺胺嘧啶银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40g：0.4g
[长红]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0片
[九州通]氨林酚咖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仁和]肾石通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4gx12袋
[方健]舒肝平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5gx8袋

[普洛必达]布洛伪麻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旭华]胆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54片

[目秀]复方尿维氨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人民药业]乙肝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粒x3板
[济宁华能]降酶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粒x2板
[在田]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00片(薄膜

衣)[万森]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银河]小檗碱甲氧苄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粒x2板
[海南制药]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2%）
[仁和]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2片x1板

[泰华]美扑伪麻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迪康]硫酸庆大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40mgx100片

[万通]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得能]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袋
[艾宁多]盐酸美他环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薄膜衣

片）[辰欣]哈西奈德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ml(0.1%)



[杭康]浓替硝唑含漱液（替诺
康）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0ml：0.2g
（0.2%）[哈森]保泰松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1gx100片

[汇瑞]智杞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gx12袋
[锡成]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0%)

[佐宁]盐酸乙哌立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mgx10片x2板
[康圣堂]风湿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50g
[纳威]氟康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片

[百会]肌苷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mlx5支
[河北]复方氢氧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科瑞]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00片
[德元]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00片
[迪康]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片x3板
[宝珠牌]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0mgx100片

[吴中]卡络磺钠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gx15片
[贝乐芬]布洛芬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14片

[孚诺]复方多粘菌素B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10g
[皇隆]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江波]乳果糖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0ml:50g

[聚仁堂]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gx100片
[瑞康]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4片

[新亚]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
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6片
[迪康]酚氨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5板

[威门]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亮跃]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
[青阳]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欧化]盐酸雷尼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20片
[银河]铋镁豆蔻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2板
[修正]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华东医药]盐酸头孢他美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黄石飞云]喜树碱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0g：3mg

[纯正堂]愈酚喷托异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10袋
[恒健]林旦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1%)

[湔江]熊去氧胆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30片
[俞甘]阿德福韦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mgx14片

[方盛]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5袋
[仁和]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999]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6g

[999]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罗欣]加替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2粒x1板

[息斯敏]氯雷他定口腔崩解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健能]乳果糖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0ml(60ml:40.02g)
[遂成药业]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新春都]胃膜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3板

[太原药业]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万通]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2板

[考孚亭]左羟丙哌嗪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0mgx12片x1板
[弘美]胃铋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9袋

[恒久远]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尤伯松]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0.1%)

[明鑫]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x2板



[天方]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孚列]非那雄胺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粒
[威特]铝碳酸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gx20袋
[松鹿]五海瘿瘤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9gx10丸

[中西三维]熊去氧胆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60片
[韩都]丙酸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2mg
[依珂安]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4片

[健航]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30粒
[康恩贝]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三叶]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青阳]西咪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60粒

[诺百优]头孢克肟咀嚼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片
[奋飞]青霉素V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36gx10片x1板

[苏州三药]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逻施立]罗红霉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6粒x2板

[金马]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粒x3板
[博曼欣]头孢泊肟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

[康芝]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x2板
[科瑞]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宏济堂]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太极]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2板
[桔王]宫炎平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gx12粒x2板

[四川制药]阿莫西林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50片
[达芙雅]复方醋酸氟轻松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ml

[亨瑞达]乳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2gx24片x2板
[川石]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10%)

[川石]鱼石脂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20g(10%)
[天成]依托红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75mgx9袋

[力菲]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20mg
[西峰]磷酸苯丙哌林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12粒

[华源]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0片
[保灵]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
[星斗]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0片

[四川制药]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唐山康神]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吉春]止痒消炎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45ml
[辅仁]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达芙雅]哈西奈德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ml(0.1%)
[圣健]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粒x1板

[尧安]维U颠茄铝胶囊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2板
[利君]去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片

[路坦]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双鹤]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左

丰)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

[维威]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三明天泰]复方倍氯米松樟脑

乳膏(曾用名：无极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圣元]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300mgx12粒
[仁和]西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20片x1板

[远力健]瑞巴派特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gx12片x2板
[惠诺]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30粒

[隆中]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利君]灰黄霉素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1gx100片
[欣可诺]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6袋

[丹东宏业]氨肽素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0.2gx100片

[威尔森]美洛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0片
[老拨云堂]加替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

[申高]酚氨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世康特]复方醋酸氟轻松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易明]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古田]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科瑞]利巴韦林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片x2板
[万晟]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2板

[华太]酚氨咖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粒
[浙江万邦]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00片

[利君]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20片
[信克]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片x2板
[科瑞]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0片

[今辰]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辅仁]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羽慷]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片x1板
[余良卿号]冻疮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30g

[万德]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百善为民]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必言平]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同达]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x3板

[寿如松]复方王不留行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0片
[安科恒益]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迈迪]替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5gx5粒
[金钟]甲紫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1%)

[克逗]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
[西峰]小檗碱甲氧苄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粒x2板
[缔谊]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谊诺芬）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华北制药]多潘立酮口腔崩解
片(盛吗啉)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20片
[地奥]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00片

[瑞康]盐酸特拉唑嗪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mgx14片x2板
[九州通]鱼腥草素钠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mgx8粒
[辅仁]吡罗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片

[新和成]克罗米通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1g
[同达]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0袋
[亿帆]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g(50g:尿素7.5g)

[一洋]盐酸特拉唑嗪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mgx15片
[鸿鹤]二甲硅油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5mgx100片

[安徽仁和]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片
[笃定]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8片

[同达]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0片
[世康特]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同达]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2片x2板
[星海]开塞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迪瑞]羟丙甲纤维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5%）
[金兴]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蒙欣]复方乙酰水杨酸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片



[利君]复方乙酰水杨酸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片
[东泰]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6枚

[天津药业]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g（1%）
[新亚闵行]氯唑沙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gx24片
[海普]氯唑沙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gx12片x2板

[珮夫人]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2g
[金不换]复方炉甘石外用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g

[汉森]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0片
[东药]氧氟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5g

[迪瑞]硫酸锌尿囊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长化]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天天明]复方硫酸锌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龙润]盐酸布替萘芬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大得利]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天龙]鱼腥草素钠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mgx6枚
[博华]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24片x2板

[凯程]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4粒
[济安堂]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片

[银诺克]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博华]酚氨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天龙]盐酸羟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5mg
[可日可]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18片x2板

[同盛兰威]盐酸洛美沙星滴眼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l:15mg)
[百科亨迪]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0片

[仁和]奥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x2板
[大生瑞丽]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1板

[普利舒奇]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6袋
[万通]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x2板

[百信]氨金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迪康]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凯因]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赛立泰]腺苷钴胺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mgx12片x3板
[康芝]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24袋

[纯正堂]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源瑞制药]磷酸苯丙哌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12片x2板
[莹润]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
[衡山]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柏林]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3板
[通园]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科瑞]哈西奈德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8ml(0.1%)
[中化]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24粒

[宝珠]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24片x2板
[愈芙]氧氟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50mg

[华侨]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北京紫光]复方利多卡因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g（5%）

[格瑞]阿昔洛韦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源首]蜡样芽孢杆菌活菌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8袋

[白云山]头孢氨苄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0粒
[宝伲康]盐酸金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6g:0.06g)

[正尔]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12片x1板
[广发]黄藤素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2粒



[万通]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中杰]薄荷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8片x2板

[海斯]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肠溶
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10mgx24粒
[人福]双氯芬酸钠栓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5粒x2板

[全宇]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迪冉]盐酸丙卡特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5μgx6片x2板
[鑫煜]维U颠茄铝胶囊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2板
[葵花]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18袋

[科田]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圣鹰]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粒

[利君]甲芬那酸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0粒
[天源]洛索洛芬钠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mgx12粒

[仁和]硫酸庆大霉素缓释片(瑞
贝克)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40mgx12片x2板
[南通薄荷]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g
[天辰]苦参碱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10枚

[仁和]复方银翘氨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粒x1板
[恒健]过氧化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00ml(3%)
[云鹏]利巴韦林含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20mgx12片x2板

[银河]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恒健]碘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2%)

[新陇海]雷公藤多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50片
[恒健]甲紫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1%)

[川渝牌]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5gx100包
[仁和]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8片

[乐了贝]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维威]小儿氨酚黄那敏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0片x2板
[万通]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海南制药]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华太]磷酸苯丙哌林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12粒x2板
[亿康]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坤达]萘哌地尔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5mgx5片x2板
[源瑞制药]左羟丙哌嗪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0mgx12片x1板

[天津药业]盐酸氨溴索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6g
[湖北四环]吲哚美辛呋喃唑酮

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粒

[韩都]氟康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3片
[万通]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gx7枚
[郑环]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2板

[天德]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袋
[一康]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正大清江]头孢克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8粒

[东圣]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一力]复方氢氧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科瑞]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0mgx30粒
[白云山]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25gx10粒

[修正]盐酸氨溴索口腔崩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2片
[银河]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x20袋
[常乐]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柏海]醋酸泼尼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00片

[河北医科大]盐酸氨溴索口服
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3g
[搏渭]复方龙胆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片



[南京同仁堂]复方氨酚烷胺胶
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康利达]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mgx7粒
[渊源]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片x5板

[仁和]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鹤灵]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0板
[金畅]羧甲司坦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袋

[信龙]水杨酸苯甲酸松油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本天]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2粒x2板

[德元]大黄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0片
[上龙]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00片
[松鹿]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金鼎制药]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杭康]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3板
[敢严]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0片x2板
[易坦静]氨溴特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片

[腹泻啶]盐酸洛哌丁胺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mgx6粒
[恒健]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鲁明]甲氧氯普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mgx100片

[鲁西]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片
[宝珠]吲哚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片

[昂利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4板
[顶克]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
[康恩达]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30片x2板
[国金]愈酚喷托异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12袋

[中新]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瑞新]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0片

[星海]碘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
[芜湖康奇]甲氧氯普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mgx100片
[迪博]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天赐宁]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修正]酮洛芬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粒x2板

[美优]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0ml（10ml:1g）
[王牌速效]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天方]愈创维林那敏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倍得芬]布洛芬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粒x2板
[弘盛]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益民堂]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4粒
[鲁明]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100片
[开坤]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mg(0.1%)
[白云山]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
[石药]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片
[昭药]复方岩白菜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片
[川石]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湔江]罗通定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0mgx100片

[海王]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华南牌]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0片

[康刻尔]盐酸氨溴索口腔崩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2板
[远恒]苦参碱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5枚
[尧华]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0mgx100片

[湖北四环]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9枚
[迪康]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02gx8粒



[利君]酮洛芬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粒
[迪耳]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艾茵美]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8粒
[世贸天阶]氢氯噻嗪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gx100片
[红旗]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千汇]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4板
[一新]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金砖]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0片

[河北医科大]富马酸酮替芬滴
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2.5mg
[恒久远]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0.5%)

[华南牌]四环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0片
[东北亚]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x2板
[三可牌]色甘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16g(2%)
[方盛]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5袋
[南国]复方桔梗麻黄碱糖浆

(Ⅱ)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mlx5瓶

[金不换]肾上腺色腙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mgx100片
[瑞新]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00片
[太湖美]复方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万通]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0g:0.1g)
[鹏鹞]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00片
[信谊]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0粒x2板
[伊利欣]氯雷他定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2袋
[远清]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0.3%)

[天津创新]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x3板
[西峰]复方氨敏虎杖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臣功]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枚
[南国]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口

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显锋]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同达]维U颠茄铝胶囊(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粒
[锦华]盐酸乙胺丁醇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25gx100片
[康恩贝]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x2板

[百泰]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
[方明]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辅仁]复方硫黄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50g
[仁和]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10片x4板

[白敬宇]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通用]丙酸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2mg(0.02%)
[燕鱼]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6贴
[显锋]富马酸酮替芬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38mgx18片
[修正]美洛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8片
[白云山]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2板
[显锋]氯唑沙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gx12片x2板

[奥瑞特]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
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
[白云山]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
[喜人]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x1瓶

[钧安]天麻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5mgx24片
[扬子江]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武汉联合]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0mgx1片
[天天乐]小儿氨酚黄那敏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0片

[杏林白马]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科辉]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难老泉]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0片
[敖东]甲硝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片x2板

[显锋]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x3板
[海尔斯]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6g
[绿金子]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禅心]盐酸小檗胺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8mgx24片x2板

[显锋]小檗碱甲氧苄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粒
[圣元]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恒久远]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同联]铋镁豆蔻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易双必]复方雷尼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
[康恩贝]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新亚富龙]复方醋酸曲安奈德
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ml
[胜艾]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

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285gx6片x2板

[德成]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
[华青]鱼石脂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

[信谊]盐酸倍他司汀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4mgx100片
[瑞尔]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瑞新]盐酸左旋咪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25mgx100片
[科瑞]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g(0.5%)

[恒健]新霉素氟轻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明瑞]法莫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4片
[良济]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18袋

[金日]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24片x2板
[南国]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0mgx30粒

[星斗]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三益]哈西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mg
[银贝]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同达]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汉晨]氯雷他定糖浆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0ml
[丽生]盐酸赛庚啶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50mg

[仁和]尼美舒利胶囊(腾克)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粒x1板
[皇象]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36片
[利华]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x3板

[冯了性]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皇象]羧甲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

[津奉]复方水杨酸苯甲酸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一正]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8袋
[三才石岐]天麻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0mgx10粒x2板
[三精]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九天]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安徽金太阳]食母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100片
[潘舒泰克]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4片

[富东]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6袋
[瑞年]富马酸酮替芬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mgx60片

[济邦]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8片x2板
[华瑞联合]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15mg

[花海]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内附冲洗器)
[绿金子]复方胃膜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6gx12片x2板

[南大博仕]复方北豆根氨酚那
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999皮炎平]糠酸莫米松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1%)



[迪瑟]氟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粒x2板
[逸舒]氨糖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片x2板
[蒙欣]布洛芬片(雷通)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片x2板
[远恒]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
[鑫烨]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2板
[天洋]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7枚(内附指套

七只)[恒基]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誉隆]复方吡拉西坦脑蛋白水

解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2片x2板

[康缘]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0mgx1片
[辅仁]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0g：0.1g）

[双鹤药业]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丹东宏业]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
[峨嵋山]口服补液盐散(Ⅰ)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4.75g

[太极]二甲硅油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5mgx100片
[国光]眼氨肽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2.5g
[亚邦]吲哚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片
[亮晶晶]滴眼用利福平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滴丸10mg+缓冲液

10ml[奥立泰]奥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x2板
[科瑞]乳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光明]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8ml：8mg

[赛诺维]乳酶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15gx100片
[信谊]倍他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5mgx100片

[誉隆]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00片
[百泰]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4片x2板
[华澄]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60粒

[渤海]倍他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圣元]复方醋酸氟轻松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ml
[葵花]复合凝乳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

[雪豹]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维敏]胶体酒石酸铋胶囊（久

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5mgx12粒x2板

[红旗]乳酸依沙吖啶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
[奥森]布洛芬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0粒x2板
[阿维克]克拉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6粒

[九天]甲紫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1%）
[汾河]维生素B2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gx36片
[阳光]氧化锌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现代]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川石]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0%)

[恒安]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2g
[太平]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5g:150mg)
[恒安]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东陵]碘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
[红旗]碘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

[定君生]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5gx5粒
[福元]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3%)
[功达]氧化锌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

[禾氏美康]复方右旋糖酐70滴
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成纪]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3袋

[全星]阿达帕林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0.1%)
[福建太平洋]维胺酯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

[华意]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锦华]萘普生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0片
[同泽安]右旋布洛芬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0mgx6粒
[天津药业]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海王]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甜
橙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0gx9袋
[一正]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
[青阳]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明日]水杨酸苯甲酸松油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兰花]萘普生钠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75gx12片
[瑞年]吡罗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mgx50片

[天方]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科力]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x3盒

[利通]酚咖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
[浦北]三磷酸腺苷二钠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4片
[芬迪宁]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24片

[凯蒙]鼠李铋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片x6板
[白敬宇]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白敬宇]樟脑薄荷柳酯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g
[多多]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华青]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江波]克拉霉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4片
[常州康普]吡硫翁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易舒特]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中联]克霉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15gx5枚x2板

[秦昆]复方锌布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24袋
[友南]双唑泰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地奥]泛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6片
[爱尔士]醋酸氯己定溶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6支(0.05%)
[常州康普]复方地芬诺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0片

[平光]土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0片
[信谊]酚氨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仁和]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6片

[环球]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骅成制药]复方岩白菜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片

[方明]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0片
[利君]土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

[信谊]利巴韦林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4片
[恒健]汞溴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2%)
[高劲]罗红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12片
[科伦]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5板
[普瑞]消旋山莨菪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肠解痉 5mgx100片

[米阿卡]复方锌布颗粒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包
[济仁]甲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0粒

[亚邦]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10粒

[仁康]尼美舒利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gx12袋(每袋含尼美

舒利50mg)
[仁和]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
[威海华新]强力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0ml(0.5%)
[锦华]西咪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60粒

[晨牌]复方氯丙那林溴己新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片
[本真]复方颠茄铋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片x4板



[广东远大]参维灵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8片
[三精]牛磺酸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4gx10袋
[百泰]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2片x3板

[香雪]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济诺]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粒

[丹生]胰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2片x2板
[诺舒]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ml：15mg
[定州牌]复方甲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7粒

[迪冉]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5片
[欧替]硝酸益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gx3粒
[圣元]复方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弗仑特]氟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0粒

[仁和]复方醋酸地塞米松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科瑞]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Ⅱ)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1板

[康角丫]水杨酸复合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x2包(粉剂)+6gx2

包(液剂)
[太极]氨咖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宝珠]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30片

[乐亢]甲钴胺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mgx10粒x3板
[吡哒]丙酸倍氯米松气雾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50μgx200揿

[红石]羧甲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gx12片x2板
[新世纪]灭菌结晶磺胺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gx8袋
[力字牌]酚酞含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1gx100片

[百泰]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2粒x2板
[京卫药业]沙丁胺醇气雾剂(混

悬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0mgx200揿

[石药]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白敬宇]复方甘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片

[克胜]硫酸软骨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0.15g
[泰华堂]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2片

[恒达]羧甲司坦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7袋
[力舒同]尼美舒利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粒
[科田]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恒瑞]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10片

[申高]复方胃蛋白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8袋
[恒安]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3.75mg
[立业]桂美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8片x3板

[奥平]重组人干扰素α2а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6粒（6万IU）
[倍奇]愈创维林那敏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片
[米阿卡]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8袋

[潜江制药]马来酸噻吗洛尔滴
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2.5mg
[人福医药]复方愈创木酚磺酸

钾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哈药]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
[济南利民]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方明]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
[白敬宇]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普康]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羚锐]冰樟桉氟轻松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4cmx6.5cmx4贴
[通用]核酪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易舒特]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华瑞联合]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0片

[九泰]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双汇]异丙嗪胆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片
[同达]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gx100片

[康芝]鞣酸蛋白酵母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2袋
[知原]联苯苄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
[克逗]阿达帕林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0.1%)

[东北制药]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片
[遂昌惠康]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修正]洛芬葡锌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圣瑞恩]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60粒

[立业]茶新那敏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0片
[久和]盐酸二氧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5mgx10袋

[长圣]乌洛托品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腋臭 24ml(39.5%)
[水朗]盐酸羟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ml:1.5mg

[康裕]雷公藤多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50片
[申高生化]多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0片

[九泰]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川石]醋酸氟轻松冰片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东北制药]复方乙酰水杨酸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片
[华南]盐酸多西环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05gx100片

[人福]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必诺胶囊]枸橼酸铋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8粒x7板
[仁和]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80ml

[陕西爱民]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盒
[马休医生]复方酮康唑发用洗

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g

[恒健]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20粒
[即克]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瑞香]小儿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片x2板
[人福]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贵州百灵]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果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9包
[盘龙云海]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国缔]复方醋酸氟轻松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ml
[常立宁]酪酸梭菌活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片
[恒安]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mg

[九州通]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9袋
[安灭菌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375gx6片x1板

[诺得胜]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10片x1板
[利君]复方甘草酸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3板
[大源]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3板
[福青]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10片
[仁和]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苏州三药]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三益]哈西奈德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ml(0.1%)
[科瑞]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10片
[新和成]酞丁安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0.3g
[南洋]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
[星斗]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0片
[宏盈]氯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0mg

[捷众]复方水杨酸樟碘溶液Ⅰ
（新星鲜特灵）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
[九势]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x3板

[轰克]布洛芬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5g：0.75g
[天士力]盐酸硫必利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0mgx100片



[昂利康]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3板
[修正]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五景]复方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青平]食母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80片

[修正]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5gx12粒
[远大医药]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片x2板
[圣元]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京新]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
[海鲸]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0.05%)

[来生元]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
[恒久远]维酶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00片

[众心堂]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2袋
[晨牌]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ml(1%)

[葵花]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仁和]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瑞香]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2片x2板
[雪樱花]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2片

[万裕]阿仑膦酸钠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10mgx12片
[聚荣]肌苷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mlx10支
[兴华]复方芦荟维U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2板
[柏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3板

[新安]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5片x2板
[鲁抗]阿奇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1板

[天龙]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6瓶
[代林]盐酸伊托必利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mgx20粒

[显锋]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5板
[莎普爱思]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6袋

[科瑞]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3%)
[白云山]硝酸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0g:0.1g)
[毕克]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片x2板
[瑞珠]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8mlx10支

(0.8ml:2.4mg)[葆列止]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2片
[仁和]硝酸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华南牌]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天龙]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8枚
[九泰]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朗依]硝呋太尔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1gx14粒x2板

[圣元]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康司达]小儿贝诺酯维B1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gx12袋

[九洋]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天津药业]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修正]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仁和堂]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00片

[奥托康]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
B12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袋
[亿儿利康]氨酚麻美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包

[双湖]盐酸异丙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2.5mgx100片
[喜人]甲硝唑维B6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片x2板
[无极]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南国]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2.4%）
[宝珠]甲氧氯普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mgx24片x2板
[云岗]甲氧氯普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mgx100片



[遂成药业]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石药]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0.6%)
[喜适康]复方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鼎泰]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2%)
[顶克]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瑞珠]色甘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8mlx10支
[地纳]谷丙甘氨酸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12粒x2板
[大亚]布洛芬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4片

[天龙]林可霉素维B6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
[白云山]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0片

[海王金象]复方庆大霉素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片x4袋
[秦昆]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南宁康诺]大黄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三才石岐]氢氯噻嗪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gx100片
[喜人]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24片x1板

[马应龙]聚乙二醇4000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gx10袋
[东北制药]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东宝]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力克舒]复方银翘氨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双吉]维生素E乳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85ml
[韩美]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3.2%)
[永信]铝镁二甲硅油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片x3板

[三益]醋酸氟轻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2.5mg
[中联]三维制霉素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良福制药]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15mg(0.1%)
[天津药业]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15mg
[天士力]葡醛内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mgx100片

[远清]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0.3%)
[新亚]丙酸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2mg

[逸舒]羧甲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
[九华]克霉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15gx5粒x2板

[华南牌]土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0片
[普华]盐酸美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0mgx18片x2板
[白云山]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先声]头孢丙烯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粒
[新安]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信谊]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东日]甲硝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8片x2板
[得菲尔]愈酚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维宏]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2板
[常州制药]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双鹤药业]羚黄氨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大源]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3板

[世康特]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旺林堂]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2板
[金日]复方地塞米松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天方]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20片

[橄榄枝]复方菠萝蛋白酶肠溶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片(1万单位)
[三才石岐]葡醛内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mgx100片

[辰欣]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0.3%)
[华南]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00片



[振霖]复方金刚烷胺氨基比林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片
[南洋]硝酸益康唑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1%）
[米桑]酪酸梭菌活菌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gx12粒x2板

[可宁]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1gx10枚
[天大]盐酸氨溴索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6g

[苏州三药]复方羟丙茶碱去氯
羟嗪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
[美优]头孢丙烯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康正]氧氟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含量10g：

50mg）[真伏]伊曲康唑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7片
[圣元]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片

[东泰]苦参碱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5枚
[蒙欣]利巴韦林含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20mgx24片

[通辽]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24片
[精方]尼美舒利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袋
[九洋]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明瑞]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双铝)

[金日]乙酰螺旋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辅仁]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x2板

[新达]复方氨酚烷胺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77mgx10片
[三可牌]复方硫酸软骨素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0片

[皇象]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2板
[皇象]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24片
[龙虎]氟轻松维B6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

[海王]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科力]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片x2板

[南昌白云]碳酸氢钠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0g
[红星]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B12

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8袋

[美优]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2板
[阳光]硫糖铝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00片

[五景]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
[亚宝力维]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20片

[兴齐]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眼
用凝胶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g（20%）
[佐派欣]左羟丙哌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g:60mgx10袋
[特维丝]异维A酸软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mgx15粒

[益民]糠甾醇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0mgx100片
[云南白药]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片x3板

[首儿]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ml：1.5g（10%）
[吉春]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华意]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10片x1板

[贝诺克]头孢克洛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福元]哈西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mg

[东信]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9袋
[无极]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米阿卡]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8袋
[星斗]蜡样芽胞杆菌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0.32gx10片x2板
[恒久远]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0g:1g)

[鑫烨]复方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蓝乐]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

[三益]复方水杨酸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ml
[力克舒]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
[畅快]氨酚咖黄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延安药业]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百泰]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2板
[乐宁]阿昔洛韦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gx12粒x2板
[康医生]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人福]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跨海]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48片
[汎德]氨咖愈敏溶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0ml
[今辰]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恒健]曲咪新乳膏（恒健康
霜）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南昌制药]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三益]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8ml(0.1%)
[仙笛菲]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12袋

[恒久远]利巴韦林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20mgx12片x2板
[哈药]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天洋]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

[阿特维斯]硝酸咪康唑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2%）
[迪瑞]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片x2板

[美优]浓维磷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00ml
[信谊]氢氯噻嗪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gx100片
[宝珠]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0片
[一洋]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2%)

[龙城]复方龙胆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片
[玉川]氨咖甘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片

[南国]羧甲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
[哈药]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x2板

[奥森]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20粒
[济南利民]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4片

[南国]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0片
[本草堂]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4粒

[奇信]甲钴胺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50粒
[亚邦]盐酸氨溴索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6g
[星鲨]酚氨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5板

[永龙]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三益]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7.5mg

[长江]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12粒
[同达]磷酸苯丙哌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24片x2板

[仁和]盐酸班布特罗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mgx12粒
[即克]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欣可来]胞磷胆碱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gx6片x2板

[迪诺]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
[多多]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2板
[诺奇沙]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片x2板

[知原]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0ml
[欣芙灵]联苯苄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60ml(1%)
[亚宝]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粒
[科伦]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6粒（附赠指

套）[福邦]氟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粒
[悦康]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板x2板/

盒[永龙]氨林酚咖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粒
[军旗]土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0片

[吴太]四维他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蒙欣]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普洛平]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
[亚宝]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

[福星]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无
氟利昂配方)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μgx200揿(沙丁

胺醇计)
[全星]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瑞奥]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片x3板

[信谊]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24片
[恒瑞]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2mgx10粒

[北大医药]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积大本特]盐酸坦洛新缓释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2mgx6片x1板

[东阳光]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3gx6片
[中佳]磷酸苯丙哌林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0mgx12片

[贵州百灵]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gx12粒
[白云山]复方甘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片

[安徽宏业]硫糖铝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00片
[燕京]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0片

[切诺]桉柠蒎肠溶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8粒
[正和]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殊奇]曲昔匹特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mgx12片
[金日]复方庆大霉素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片x6袋
[白敬宇]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怀仁]盐酸氨溴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20片

[科瑞]替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8片
[辅仁]盐酸氨溴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6袋
[斯威]溃疡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x3板
[悦康]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科瑞]吲哚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片

[马应龙]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9袋
[联邦]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0.5%)

[太极]天麻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5mgx20片x2板
[宁新宝]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x1板

[皇星]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显锋]磷酸苯丙哌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35片
[仁康]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天洋]甲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5枚x2板
[济安堂]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福建太平洋]复方氨酚烷胺胶

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粒

[国帝]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3枚x2板
[修正]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天泰]止痛化癥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8片x2板

[修正]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韩美]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蒙欣]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10片
[信谊]羟丙甲纤维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50mg

[云鹏]葡醛内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00片
[红林]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

[同达]盖胃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云岗]盖胃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3板

[蒙欣]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24片
[白敬宇]萘普生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0片



[一宁]乙酰螺旋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片x2板
[皇象]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0片
[远恒]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金日]头孢拉定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2袋

[敖东]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通化长城]磷酸苯丙哌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18片x2板
[具茨山]色甘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16g(2%)

[瑞那替]富马酸酮替芬分散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mgx12片
[得菲尔]愈酚喷托异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袋

[本草堂]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9片x3板
[中蒙]健胃十味丸(浩道敦-10)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粒x3瓶

[大峻]止痛化癥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5片x2板
[恒康]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袋

[修正药]复方蒲芩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x2板
[兴华]复方蒲芩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2粒x3板

[吉尔吉]鼻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6gx12片x4板
[九州通]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瑞华]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0丸
[和盈]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本草纲目]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60g
[逍遥津]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10片x2板
[湖北美宝]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6袋

[民康]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丸
[南京同仁堂]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9袋
[蒂莉莎]头孢地尼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
[天津博爱]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1贴x6袋

[诺得胜]三七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40片
[海山牌]泛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6片x2板
[商丘金马]朱砂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德康]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
[在田]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2.5%）

[小儿力克舒]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24袋
[润弘]沉香化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修正]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诺得胜]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8片x2板

[润弘]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太极]半夏天麻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6gx8袋
[叶开泰]关节风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0粒x8袋（每10粒重

1.2g)[金鼎制药]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9支
[本草纲目]加味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gx10袋

[特丰]复方甘草酸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1片x1板
[奇正]六味能消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30片

[永利]消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5gx12粒x2板
[诺金]盆炎净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1gx30片

[隆中]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6ml
[在田]跌打红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2板
[中联]金叶败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6袋
[海外]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3gx10片x4板

[东宝]新雪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6gx12片x2板
[粤华]五酯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24粒

[壮彤]盐酸阿比多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1gx6袋



[银涛]裸花紫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12粒x3板
[旭华]肾石通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2gx12袋

[巨能]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支
[烟台大洋]排石利胆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0袋
[瑞阳]复方甘草酸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9粒x4板

[立华]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0片
[吉通]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3gx12片x5板
[太福]夏枯草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200g

[德瑞]了哥王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6袋
[龙牡]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本草纲目]银花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康奇力]参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2gx36片
[祥瑞]非那雄胺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6粒
[葵花]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0片x2板
[九州通]泻火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诺金]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万年青]葛根芩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80片(素片)
[寿如松]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3板
[太极]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3板

[天津太平洋]非普拉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1gx20片
[慧谷]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济民可信]清热解毒口服液(无
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华佗]夜宁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gx10袋
[禾正]五酯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3mgx135丸

[瑞年]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40mg
[俞氏]兰索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mgx7粒

[天圣]百咳静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gx6袋
[中联]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南京同仁堂]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6g
[湔江]护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

[必康]止咳桃花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0袋
[君碧莎]乳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12粒x3板

[瑞珠]西吡氯铵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x10支
[仁和]清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2片x2板

[阿房宫]翁沥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片x2板
[南京同仁堂]跌打损伤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g
[博洲药业]头孢地尼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

[吉春]健脑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5gx12片x2板
[悦康]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含蔗糖)
[聪明虎]接骨续筋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片x3板

[吉春]头风痛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gx10袋
[亿华]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0mgx1片

[吉春]护肝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8gx12片x2板
[三帆]消炎镇痛膏（弹力微

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cmx12cmx6片x2袋

[三帆]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片x3袋
[新峰]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迪龙]脑蛋白水解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2片x2板
[李夫人]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12片x1板

[陪都]壮骨麝香止痛膏(无纺布
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1cmx15cmx6片x2袋
[葵花]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12袋

[渝生]水杨酸苯甲酸松油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速迪]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片x2板
[三清山]氨咖黄敏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东升]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葵花]止泻灵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lx6支
[东升]夏枯草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0g

[雷允上]苦胆草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8gx15片x4板
[东升]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北京东升]小儿清热止咳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0丸
[钧安]银花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gx10袋
[一力]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30片

[华龙]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8支
[津奉]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999]三九胃泰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5gx6袋
[仁和]复方苦木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gx12粒x3板

[葵花]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东升]牛黄清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5丸
[东升]开胃理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5丸

[安琪酵母]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6袋
[虎泉]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0袋

[仁和]感冒退热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5gx12袋
[新峰]五花茶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6袋
[新功]复方枇杷叶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北京东升]清热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gx6袋
[新功]蛇胆陈皮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支
[隆中]川贝止咳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诺得胜]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朱养心]万灵五香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膏药20gx1张+药粉

0.25gx2瓶
[隆中]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袋

[宁竹]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7板
[美通]雷公藤多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100片

[汇中]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40ml(含糖型)
[人福]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百利]复方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康缘]金红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5gx9袋

[明和]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众生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2板

[仁和]羚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2gx18片x2板(薄

膜衣片)
[钧安]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8片x3板)

[九寨沟]西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2瓶（每20丸重
1g)[御金丹]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闽海]丹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60粒
[诺得胜]肝复康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9袋
[华南]醋酸泼尼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00片

[诺得胜]麻仁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30g
[长红]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24片

[炎黄本草]复方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德安]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cmx12cmx5片x2袋

[午时]脑乐静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ml
[格瑞林]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3板



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御金丹]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0丸

[东信]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
[津奉]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大力神]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4板
[新新]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6gx2丸x6球
[钧安]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g

[御金丹]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48丸
[振霖]舒心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4gx9袋

[健民]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海外]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9袋
[健民]风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12袋
[巨能]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御金丹]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济安堂]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济世]保和丸(孙真人)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彤医]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安特]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方盛]藤黄健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5gx12片x2板
[隆中]香砂六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0g

[武健]麝香舒活搽剂(麝香舒活
精)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中侨]口服补液盐散（Ⅰ）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4.75gx10包

[吉春]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5粒x2板
[长久瑞华]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一正]肺宁胶囊(返魂草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0粒x4板
[旺龙]如意定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7gx48丸

[旺龙]舒筋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同德堂]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炎黄本草]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一正]儿泻止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3gx8袋
[诺得胜]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白敬宇]富马酸酮替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mgx60片
[逸舒]化痰消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3板
[天星]接骨续筋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4板
[申高]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包

[申高生化]胃膜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2板
[叶开泰]野菊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9袋

[南阳普康]维U颠茄铝镁片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8片
[晁氏]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仁源堂]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2片x3板
[健民]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钧安]清热银花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0ml
[葫芦娃]肠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gx6袋

[葵花]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葵花]克感利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gx6袋
[本草纲目]戊己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0g

[999]磁朱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gx10袋
[叶开泰]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2袋
[怡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明和]喉痛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gx10袋



[格瑞林]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御福林]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本草纲目]耳聋左慈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0g
[葵花]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本草纲目]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重庆和平]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钧安]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淮加]药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8gx2支x5袋
[华阳]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8支

[人福]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希尔安]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5gx9袋

[澳珍]珍珠层粉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gx12瓶
[万通]银花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山西黄河]十三味辛夷滴鼻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6ml
[百利]替硝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8片

[999]耳聋左慈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0g(每10丸重1g)
[诺得胜]安神益脑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6袋

[司百得]精氨酸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gx8片
[辉南三和]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粒x2板
[陪都]冰樟桉氟轻松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4cmx6.5cmx4贴

[纽兰]妇科白带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0g
[炎黄本草]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ml
[新百]蜡样芽胞杆菌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0.32gx12片x2板

[京都麒麟堂]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13cmx5片x2袋
[健民]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汴京]少林正骨精(酊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澳迩新]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云鹏]安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12片x3板
[葵花]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仁悦]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人福]良园枇杷叶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哈药六]美辛唑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6粒
[亚邦]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3%)
[舒药]羚羊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60丸
[吉通]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20片x3板

[大力神]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0ml
[大力神]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双龙]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0粒x2板

[诺得胜]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晨牌]前列泰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8gx12粒x3板
[仁和]排石利胆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2袋

[南京同仁堂]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天济]利多卡因氯己定气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60g

[一正]对乙酰氨基酚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5gx6枚(内附医用

聚乙烯指套6只)
[远恒]阿昔洛韦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远恒]丙酸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2mg
[仁和]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4片x2板

[葵花]元胡止痛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4片x1板
[鑫瑞]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康缘]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太原药业]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100片

[博大]山香圆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4gx9袋(降糖)

[达因]小儿布洛芬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0mgx3粒
[粤威]乳块消贴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6cmx8cmx2贴x2袋

[新峰]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20片
[龙虎]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15%)

[三石]复方甲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8粒
[葫芦娃]维U颠茄铝胶囊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
[御室金丹]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高华]富马酸氯马斯汀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34mgx12片
[葵花]小儿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0片
[同仁堂]藿香正气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8丸x6袋

[冀衡]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4板
[仁和]护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20片

[李夫人]吡罗昔康搽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ml(50ml:0.5g)(带
喷头，方便使用)

[冀衡]抗骨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3gx10丸x4盒
[莫愁]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神奇]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5袋
[方明]阿昔洛韦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20g(1%)

[圣帮杰]双唑泰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8片
[石药]槟榔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华新]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4板
[希尔康泰]阿魏酸哌嗪分散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1gx10片x5板
[顺峰康泰]双氯芬酸钠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20g:0.2g)

[以岭]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40片
[葵花]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

[永治]化痔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26gx12粒x4板
[川迪]盐酸丙卡特罗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5μgx20粒
[怡蒙]盐酸西替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粒
[欧意]复方熊胆薄荷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0片x2板
[昆明中药]通宣理肺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15袋
[仁和]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昆中]梅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得菲尔]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x2板
[修正]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九州通]双氯芬酸钠搽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30ml(1%）
[南国]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8ml(0.1%)
[太极]耳聋左慈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200丸

[以岭]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48粒
[奥皇]安中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36片
[欧维]甲钴胺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0片x2板
[得菲尔]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神鹤]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20袋
[以岭]丹七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4gx24片

[云阳]复方土荆皮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御室]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根本]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瑞生]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石药]保和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华北制药]烧伤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40ml
[格来士]复方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6粒

[华北制药]黄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gx12粒x2板
[古城]止嗽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0丸

[信谊]盐酸氨溴索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粒x3板
[万通]复方金刚烷胺氨基比林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1板

[保定东方]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13cmx3贴x2袋
[古城]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袋
[古城]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古城]芎菊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3gx12片x3板

[远恒]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奥星]芎菊上清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60片

[奥星]龙胆泻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18片x2板
[祥云]柴黄清热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gx6袋
[奇正]流感丸(薄膜包衣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24丸

[西安正大]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重庆和平]吡罗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02gx25片
[西安正大]麻仁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9gx10丸
[百顺]蛇胆陈皮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大围山]草乌甲素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lx6支
[东乐]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贴x2袋

[同仁堂]清咽利膈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6gx6袋

[万和]石斛夜光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丸
[金柯]盐酸小檗碱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05gx100片

[必康]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20袋
[维福佳]葡醛内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gx100片
[万岁]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西安大唐]前列通瘀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2gx15片x3板
[利君]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4片x1板
[利君]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2袋
[利君]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8袋
[西安正大]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唯正]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4板
[诺诺]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神威]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利君]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风华]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利君]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2袋
[利君]保和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8袋

[利君]安神补心丸(浓缩水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80丸

[利君]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6gx10丸

[澜泰]感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12粒x2板
[福瑞堂]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9袋

[利君]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利君]蠲痹抗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gx10丸
[利君]羚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2板
[利君]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8袋
[利君]明目上清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8袋
[利君]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利君]参苓白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80片
[利君]胆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5片x2板
[奥星]烧伤灵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50ml

[星斗]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B12
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20袋
[利君]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10袋

[白云山]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20袋
[嘉应]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2袋
[圣济堂]复方重楼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30ml
[圣济堂]博性康药膜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cmx7cmx2片x6袋

[健康]癣湿药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
[星州]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澜泰]安眠补脑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50ml
[健康]安阳精制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9.5cmx6贴x1袋

[惠州中药]消炎利胆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仲亿]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圣威]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2板
[海欣]口腔溃疡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8gx6片x2板

[圣威]消痤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45粒x4板
[同仁堂]消咳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全宇]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晨牌]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g:10%
[旺华]肤芩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
[鼎鹤]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5gx12粒x4板

[葵花]复方石韦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5gx9袋
[中美华医]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3板

[遂成药业]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3%)
[福乐]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汉森]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华北制药]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华北制药]复方氨敏虎杖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粒x3板

[泰生]复方氨酚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河北龙海]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闪亮]妥布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1.5万单

位)[长天]复方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甘露]八味秦皮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丸x2板

[商丘金马]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维萃]秋梨润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g
[秦昆]吡罗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mgx50片
[普济堂]木香理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普济堂]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阿斯兰]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美图]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肺炎 5gx11袋

[云植]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药圣堂]养阴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6袋
[四药]氧氟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0.5%）

[苏州三药]吲哚美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粒
[石家庄东方]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神苗]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陪都]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大围山]熊胆川贝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明日]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0%)



[忠宁]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葵花]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正清]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毕斯福]双氯芬酸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
[忠宁]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好医生]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2gx100片

[苏州四药]右旋布洛芬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5gx12粒
[亚宝]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21片

[迪赛诺]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0片x2板
[大围山]黄藤素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1gx20片

[蜀中]复方灵芝健脑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2粒x2板
[万方]肺气肿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2片x2板

[百善]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片x2板
[万方]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8片x2板

[九芝堂]裸花紫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片x2板
[三药]盐酸环丙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
[新四方]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8袋
[陕西爱民]胃复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2粒x2板
[汉唐]溃疡散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石家庄四药]金莲花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风底斯峰]二十五味马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0丸

[商丘金马]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gx12袋
[嘉顺堂]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9袋

[朗致]小活络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迈迪]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6袋
[集川]哈西奈德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ml(0.1%)
[甘露]十味乳香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2丸x2板
[汉唐]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3板

[幸福]小儿感冒退热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唐山红星]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西安正大]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冀衡]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9袋
[佛力得]愈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

[唐山红星]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海鹤药业]复方鲜石斛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gx12袋

[汉唐]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南峰]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步长]洁身洗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0ml

[石四药]银翘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奥皇]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12粒

[瑞辉]熊胆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恒祥]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25gx12片x2板

[万通]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8袋
[景忠山]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5片x3板
[金钟]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贴

[景忠山]麝香风湿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0粒x3板
[阿房宫]石斛明目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3袋

[石家庄四药]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石药]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6袋
[舒精]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3板
[石药]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2袋



[仁和]蒲地蓝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4gx15片x3板
[汉唐]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梅羊羊]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宝珠]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阿房宫]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青阳]联苯苄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1%)

[振兴]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
[华峰]风湿骨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8粒x2板
[新星]酚氨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青阳]法莫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2片x2板

[新先]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观鹤]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2gx100片

[恒诚制药]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恒诚]清凉防暑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10袋
[迪博]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石药]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普济堂]防风通圣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丹龙]天麻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gx10丸

[恒诚制药]金菊五花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辅仁]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朗致]复方氨酚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gx10袋
[云植]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x2板

[云植]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云植]黄藤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20片
[恒祥]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珮夫人]复方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云植]天麻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5mgx12片x3板

[贵州百灵]鞣酸苦参碱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2板

[中华]炎见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美图]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恒健]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2ml

[奥西康]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片
[百年康鑫]热淋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6gx48片
[罗特药]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天津儿药]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神威]复方氨酚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袋

[仁和中方]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gx6粒
[润弘]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华西]血尿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病综合征 0.4gx12粒x3板

[瑞福莱]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25gx12粒（浓缩
型）[三仁堂]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天骄]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朗致]桂枝茯苓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丸x20袋(大丸)
[立效]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碑林]金嗓利咽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gx12粒

[新亚]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2%）
[汉森]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神威]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盘龙]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片x2板



[西安博爱]双辛鼻窦炎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gx10袋
[希尔安]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0袋

[盘龙]黄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2粒x3板
[太极]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gx8袋

[雄风]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2片x2板
[润弘]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润弘]烂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润弘]保和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润弘]羚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君寿堂]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5袋

[方盛]黄藤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片x2板(每片含黄

藤素100mg)
[万通]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正元盛邦]小儿止嗽金丹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6gx6袋
[西安博爱]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正元盛邦]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0袋
[兰药]沙棘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gx6袋
[润弘]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润弘]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辅仁]香砂平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商丘金马]舒肝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长安制药]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商丘金马]小活络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汇复]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宝龙]银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0袋

[惠州中药]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君寿堂]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莱达]清凉防暑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20袋
[同药集团]仲景胃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12片x2板

[石药]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0袋
[白敬宇]酮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2gx10粒

[民泰]复方颠茄氢氧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4板
[正元盛邦]藤黄健骨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72丸x2小盒

[奥特]咽喉清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24片

[中新]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0片
[同药集团]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振东]溃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南京同仁堂]羚羊感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6支

[北京中新]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康威]开胸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昂生]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中联]维生素BT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1gx12粒

[南京同仁堂]痔疮止血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gx6袋
[卫华]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4片

[百益]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6片

[远恒]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6枚(内附医用
聚乙烯指套6只)

[颐圣]溃疡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0粒x3板
[正尔]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0片
[博祥]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0粒x5板



[昂生]复方熊胆薄荷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2片x2板
[葫芦娃]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5gx12片x2板
[葫芦爸]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6gx12片x2板
[吕梁]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片x3板

[一贝]复方胃蛋白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0袋
[明复]琥珀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x1板
[博祥]脑力宝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gx36丸

[人民药业]牛黄清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gx8袋
[人民药业]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6袋
[万辉]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修正]连翘败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德元堂]肾衰宁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病综合征 0.36gx12片x3板
[芙容丽]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12袋
[盛通]复方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ml
[红石]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博祥]乙肝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粒x2板

[博祥]桃花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gx8包
[正元盛邦]养阴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利君]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人民药业]小儿肺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9袋
[同药集团]半夏露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4gx8袋
[得菲尔]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天光]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正堂]罗汉果茶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4gx10块
[亨瑞达]复方熊胆薄荷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2片x2板
[人民药业]黄英咳喘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牧霖]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20袋
[亨瑞达]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00片
[利群药业]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红石]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天星]鼻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片x3板

[杨凌生物]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g:0.15g)x5支
[兴华]石淋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2片x5板

[日中天]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贴x2袋
（微孔弹力）

[天天乐]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本草堂]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gx12片x2板
[赛立克]贯黄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3板
[修正]酮洛芬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2粒
[中族]感冒解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10袋
[正堂]南板蓝根冲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2块
[南峰]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4板
[南峰]枣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6袋
[南峰牌]黄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粒x3板

[同药集团]对乙酰氨基酚糖浆
(儿童适用 水果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2.40g
[红石]小儿氨酚黄那敏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片

[华元医药]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9袋
[锡成]盐酸吗啉胍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0片
[澳迩]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2板

[吕梁]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片x2板
[恒建]醋酸曲安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0.025%)



[双人牌]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8丸
[华元医药]银翘伤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粒x3板
[百维]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6板

[紫金山泉]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山西恒泰]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三宝]胃蛋白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80片

[亿康]复方氨酚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石药]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紫光辰济]洋参五加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5支
[修正]氨酚咖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紫光辰济]清宣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5支

[川力]硝酸益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gx12粒
[敢严]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天医生物]复方氨肽素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5片x3板

[敖东]维U颠茄铝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2板
[华西]益气聪明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9gx5袋

[仁和]复方祖司麻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3贴x2袋
[立效]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仁和]胃复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2粒x4板
[立效]香砂六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正堂]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同药集团]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辰济]风寒感冒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4gx8袋

[何济公]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修正]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吉民]麝香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贴
[修正]萘普生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25gx10粒x2板
[紫金山泉]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亚宝]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紫光辰济]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2板
[广盛原]癃闭舒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2片x2板

[德元堂]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3板
[丁点儿]暖脐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3贴

[亿康]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会康]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60丸x2瓶

[修正]护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粒x6板
[万通]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2板
[万通]小儿消咳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片

[万通]风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片x2板
[万通]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3板

[Wangson]感冒清热颗粒(含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海外]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2袋

[吉春]肝速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3gx12粒x3板
[金恺威]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康福]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紫光辰济]麻姜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6袋
[立效]六合定中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6袋
[白云山]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白云山]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6袋



[广西药植]元胡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0粒x4板
[千年健]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片
[广西药植]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30袋
[千年健]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x2板
[紫光辰济]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每100丸重

6g)[吉春]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片x3板
[必康]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白云山]东山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2gx12片x2板

[吉春]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3板
[万辉]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金虹]碳酸钙甘氨酸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2板
[万年青]栀芩清热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瓶
[吕梁]山楂调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40丸
[立效]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广西药植]维C银翘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金石]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0片
[广西药植]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千年健]咳特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广西药植]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正堂]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广西药植]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仁和]氨酚咖黄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1板

[瑞年]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0袋
[白云山]鼻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gx10袋
[广西药植]小青龙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葫芦娃]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粒
[天圣]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同达]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力生]氨咖甘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片

[久久福]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0粒x2板
[立效]清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6gx10丸

[丝雨]盐酸伐昔洛韦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6粒
[国润]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5片x2板

[全星]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立效]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立效]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江中]乳酸菌素片(嚼服)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8片x4板
[同达]盐酸二氧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5mgx10袋

[仁和]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5g(3%)
[医创]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8片x3板

[三金]舒咽清喷雾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ml

[晶明]更昔洛韦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玉仁]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60粒

[修正]龙泽熊胆胶囊(熊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0粒x2板
[修正]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三金]复方穿心莲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麦克福源]羧甲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5gx18片

[万山红]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12袋
[医创]复方氢氧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三金]清火栀麦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4gx24片



[新星]氨咖甘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
[辅仁]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仁合堂]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1gx50片(糖衣)
[顺生]胰酶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5gx12粒x2板
[管城]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7贴
[管城]新复方大青叶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2片x2板

[奇运生]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x2板
[仁和]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

[金碧制药]咽舒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gx12粒x2板

[雷氏]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40片
[丰鹿牌]百合固金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袋

[奇林]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0mgx100片
[住邦护蕾]阿苯达唑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gx2袋

[杨凌生物]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8袋
[地纳]溶菌酶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gx12片

[云岗]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5片x2板
[三金]复方罗汉果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4gx10袋

[甲红]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东泰]复方胃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5gx15粒x2板

[邦琪]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口
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中族]板蓝根茶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块

[全新]复方岩白菜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施林]复方谷氨酰胺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袋

[慧宝源]牙痛药水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ml
[纯正堂]西青果颗粒(藏青果颗

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9袋

[圣特]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3袋
[皇隆]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纯正堂]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隆顺榕]清瘟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6片x3板
[隆顺榕]小儿金丹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2gx24片

[康惠]擦癣药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0ml
[康惠]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0粒x2板
[东泰]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8袋
[康惠]泽桂癃爽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12片x3板
[厚生]垂盆草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5袋
[东泰]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6粒x3板
[东泰]尿塞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5gx18片x3板

[东泰]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6粒
[汉源]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东泰]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gx18片x2板
[707]锡类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g

[东泰]翁沥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2板
[七0七]珠黄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g

[沈阳红药集团]安神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沈阳红药]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厚生]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七0七]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修正]桑菊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1gx10袋
[菲德力]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七0七]如意金黄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2gx10袋
[汉源]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菲德力]多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0片

[唐王]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百善]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6袋

[冯武臣]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4板

[金方]甲硝唑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14片
[杨凌生物]产妇安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袋

[东泰]血尿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病综合征 0.35gx20粒x2盒
[摩美得]复方芙蓉泡腾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2gx8粒

[乐仁堂]分清五淋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6gx10袋
[通用]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汉源]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汉源]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如日中天]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隆顺榕]泻痢固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6gx12片x2板
[汉源]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80丸(浓缩丸)
[新乐]铋镁豆蔻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60片
[颐生堂]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和治]感冒清热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9袋
[秦诺宁康]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2片x2板

[美罗]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冯武臣]口腔炎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l

[冯武臣]藿香祛暑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45gx7粒x3板
[九州通]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慧宝源]枸橼酸喷托维林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敖东]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集琦]银黄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世彪药业]复方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世彪]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天津中新]牙痛停滴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0mgx20丸

[玉兰]复方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龙发]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22gx12片x2板

[盘龙云海]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太极]一粒止痛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9gx3粒x2瓶
[辅仁]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天士力]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玉兰]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玉兰]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长源]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0粒x3板
[邦琪]止咳平喘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g
[邦琪]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南京同仁堂]小儿氨酚黄那敏
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远恒]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gx6枚

[太极]九味羌活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3板
[太极]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太极]小活络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2gx50片
[好护士]肾炎消肿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4gx80片
[太极]川芎茶调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8gx50片
[九州通]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太极]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邦琪]小儿化痰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2支
[华澳]复方水杨酸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玉兰]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三金]三七血伤宁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g(保险子1粒)
[邦琪集团]清凉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6片
[仁和]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2板
[邦琪]复方川贝母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36片
[以岭]盐酸环丙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片

[太极]银翘解毒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2丸
[碧凯]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
[邦琪]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36粒
[邦琪]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9袋
[艾迪]番泻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gx6袋
[世彪药业]板蓝根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天医生物]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2板
[润弘]阴痒康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都乐]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5袋
[立效]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

[金嗓子]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金嗓子]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9袋

[春萌]替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gx6粒
[金不换]罗通定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0mgx100片

[金不换]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100片
[恒拓]大黄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千里明]鼻塞通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8ml
[仁和]磷酸苯丙哌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12片
[晨牌]浓替硝唑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0ml(0.2%)
[一正]明目上清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6袋
[地奥]舒乐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0ml

[仁和]胃乐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lx12支
[江苏四环]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誉隆]喘咳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3板
[恒基]枸橼酸铋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
[吉尔吉]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粒x2板

[华圣]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良福]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仁和]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5片x3板
[三鹤药业]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三鹤药业]羚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灵峰]风湿骨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5gx10瓶
[朝花]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gx12片x4板

[灵峰]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百会]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鑫辉]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惍世慷]木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0丸x6板

[大理中药]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济民可信]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本草堂]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4板
[华澳]十滴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5mlx20支

[东陵]天龙拔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7cmx10cmx4贴



[灵峰]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南京同仁堂]南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汉王]香连化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20袋
[鸿博]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敖东]金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2gx100片
[北方经开]柴胡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0袋
[武陵山]麻芩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鑫辉]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8袋
[盛辉]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5片

[广西医科大]胃乐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24粒
[鑫辉]朱砂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袋
[以岭]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0袋
[双鹤药业]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24粒
[好护士]湿热痹颗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gx12袋（减糖型）

[鑫辉]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南阳]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包
[亦芝堂]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6gx12片x3板

[大理中药]葛根芩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9片x3板
[红鹰]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片
[汉王]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常州四药]盐酸赛庚啶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mgx100片
[德成]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3%）
[星海]解痉镇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花红]复方两面针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72gx12片x2板
[三鹤药业]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利君]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8袋
[功达]莲胆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4gx10粒x2板

[孔圣堂]清胃黄连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2袋
[孔孟]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利君]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8袋
[石药]金钱草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72片

[三鹤药业]银翘解毒丸(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远达]胃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6袋

[三鹤药业]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远达]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包

[葵花]小儿氨酚黄那敏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片
[亚宝]苍耳子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2粒

[普尔康]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糖衣
片)[同联]莨菪浸膏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100片

[恒生制药]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花红]伤风感冒茶(伤风感冒冲

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6块

[米阿卡]对乙酰氨基酚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2袋
[白敬宇]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桂西]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6袋
[白泉牌]舒腹贴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5cmx6cmx2片x2袋

[乐赛仙]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巨能]盐酸氟桂利嗪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0片x2板
[龙都]天麻蜜环菌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36片
[太极]炎可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9粒x3板
[灵轩]香砂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天德]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8支



[兴齐]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mlx10支
[白泉牌]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4片x2袋
[仁和]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蒙药]清心沉香八味散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gx5袋

[灵峰]金香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7gx12粒x4板
[蒙药]五味清浊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75丸

[珮夫人]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太极]清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5片x3板

[希尔安]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
[仁和]氨咖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天津博爱]连翘败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0g
[晁氏]感冒退烧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24片x2板

[快佳泰]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片x2板
[东升]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桂花]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观鹤]刺五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禅方]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晁氏]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鹏鹞]益肝灵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2片x2板
[浙南]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天津博爱]蟾酥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贴x2袋
[蓝猫]泻白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瓶

[康福来]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2袋
[好护士]乳癖消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60粒
[禾穗牌]健肝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60粒
[嘉应]吐泻肚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0粒x2板
[孔圣堂]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冠峰]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00片

[孔圣堂]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仁和]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5粒x3板

[新和成]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
[万寿堂]跌打扭伤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日田]复方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桂西]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常泰]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东方人]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片x3板

[嘉应]胃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片x4板
[丰鹿牌]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孔圣堂]木瓜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0丸
[象王]紫归治裂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cmx7cmx5贴x2袋

[玉屏山]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9袋

[万寿堂]梅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金牛牌]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恒健]加香甲酚皂溶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0ml

[天津博爱]麝香跌打风湿膏(弹
力微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cmx10cmx4贴x2袋
[甘南藏药]风湿骨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5粒x12袋
[青峰]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治选]癣湿药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天龙]维胺酯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

[太极]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2板



[云昆]参苓健脾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6袋
[999]痔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8gx20片

[胡庆余堂]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10袋
[老桐君]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德昌祥]宁嗽露（糖浆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信龙]复方土槿皮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ml
[信龙鹅掌]鞣柳硼三酸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6gx8包
[石药]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Ⅱ)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常州四药]赛庚啶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50mg
[天目山]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瓶

[贵州百灵]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0袋
[人民药业]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2板
[美尔定]止血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5gx12粒x2板

[乐普]盐酸氨溴索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5mgx6粒x2板
[扬子江]胃苏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3袋
[吉尔吉]乳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90丸

[吉尔吉]乙肝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粒x3板
[吉尔吉]溃疡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x2板

[佑华]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吉尔吉]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5片x4板

[锡成]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2片x2板
[吉尔吉]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片x2板
[吉尔吉]喘嗽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6gx12片x3板

[可济]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
[南京同仁堂]炎热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9袋

[仁和]阿咖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丽生]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威特]枸橼酸铋钾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gx56袋（每袋含

铋110mg）
[正和]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袋
[均必治]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6袋
[唐山红星]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琥同]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鲁明]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粒

[迪沙]牛磺酸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8gx12袋
[迪沙]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2片

[米阿卡]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5袋
[天方]天麻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5mgx12片x2板

[康诺]薄荷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宇惠牌]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0粒x2板
[子仁]兰索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mgx7粒

[灵泰]芩连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2片x3板
[米阿卡]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9袋
[恒健]聚维酮碘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10%)
[远达]肝胃气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gx24片x1袋
[方明]甲硝唑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

[华太]多潘立酮口腔崩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10片x2板
[吉春]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9袋

[吉春]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2gx15片x3板
[吉春]祛风止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2gx8袋



[吉春]痔特佳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粒x2板
[振霖]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8粒

[绿叶]氨酚那敏三味浸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康正]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2%）

[康正药业]克林霉素磷酸酯凝
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0.1g(1%)
[仁和]双黄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粒x3板
[白云山]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九芝堂]止血镇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5gx10粒x2板
[金沙]接骨七厘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5片x2板(薄膜

衣片)[芳菲]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芳菲]止咳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德成]滴耳油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10ml
[天水岐黄]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金马]九味羌活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2袋
[诺捷康]安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36片

[中蒙]嘎日迪五味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粒x1板
[广东九连山]神曲胃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30粒
[润达]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60袋

[通天河藏药]青鹏软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g
[君寿堂]复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gx15粒x3板
[松鹿]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8gx10袋
[汇中]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汇中]众生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粒x2板

[仙葫]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8袋
[颈复康]蚁参蠲痹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5gx12粒x2板
[美东]清瘟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9片x2板
[东方红]宝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6袋
[银诺克]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5粒x2板
[天光]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5粒x4板
[仁德]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3板
[全鸡]小儿暖脐膏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2.5gx1张x2袋
[回音必]石淋通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45gx30粒

[回音必]虎梅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10片x2板

[万方]百合固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5gx12片x2板
[银河]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6粒x2板

[黄石飞云]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康圣堂]三蛇药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50g
[康圣堂]舒筋风湿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00ml
[康圣堂]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仁丰]跌打损伤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gx6袋(每5粒重1g)
[韩都]利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8粒

[振霖]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飞云岭]度米芬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mgx18片x2板

[飞云岭]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
[国源]妇炎康分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6gx12片x2板
[冀衡]止嗽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0丸

[小儿力克舒]小儿氨酚黄那敏
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8袋
[全宇]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2板
[镇南王]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2板

[玉仁]炎立消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3板



[君山]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6gx18片x2板
[新安]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易亨]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甲保可]甲钴胺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0粒x3板
[白云峰]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50板

[康刻尔]氯雷他定口腔崩解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珍视爽]羟丙甲纤维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50mg

[翔宇乐康]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2片
[哈药]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30mgx12片

[哈药]阿仑膦酸钠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10mgx7片
[哈药]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三精]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5粒x2板

[河南康华]舒肝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英雄]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英雄]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英雄]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科田]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汇元]度米芬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mgx12片x2板

[葵花]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袋
[宛东]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24片x2板
[新和成]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新和成]醋酸曲安奈德尿素软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福元]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
[恒瑞]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辉仁]桂蒲肾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2片x3板
[仁和]风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8袋

[通辽]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成功药业]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8枚(内附药用

手指套)[敬修堂]复方小儿退热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粒
[济民]痔炎消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x9袋
[晁氏]桑菊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1gx10袋

[圣元]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方明]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1%)

[九龙]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首和金海]法莫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2片x2板

[福瑞堂]盐酸二氧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5mgx12袋
[明仁]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迪诺]丁苯羟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5g（5%）
[康利达]聚维酮碘乳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gx5支
[赤峰维康]愈美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片

[济丰]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5片x2板
[信谊]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片

[杨凌华盛]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亚太]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迪耳]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

[广仁]补脑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2片x5板
[澜泰]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1%）
[汇中]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石药]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修正药]小儿酚氨咖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6袋



[丽珠]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袋
[郑环]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环科]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2片

[华科]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12粒x2板
[聚仁堂]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2袋
[双鹤药业]泮托拉唑钠肠溶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0粒

[金龙福]阿苯达唑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gx4袋
[河北龙海]板蓝根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7gx12粒x3板

[菲德力]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1袋
[金寿]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片

[美消丹]红金消结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片x1板
[太子]川贝止咳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太子]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菲德力]复方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修正药]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三明天泰]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片
[在田]银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0袋
[圣特]感冒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gx10袋
[北牛]四味脾胃舒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3板

[吉春]肺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5片x3板
[吉春]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2粒x2板

[吉春]小儿退热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吉春]风痛安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2板
[吉春]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云中]黄石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5gx12片x3板
[时代阳光]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10袋
[时代阳光]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2袋
[时代阳光]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2袋
[众生]神曲胃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60粒

[白云山]华佗风痛宝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4gx12粒x3板
[仁和]舒神灵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2粒x3板
[九州通]小儿健脾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5gx9袋

[誉隆]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6枚
[南珠]珠黄吹喉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g

[时代阳光]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神女峰]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4板

[绿色药业]大黄通便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gx6袋
[万方]感冒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2板

[抚松制药]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瑞龙]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0粒
[绿洲]暖胃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x3板
[好医生]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太龙]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8支
[先大]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颐君]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仁和]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9粒x2板
[烟台大洋]益肝灵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丸x9袋
[汉方]罗汉果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2板
[镇南王]溃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中泰]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



[葵花]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金日]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5袋

[圣特记]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海外]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02gx6粒
[华雨]尿塞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4片x2板(糖衣片)

[真匠]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x1板
[济仁]疏风散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双蚁]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海外]舒神灵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60粒
[松鹿]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松鹿]舒筋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5丸x2盒
[滇中]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康刻尔]黄藤素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300mgx10粒

[盛唐]舒筋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5丸x2盒
[双士]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丸x10袋（浓缩

丸）[大亚]炎热清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9袋
[盛翔]小儿感冒宁合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0ml

[鹅城]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3板

[国医堂]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48片

[国医堂]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5板
[神源]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博祥]乙肝扶正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粒x2板
[黄栀花]五海瘿瘤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9gx10丸

[中联]顽癣净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
[多维]十五味龙胆花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5丸x4板
[济仁]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2板

[济仁]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9袋
[济仁]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gx12片x3板
[博祥]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8粒x2板

[昆明中药]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隆中]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5袋
[德昌祥]止嗽化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丸x5袋

[仁和]癃闭舒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1gx12片x2板
[盛通]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盛通]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金桃]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00g
[兴达]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健通]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x2板
[凯利]对乙酰氨基酚泡腾颗粒

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gx10袋

[方盛]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3板
[盛翔]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商丘金马]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3板
[南昌制药]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3板
[福瑞堂]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0粒x2板
[大康]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片仔癀]清热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gx3袋
[春柏]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10袋
[心正]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12片x2板

[天泰]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3板



[振霖牌]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5粒x1板
[安特]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mgx12粒x4板
[刻康]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x2板

[益民堂]止咳宁嗽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粒x3板
[康奇力]维C银翘片(双层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大康]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康惠]熊胆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

[白云山]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康恩贝]乳癖舒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53gx12片x3板
[禅方]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0粒
[新四方]金骨莲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4gx24片
[润弘]石黄抗菌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5gx12粒x5板
[卫力]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屏山]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36片x3瓶
[玉仁]痢泻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片x4板

[百花]解毒止泻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12片x3板(薄
膜衣)[惠美健]感冒咳嗽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6粒x3板

[骅成制药]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4板
[万裕]半夏露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gx9袋
[通大]七叶神安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2片x2板

[广西药植]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0袋
[万寿堂]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2粒x2板
[圣济堂]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

[圣济堂]噙化上清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8片x3板

[叶开泰]前列癃闭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5gx15片
[长源]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8袋
[通化百信]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10枚

[云河药业]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2板
[广信]盆炎净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x12片x3板
[葵花]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40袋

[福寿堂]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福寿堂]夜宁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gx8袋
[辅仁]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6袋
[天原]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天原]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天原]清肺抑火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袋
[天原]明目上清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6袋
[天原]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坝上]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天原]芎菊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6gx10袋

[第六制药]金莲花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盛翔]金刚藤口服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50ml
[仁和]六味木香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5gx10粒x2板
[云南白药]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3板
[康恩贝]养阴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4袋
[康恩贝]黄芩素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gx12粒x2板

[一晟达]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拜特]痔疾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gx6粒

[慧宝源]跌打扭伤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葵花]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0粒x3板



[百科]板蓝根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5gx10片
[沈阳红药]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鞍山]如意金黄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9gx10袋
[东泰]舒神灵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2粒x3板
[中族]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宝嫩牌]银黄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辅仁]绿及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6袋
[龙发]小儿清感灵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23gx12片
[江中]参苓白术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5袋

[龙发]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2片x3板
[盘龙云海]小儿牛黄清肺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25gx12片x3板

[吴大膏药]小儿暖脐膏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2.5gx1张x2袋
[康惠]妇炎清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金爵]复方蛤青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5gx15粒x2板
[克刻]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慧宝源]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日田]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仁和]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百会]维U颠茄铝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3板
[一力]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8片
[冯了性]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奇特]开胸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南京同仁堂]活血跌打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6g(每5丸重1g)
[甲红]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袋

[神苗]涩肠止泻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4gx6袋
[金奥康]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微

丸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粒

[太极]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中智]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x2板

[片仔癀]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5gx10粒x2板
[漳州生化]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36粒

[海王金象]复方愈创木酚磺酸
钾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天龙]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50mg

[天龙]复方水杨酸甲酯苯海拉
明喷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几芙佳]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gx10枚

[天龙]联苯苄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60ml(1%)
[科瑞]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袋

[鼎柔]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
[乐龄]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0.2g

[新汇]蛇胆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45g
[洪光保元堂]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冠童]复方鱼腥草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瓶
[云昆]暖胃舒乐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gx12袋

[昆中]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86gx10包
[太福]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葵花]四君子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太福]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36g(约200丸)
[太福]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叶开泰]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贴x3袋
[隆中]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9袋
[太福]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黄石飞云]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东信]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9袋
[连乡]黄连上清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香连]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糖衣片）
[连乡]左金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8g

[天天明]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8mlx10支
[香连]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康恩贝]感冒疏风颗粒（含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康正]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汇正]抗宫炎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65gx15粒x2板
[久智]藤黄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25gx12粒x2板
[健都]清胰利胆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x10袋
[仁和]愈酚维林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粒x2板

[杨凌生物]肾石通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4gx10袋
[葵花]雪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葛蓝新通]乳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3gx10袋
[湔江]胆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gx12粒x2板
[西峰]泌尿宁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5粒x3板

[青春康源]六味安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10袋（每10丸重
1g）[辰龙]美诺平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6gx9袋

[蔡氏丑宝]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片
[仁和]元胡止痛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6gx18片x2板

[蒙药]巴特日七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0粒
[信丰]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仁和]蛇胆陈皮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3板
[优卡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万寿宫]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福瑞堂]益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2粒x2板
[万通]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奥瑞特]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海恩]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0袋

[海恩]胃蛋白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gx10包
[品信]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2袋
[胡卓人]风湿痛药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00g
[信心]清肝利胆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mlx10支

[腾药]舒心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4gx10袋

[汉晨]金果饮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0ml

[信心]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国光]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2.4%)

[南洋]心脑健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粒x3板
[德康]三七止血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2粒x2板

[海尔思]喷托维林氯化铵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x2瓶
[仁和]清热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gx10袋

[鼎泰]愈裂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cmx100cmx10卷
[仙河]肠胃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2板

[仁丰]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金不换]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丸

[桑海]钻山风糖浆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50ml
[建新]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闽海]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4板

[复盛公]耳聋左慈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240丸



[佛仁]葛根芩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8片x5板
[神奇]抗感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心正]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6袋
[南国]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九惠药业]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4gx6袋
[众生]人参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ml
[白云山]度米芬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mgx10片x2板

[正堂]复方百部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浙江维康]肿节风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gx12片x2板

[易达尔康]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40mg
[药圣堂]痔炎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粒x3板
[梁介福]金牌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ml

[好医生]毛萼香茶菜清热利咽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片

[恒健]热痱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0ml
[三精]麻杏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9袋
[玉清]洁阴止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德元]姜红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ml
[版纳药业]双姜胃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gx6袋

[克快好]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2板
[普华]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普华]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10袋

[仲景]天王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0丸
[仁和]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4板
[奇信]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6片x3板

[仲景]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汇元]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普健]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5板
[汇元]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4袋
[汇元]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2片x2板

[益佰]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ml
[修正药]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12粒
[羚锐]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2袋

[东升]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毕通]香菊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gx12袋

[顺峰]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健康]消伤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顺峰]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00片
[金辉]比拜克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6gx14粒x2板
[东泰]翁沥通颗粒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gx6袋

[特邦]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Ⅰ)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粒
[本真]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圣特]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片x4板

[好医生]白及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10袋

[心诚]蒲公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9袋
[济人]复方蒲芩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冠峰]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冯了性]蛇胆陈皮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5袋
[贝贝因]健胃消食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9袋

[荣仁药业]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2支



[修正]盐酸氨溴索口腔崩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8片
[旭阳]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昆药集团]黄藤素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1gx20片
[乐辅仁安]通宣理肺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10袋

[奇特]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6袋
[奇特]木香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远东]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60ml
[旭阳]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20袋

[奇特]柏子养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6袋
[科晖]氨咖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1板
[鼎昌]复方甘铋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4板

[东升]山药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花红]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银朵兰]复方一枝蒿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0gx10袋

[花红]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冯了性]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善举]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1袋

[乌苏里江]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慧宝源]伤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冯了性]驱风苏合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8gx10丸
[纯正堂]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步长]金前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粒x3板
[千珍]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京通美联]乳泉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gx6袋

[仁和]布洛芬凝胶(琴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5g(5%)
[天龙]富马酸酮替芬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15mg

[圣民]银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1袋
[慧宝源]止痒消炎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45ml

[地奥]小儿贝诺酯维B1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哈尔滨东方]牛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天原]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勃然]妇科分清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9gx6袋

[益盛]复方银翘氨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九州通]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天原]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万通]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坝上]连翘败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东方]小儿止泻安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2gx6袋
[仁和]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天原]参苏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6袋
[天原]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乌苏里江]刺五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神通]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顺鑫祥云]小儿腹泻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肠炎 2gx10袋
[云植]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1%)

[古汉]硝酸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0g:0.1g)
[远东]浓维磷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00ml

[云植]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广宇]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明日]苯扎溴铵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00ml(5%)
[澳普利]萘普生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6片x2板



[地奥]盐酸溴己新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8mgx1000片
[维威]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广宇]复方鸡内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5gx54片
[仁和]杏仁止咳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仁和]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ml
[普正]消炎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维威]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维威]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4袋
[九后爽]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仁和]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9支
[利君]葡醛内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00片

[江西民济]杏香兔耳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2gx12粒x2板
[米阿卡]小儿珍贝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3gx12袋
[健丰]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6袋

[南昌制药]清凉防暑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10袋
[科伦]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安和]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利君]阿咖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利君]氨咖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佑美]复方杏香兔耳风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8gx6袋
[杨济生]风痛灵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5ml

[万山红]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云植]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4g(0.5%)
[云植]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玉瑞]愈酚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片

[金页]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小片)

[好护士]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4板
[宝龙]苦参软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4支

[张恒春]香砂六君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张恒春]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亚宝]茴三硫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5mgx12片
[金页]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2板

[万山红]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10袋
[济民]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民生]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双蚁]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双蚁]半夏露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4gx10袋

[天施康]复方莲芯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双蚁]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2片x3板
[张恒春]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60丸
[双蚁]止咳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双蚁]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张恒春]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0ml

[张恒春]天王补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6g
[海天]康乐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5gx12片x2板

[双蚁]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双蚁]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香菊]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20袋
[康恩贝]对乙酰氨基酚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0ml

[花红]金松止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内附冲洗器)



[和盛堂]当归腹痛宁滴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90粒
[东泰]消朦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5gx15粒x2板

[龙牡]小儿宣肺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9袋
[中族]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东泰]止痛化癥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6gx18片x2板

[荣仁药业]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60ml
[德昌祥]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乌苏里江]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太极]黄连上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0粒x3板
[恒健]硝酸益康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1%）
[张恒春]治咳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来比新]双氯芬酸钠贴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gx2贴x2袋(每贴

5x10cm2)
[新和成]碘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2%)
[健洛通]白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ml

[禾邦]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6袋
[一品红]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0片

[葵花]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6袋
[亚宝]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仁和]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g

[灵泰]甲芬那酸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2片
[太极]西咪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2粒x3板
[华太]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佑美]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2袋
[诺金]四君子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6袋

[白云山]夏桑菊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袋
[同益]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999]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8袋
[康恩贝]枸橼酸喷托维林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25%）

[鼎鹤]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24片
[甘肃益尔]茯蒲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星斗]呋塞米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100片
[仁和]硼酸洗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80ml(3%)

[葵花]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9袋
[德众]源吉林甘和茶(袋泡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3.2gx6袋

[金药师]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2袋
[太极]复方熊胆薄荷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8片x2板
[信谊]玻璃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
[东方]参苓白术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5袋
[美大康]沙棘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6袋

[济仁]通滞苏润江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2板
[济仁]颅痛宁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9袋
[中天金丹]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9袋
[济仁]枣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6袋

[中天金丹]元胡止痛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6gx24片
[太极]风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6袋
[太极]麝香风湿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2板
[太极]驱虫消食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4gx12片x2板

[太极]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2丸
[太极]宁神补心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2片x2板

[中天金丹]姜枣祛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5gx9袋



[同安堂]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0粒
[康恩贝]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5g(20%)
[新汇]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8支
[太极]小柴胡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gx15片x4板
[南海]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冯了性]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康芝]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
[冯了性]伤科跌打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2gx10丸
[杏林白马]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1gx12片x4板

[汇仁]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南昌制药]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奇星]复方蛇胆川贝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gx10瓶

[德众]川芎茶调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gx6袋
[芙蓉堂]蛇胆陈皮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0支
[万通]风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8袋

[广东九连山]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心诚]藿香正气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片x3板
[杏林白马]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0袋

[白云山]复方蛇胆陈皮末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5gx6瓶
[南昌制药]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2袋

[樱花牌]二母宁嗽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新和]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包头中药]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顺峰]曲安缩松-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南昌制药]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心诚]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昆明中药]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2袋

[三木]安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4板
[昆中药]蒲公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8袋
[昆明中药]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8片x2板

[洪光保元堂]胆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12粒x2板
[昆中药]牛黄解毒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滇中]苦胆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片x3板
[九威阁]复方胃蛋白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9袋
[益和堂]鸡骨草肝炎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5gx20袋
[康恩贝]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太极]天麻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0g
[俊宏]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5粒x3板
[连乡]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6袋

[益和堂]金菊五花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修正]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一新]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6袋
[隆泰]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5支x2板
[东升]养血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2袋
[康恩贝]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仁和]妇科白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片x4板(糖衣片)
[康恩贝]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希尔安]川贝枇杷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片x2板
[仁和]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4板

[松鹿]木香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每100丸重
6g）[松鹿]连翘败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小奇灵]百合固金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g
[南国]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00片

[花城]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诺金]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0袋
[新新]独活寄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gx10丸

[恒健]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4g
[希尔安]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一新]银翘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ml
[康定好]滴耳油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10ml
[天一堂]肾炎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20片x4板
[叶开泰]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24片x2板
[太极]急支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东方]十味活血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6g
[广仁]骨刺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片

[星辰牌]参三七伤药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2gx10片x3板
[杏林白马]妇炎康复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8gx12粒x3板

[聚仁堂]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糖衣片)
[莱泰]山楂麦曲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9袋

[德昌祥]清心明目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太极]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仁和]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天强]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恒诚制药]复方春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0袋
[信谊]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20袋
[恒生]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仁和]脑灵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5gx30粒
[天圣]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午时]麻仁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0g
[苗泰]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华意]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可丽康]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8袋

[同益]小儿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瓶
[海南制药]富马酸酮替芬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mgx60片

[东方]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00片
[东方]清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gx12片x3板

[东方]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00片
[松鹿]天麻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袋

[逢春]银柴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20袋
[星湖]龙血竭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3板
[玉君堂]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潘高寿]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金药师]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2袋
[芙蓉堂]鼻炎灵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6gx9袋

[全宇]枸橼酸喷托维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mgx18片
[蒙药]克感额日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2gx12片x2板
[贵州百灵]前列泰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5gx12粒x4板
[新汇]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泰格]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德昌祥]冰硼咽喉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gx1瓶

[华圣]姜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gx6袋
[佛慈]附子理中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0丸



[佛慈]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新安]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乐家老铺]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9袋
[中央]甲酚皂溶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0ml

[越翠]珍珠末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20瓶
[吉林华威]凉血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x10袋
[诚志股份]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京通美联]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6袋
[贵州百灵]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拜特]灵芝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7gx24粒
[绿叶制药]消炎利胆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2gx12粒x3板

[葵花]肝胃气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gx12片x3板
[一新]健脾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4gx10袋

[兴华]刺五加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6袋
[本草堂]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南京同仁堂]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慢严舒柠]荆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32gx12片x2板

[逢春]健脾糕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0片
[新安]复方猴头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6袋

[兴华]龙泽熊胆胶囊（熊胆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2粒x2板
[希尔安]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6袋
[吉春]烧伤肤康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20ml
[海外]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15粒x2板x2小

盒[海外]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9袋
[药都]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腾药]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2片x2板
[吉春]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2丸
[隆泰]银翘解毒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仁和]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开坤]丙酸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2mg
[康裕]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达仁堂]舒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3gx10袋
[瑞隆]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片x5板
[德元]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天施康]清肝利胆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2粒x2板

[葵花]脑灵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片
[葵花]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6gx48片

[仁和中方]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3贴x2袋
(4x6.5cm)[吉春]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15gx36丸

[青峰]山香圆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gx9片x2板

[蒙药]顺气补心十一味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75粒
[天森]多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0片

[三元]天麻蜜环菌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5gx100片
[蒙药]阿魏八味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75粒
[杏林白马]野苏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3gx12粒x3板
[心正]清气化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泽众]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8支
[同一堂]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4板

[万通]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江西民济]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海底]椰露止咳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康恩贝]野马追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南洋]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30粒
[辅仁]感冒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gx6袋

[佛仁]元胡止痛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4片
[恒诚]跌打榜药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8ml
[九惠药业]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6袋

[田大夫]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00片（相当

于饮片2.6g）
[吉民]伤湿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x2袋
[南国]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南国]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国光]多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0片
[万通]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cmx7cmx4贴x4袋

[联康]湿热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马休医生]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亚洲制药]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一力]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优克]清热止痒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内附阴道冲洗

器100ml)
[冯了性]羚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拜特]六味木香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2gx24粒
[盘龙云海]喉舒口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gx10片x2板
[万通]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贴
[哈药]感冒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gx6袋
[亚宝]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0片

[盘龙云海]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0粒x2板
[鼎泰]水杨酸苯酚贴膏（内含

鸡眼处理器械）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0.2gx8片

[一力]儿科七厘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26gx10袋
[华佗]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华佗速克）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南昌制药]复方钩藤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2gx25片x2板
[鹿迪]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8支

[南昌制药]麝香风湿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0粒x3板
[神猴]七味螃蟹甲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丸x3板
[鼎泰]复方栀子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cmx10cmx2贴x3袋

[圣博康]左羟丙哌嗪口服溶液
(克芷)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60mgx6支
[青春康源]山腊梅清感茶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gx6袋
[海尔思]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桂龙]羚羊清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2板
[南国]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0粒x1瓶
[德众]乳结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6gx9袋

[南国]过氧化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3%)
[南国]甲紫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
[太极]保和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5gx8袋
[太极]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5片x3板

[菲德力]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太极]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太极]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2袋
[广信]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
[太极]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康森]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仁和]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含油菜花粉

0.5g)x72片
[科伦]复方板蓝根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20袋

[科伦]夏桑菊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gx20袋
[湔江]大黄通便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5gx6粒

[宏仁堂]六一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0g
[仁和]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普瑞]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巴
普乐)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益馨康]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0丸x2板
[利民]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4板

[一康]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10支
[一康]浓维磷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00ml
[科伦]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远大]复方乙酰水杨酸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片
[永生堂]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新和成]浓维磷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00ml
[科伦]复方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48片（薄膜衣

片）[云南白药]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86gx100包
[科伦]金钱草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24片x2板

[琪茵源]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1支
[达喜]复方碳酸钙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2板

[湔江]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依科]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21袋
[康裕]肌苷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ml:0.2gx10支

[德昌祥]防风通圣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0丸
[德昌祥]二陈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丸
[修正堂]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9袋
[修正药]复方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丽珠]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新武夷]满山白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0ml

[胡庆余堂]耳聋左慈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0g
[丽珠]抗病毒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0ml
[丽珠]三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
[辅仁]槐菊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3gx9袋

[湔江]门冬酰胺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25gx30片
[丽珠]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8袋
[光大]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胡庆余堂]锡类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gx2瓶
[天目山]妇乐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2袋

[雅齐施]盐酸氟桂利嗪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片x3板
[杭州华威]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68ml
[云南龙海]灯台叶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晁氏]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罗裳山]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8袋

[罗裳山]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胡庆余堂]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30粒

[仁和]鼻渊糖浆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0ml
[修正药]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余良卿]康肤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ml
[金鸿堂]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袋



[金鸿堂]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6gx10袋
[金鸿堂]沉香化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金鸿堂]清气化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袋

[龙晖]养阴清肺糖浆(低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8支
[吉林朝药]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麦克睡诺]盐酸二氧丙嗪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5mgx24片x1板

[佛仁]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8片x4板
[南洋]磷酸苯丙哌林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20粒
[世一堂]紫桔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得菲尔]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丽珠]清火爽口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x8袋
[德元]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0片

[山东仁和]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德昌祥]止喘灵气雾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4g
[德昌祥]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天生]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3板
[东方]乙肝扶正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粒x4板
[东方]乙肝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粒x4板
[得菲尔]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人生]抗骨质增生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200粒(每10丸
重3g)[晁氏]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4片x2板

[999]烫伤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30g
[佛慈]济生橘核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0丸

[明复]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10袋
[巨仁堂]肾炎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12片x4板

[德济]清胰利胆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2袋
[爱一心]药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0gx10支

[蒙药]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45丸

[999]治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3gx18片x2板（薄

膜衣片）
[薪特新]复方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丸
[回音必]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大陆]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山东健民]新复方大青叶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2板

[正茂]刺五加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天施康]血康口服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lx10支
[巨仁堂]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4板

[华新制药]枸橼酸铋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粒x2板
[黑中研]宁神灵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4gx6袋

[天津同仁堂]清降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25gx20片x3板
[巨焱消]清胰利胆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6袋

[京万红]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7gx10丸
[科顿]小儿氨咖黄敏颗粒（含

四种水果口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0袋

[京万红]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修正]芎菊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6gx10袋
[京万红]鹭鸶咯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10丸
[泰华]氨咖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京万红]朱砂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京万红]天麻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gx10丸
[长龙生化]追风舒经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片x3板

[海外]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5gx16粒x2板



[京万红]麻仁滋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9gx10丸
[葵花]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0袋
[丹龙]分清五淋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6gx4袋
[丹龙]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丹龙]羚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丹龙]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丹龙]柏子养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6袋
[丹龙]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丹龙]养阴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丹龙]琥珀抱龙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8gx10丸

[丹龙]木香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丹龙]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丹龙]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丹龙]连翘败毒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丹龙]羚羊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丹龙]保和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丹龙]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0袋
[丹龙]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6袋

[丹龙]参苏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6袋
[丹龙]芎菊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6gx6袋
[丹龙]牛黄清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丹龙]伤科跌打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2gx10丸

[丹龙]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菲德力]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丹龙]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6袋
[吉春]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丹龙]芩黄喉症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4gx10粒x3板
[丹龙]小儿牛黄清肺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gx10袋
[亚洲制药]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广东九连山]川贝止咳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莎普爱思]肌苷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mlx10支

[信谊]牛磺酸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人生]小儿解表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丹龙]开郁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9gx10丸
[金马]清肝健脾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丹龙]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丹龙]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大红鹰]复方甘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片
[丹龙]活血应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gx10袋
[达仁堂]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达仁堂]西羚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gx10丸
[东盛]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五虎山]清热消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粒x2板
[太龙]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德昌祥]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浓缩丸）

[红石]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永乐]消痞和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2gx12粒x3板

[双士]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双士]如意金黄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9gx10袋
[德昌祥]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8片x2板

[康福]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00粒



[天水]安神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
[天水岐黄]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吉春]桑菊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1gx9袋
[长垣]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修正]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吉春]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5片x3板
[999]地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

[奇特]黄连上清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奇特]十香止痛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6gx10丸
[奇特]白蔻调中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奇特]小儿四症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3gx10丸

[天水岐黄]附子理中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60丸
[信谊]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6粒
[富兴飞鸽]复方岩白菜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

[奇特]伤科跌打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2gx10丸
[特夫比克]甲磺酸左氧氟沙星

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24粒

[科瑞]硫糖铝咀嚼片(曾用名：
硫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00片
[吉春]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丸x2板

[抚松制药]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3板
[达仁堂]舒筋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达仁堂]小儿解热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gx10丸
[达仁堂]香连化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0丸
[龙晖]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达仁堂]小儿琥珀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gx10丸

[杏辉]复方愈创木酚磺酸钾口
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达仁堂]小儿至宝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gx10丸
[达仁堂]二母安嗽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达仁堂]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杏辉]浓维磷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00ml
[科瑞]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康森]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1袋
[古蔺肝苏]肝苏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gx9袋

[吉民]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
[九方]保和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5gx10袋

[翔宇乐康]萘普生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50片
[香雪]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香雪]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5袋
[南国]阿苯达唑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2gx1包x6小盒
[天方]福多司坦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gx12粒
[香雪]黄芪健胃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g

[方健]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升和]清喉咽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12支

[今越]牛黄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0粒x2板
[国康]大卫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2袋

[方健]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仁泽]护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

[花山]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正好]止痒消炎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5ml
[达仁堂]宽中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康森]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观鹤]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川石]复方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吉春]景天祛斑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5gx12片x2板
[方健]夏枯草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30g

[安友]补肾健胃二十一味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g
[科瑞]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3%)

[济人]噙化上清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8gx12片x2板

[隆中]川贝雪梨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x3板
[隆中]独活止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ml
[世彪药业]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天水]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丸
[克刻]半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新亚]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片x3板
[太极]四君子合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0ml
[一康]独活寄生合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0mlx2瓶

[华森]上清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5片x2板
[万通]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ml
[新安]止痛风湿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0粒x3板
[仁和]复方半夏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9gx15片x3板
[鲁北]咖啡酸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1gx18片

[川石]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顺势]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0ml

[顺势]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8丸
[珍视明]右旋糖酐70甘油滴眼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百慈]热淋清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2粒x3板
[云南白药]田七花叶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x20袋
[科瑞]盐酸羟苄唑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福元]醋酸曲安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2.5mg
[鲁抗]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12粒x3板

[达仁堂]橘红化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gx10丸
[奇特]清胃黄连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惠美佳]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科瑞]醋酸氟轻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2.5mg
[岭南]复方铝酸铋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片x5板
[辰欣]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万通]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修正]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6袋
[吉春]活络健身液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00ml

[华妍金丹]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6袋
[辉南三和]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2板
[鹿王]牛黄清肺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5gx30袋
[蒙欣]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0片

[天泰]舒神灵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2粒x2板x2盒

[济南利民]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x3板（内含

投药器三只）
[济南利民]双唑泰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片

[葵花]小儿退热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修正药]盐酸氟桂利嗪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2片x2板

[辉南三和]龙泽熊胆胶囊(熊胆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0粒x2板
[丹神]小儿清肺八味丸(胡勒森

竹岗-8)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瓶



[丹神]五味清浊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丸x2板
[丹神]清肺十八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粒x2板
[敖东]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7gx36片
[葵花]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

[乌苏里江]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1gx50片

[时代阳光]喉咽清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6支

[松鹿]清肺抑火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袋
[玉威]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0片
[平光]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中和]穿心莲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时代阳光]清凉防暑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21袋

[鹿王]琥珀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999]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15袋
[力强牌]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贴x2袋

[时代阳光]玉竹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50g

[太极]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通吧儿]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4贴
[科尔沁]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9.5cmx8贴
[科尔沁]消肿橡胶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5cmx10cmx4片
[科尔沁]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8贴
[通吧儿]骨健灵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6cmx10cmx4贴
[茂祥]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4板
[修正]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太极]半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抚松制药]归龙筋骨宁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片x2板x3小
盒[现代]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吉祥春]愈渊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9gx6丸
[吉祥春]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9袋
[双士]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50粒
[永基]溃疡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x3板
[维尊]黄疸茵陈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gx6袋

[999]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东盛]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修正]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0袋
[时代阳光]五积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9gx10袋
[时代阳光]脑乐静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ml
[人福]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0g
[天坛]棕色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5g

[百年康鑫]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鹿王]朱砂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修正]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8袋
[抚松制药]山药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8丸
[羚锐]胃疼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36片

[百姓堂]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华神]余甘子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3板

[安友]小儿清肺八味丸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
[千珍]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森健]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3板

[现代]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蒙药]清咽六味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4袋

[丹神]哈敦海鲁木勒十三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5粒x1板
[九郡]舒肝平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5gx6袋

[科瑞]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吉春]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

[希尔安]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科瑞]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乐了贝]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同兴康]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庆安]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阿莫仙]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2粒x4板

[得菲尔]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4板
[禹王]氢溴酸右美沙芬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5mgx24粒
[康森]复方氨酚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0袋

[丹神]抗骨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gx9丸x1板
[常乐]硫糖铝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00片

[天方]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4片
[成一]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佐今明]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6袋
[佐今明]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百泉]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30丸

[山东本草]七味清咽气雾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90揿(净重11.2g含

药液7ml)
[圣鲁]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海天]百合固金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白云山]四环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5g（0.5%）

[罗浮山国药]复方南板蓝根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0片
[辰欣]醋酸氟轻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2.5mg
[鹿王]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白云峰]羧甲司坦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gx12片
[宏兴]舒筋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丸
[宏兴]香砂六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g
[新华]复方甘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片
[康奇力]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一片天]石淋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0片
[正和]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0粒x2板
[一片天]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0粒x1瓶

[远达]牛黄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1gx24片（薄膜衣
片）[济世]健脾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80丸

[花城]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薄膜衣片)
[元和]感冒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参鸽]补益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丸

[南洋]乳酸菌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12片x2板
[SENJU]玻璃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0.1%)

[参鸽]喉康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g

[振霖]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大唐药业]红花清肝十三味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0丸x2板



[新安]盐酸二氧异丙嗪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5mgx25片
[一力]咳特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片

[粤威]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9.5cmx7片
[一康]荆防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0mlx6支
[白云山]珍珠末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6瓶
[太极]辛芩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0gx10袋

[花城]复方川贝精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片
[罗浮山国药]复方穿心莲片(糖

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罗浮山国药]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4粒
[一康]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一正]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嘉禾]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现代]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诺金]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40片

[现代]天麻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5mgx24片
[诺金]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得恩德]氧氟沙星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30mg(0.3%)
[英雄]安神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60丸

[恒久远]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8g(1%)
[诺沙欣]去痛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长庆]利巴韦林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惠丰]小儿双解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4gx6袋
[长庆]阿昔洛韦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永康]蒲公英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3板
[欧氏]一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0粒x2板
[皇象]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川猴灵]复方川贝清喉喷雾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ml

[上龙]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丸
[今辰]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80ml

[三益]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10%)
[鲁西]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30片

[久辉]复方苦参水杨酸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x3袋
[丽珠]口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7gx9粒x2板

[九芝堂]复方乌梅祛暑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白云山]阿咖酚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粒
[太极]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太极]麻杏止咳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15片x3板
[太极]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久欣]元胡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2粒x2板
[全泰]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一正]风湿圣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6粒x3板
[艾仕列]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

[长恒]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05gx20片x2板
[五加参]刺五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五加参]朱砂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6gx12片x4板
[修正]五味子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ml

[金马]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葵花]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5片x4板
[修正]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2板
[强身]净石灵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5粒x3板



[修正]小儿解感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片x2板
[长恒]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6gx20片x5板(薄

膜衣)[天力泰]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3板
[道君]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0粒x4板
[茂祥]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德辉]桔梗冬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片
[一正]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6丸

[仁和]川贝止咳露(川贝枇杷
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百花]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7gx12片x2板
[京新]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德辉]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一正]复方贝母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片x2板
[一正]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
[仁和]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8袋
[一正]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6粒x2板
[金芙蓉]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5支
[修正]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修正]复方胆通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3板
[修正]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克快好]克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gx12片x1板

[亚宝]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6粒
[新鹿]龙胆泻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30粒
[仁民]羟甲香豆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2片x2板
[一力]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恒诚]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美东]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3gx18片x2板
[太极]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2袋
[罗定]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一力]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瓶

[罗定]藿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6g
[白云山]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20袋

[华安]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00片
[万通]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荣昌制药]复方大青叶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6支
[正和]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正和]银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2板
[沃华]橘红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长沙东风]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20袋
[天圣]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华东新五丰]糠甾醇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0mgx100片
[白云峰]双氯芬酸钠肠溶片(薄

膜衣)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x3板

[沃华]牛黄益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3板

[康奇力]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正和]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3板
[龙发]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九方]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20袋
[仁和]复方刺五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8片x2板

[安徽仁和]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2板
[人民药业]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天施康]痢泻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78gx10片x3板



[元和]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立竿停]止泻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9袋
[星鲨]大蒜素肠溶胶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12粒x2板
[老君炉]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人民药业]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仁民]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腾药]天麻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0g
[修正]硫酸庆大霉素碳酸铋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粒

[修正]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粒x2板
[天福康]明目地黄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丸

[亚宝]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仙阁]活血舒筋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80ml
[莱泰]舒肝益脾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12袋

[五环牌]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莱泰]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银诺克]利肝隆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9袋
[冯了性]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冯了性]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三公仔]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湛大泰康]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莱泰]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冯了性]儿科七厘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26gx10袋
[万通]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海外]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5粒x3板

[明瑞]小儿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片
[尚善堂]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万年青]消炎利胆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香雪]合成鱼腥草素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0mgx36片
[万通]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2板

[松华]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0ml
[紫鑫]炎立消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片x2板
[地奥]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天福康]附子理中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0丸
[天福康]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360丸
[逸舒]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龙泰]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3板
[粤华]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紫鑫]长春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4板
[万通]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8袋
[新和成]蜂胶牙痛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ml
[宝鉴堂]山莨菪麝香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2袋

[吴太]三七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2片
[红石]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50粒

[沃华]鸢都寒痹液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mlx10瓶
[修正]辣椒颠茄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16mmx95mmx2贴x3袋
[得菲尔]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和盛堂]参苓白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粒x2板
[五寅]乌洛托品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腋臭 20ml(39.5%)
[颐生]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4板

[太宝]愈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6袋
[一正]杏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红石]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3板
[万通]双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片x3板

[同人泰]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同人泰]抗感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6袋
[国康]五灵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

[信谊]磺胺醋酰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x2支
[地奥]妇康口服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0mlx6支
[康寿]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地奥]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9袋
[地奥]除湿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8gx20袋
[地奥]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地奥]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5支
[地奥]沉香化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8g

[通用]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2%)
[一正]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3板

[一正]麻杏止咳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24片x1板
[东圣]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东泰]枸橼酸铋钾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6袋（每包含铋110
毫克）[宝龙]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15%）

[太极]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海外]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80片
[海外]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通用]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依科]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5片x2板
[太极]银柴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9袋

[修正药]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太极]半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乐天]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乐天]重感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海外]止痛化癥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4片x3板
[吴太]复方龙胆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片x2板

[海外]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6片x2板
[雷氏]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6片

[杏林]辛芩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5gx12袋
[广元蓉成]小儿解表止咳口服

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万通]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12袋
[一正]骨折挫伤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9gx12粒x3板
[一正]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一正]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一正]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
[老君炉]氨咖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1板
[海外]开胸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6片x2板

[加劲]小柴胡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5gx18袋
[金汇]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3板
[华信]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3板

[方略]金果饮咽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36片

[海外]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海外]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8片

[子仁]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福满]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海外]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8袋
[海外]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7袋

[同达]维U颠茄铝胶囊(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
[川奇]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邦琪]咳喘停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g

[奥皇]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海外]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60粒
[银河]布洛芬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6粒

[希尔康泰]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仁和]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鲁西]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30片
[通园]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道君]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
[海外]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35ml

[长庆]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易舒特]聚维酮碘凝胶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g：0.5gx3支

[天朗]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5mg
[如意]肾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9gx12片x3板

[大康]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3板

[康寿]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4袋
[康寿]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3板

[999皮炎平]糠酸莫米松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0.1%）
[一正泰]复方颠茄氢氧化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8片x2板

[奥力]多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0片
[甲红]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4板

[海鲸]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15%）
[九典]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6片

[唯森]右旋布洛芬口服混悬液
(优舒芬)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30ml
[华西]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4板

[海外]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2板
[金典汉方]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6ml

[在田]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京通美联]复方杏香兔耳风胶

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6gx12粒x3板

[今辰]咽康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05gx30丸

[海外]安胃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8gx12粒x1板
[远恒]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枚
[景岳堂]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
[人民药业]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8片x2板

[正科]穿心莲内酯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mgx12片
[仁和]口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gx10粒x3板

[好迪快]水杨酸甲酯气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g(1g:5mg)
[康尔佳]强力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
[长化]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海外]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信谊]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0片x3板
[中智]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百维]氨糖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片x2板
[地奥]健脾糕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80片



[青峰]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8片
[奥为仙]盐酸伊托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mgx6片x2板

[愈芙]阿昔洛韦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5g:0.15g
[紫鑫]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济仁]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gx12片x2板

[宁新宝]虎力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6gx10片
[力胜]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片x5板

[东宝]牡荆油胶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15丸x2板
[仁和]伤科跌打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7gx12粒x3板
[双龙]清火养元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0片x3板
[修正]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2板
[秋麟]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8袋
[华洋]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修正]固本益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2粒x3板
[旭华]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俊宏]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得菲尔]肺宁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5gx12片x3板

[哈药]芩暴红止咳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8gx18片

[贵州百灵]咽炎清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6gx12片x2板

[康恩贝]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包
[迪沙]葫芦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片x2板

[孔府]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信谊]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佳美舒]阿奇霉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微丸
型）[贵州百灵]维C银翘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修正]肿节风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5gx12片x2板
[丹蓝]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2粒x3板

[贵州百灵]洁阴灵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50ml
[云龙]鼻渊软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4gx9粒x2板

[仁和]清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1gx12片x3板
[天泰]二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二叶]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弘益]虎力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48gx12片x1板

[燕峰]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5gx12粒x3板
[济安堂]复方杏香兔耳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2板

[仁民]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5板
[陕中]痔炎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粒x4板

[泰康]三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2片x2板
[万高]复方大红袍止血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5gx12片x2板

[希臣]六味木香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2gx12粒x3板
[普正]肾康宁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病综合征 0.35gx12粒x2板
[万高}前列癃闭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12片x2板

[鹤壁中药]乌金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5gx12片
[千金]舒筋风湿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00ml
[永生堂]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3板
[以岭]护肝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0粒
[药信]参苏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3gx12片x2板
[迪诺]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2片x2板
[亚泰]溃疡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x3板



[河西]安尔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6gx15粒x2板
[回春堂]散痛舒分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44gx12片x2板
[桑海]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gx10片x6板
[海外]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8支

[晨牌]泛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5gx6片
[南洋]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东泰]一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24片
[华洋]肾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9gx12片x4板

[以岭]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4片
[福康]罗汉果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2板

[汉晨]盐酸羟甲唑啉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2.5mg
[三精]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东盛]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mlx10支

[修正]千紫红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7gx10粒x2板
[科伦]小儿清肺化痰咀嚼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6gx8片x2板

[同一堂]胆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8gx60片
[白云山]复方救必应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

[宏兴]复方鹧鸪菜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3gx5袋
[万高]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福邦]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格瑞]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滇珍本草]舒泌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片x2板
[香雪]清肝利胆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mlx12支
[六棉牌]银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0袋
[中智]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仁和]跌打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3板
[恒健]止痛消炎软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50g
[仁和]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师必克]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3gx6片
[修正]杏仁止咳合剂(杏仁止咳

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明仁]盆炎净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6gx12片x4板
[在田]抗菌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2粒x2板
[吕中]感冒解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2袋
[万山红]银花芒果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8gx12粒x2板

[健宜乐]板蓝根颗粒(儿童装)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仁和]雪山胃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4gx12粒x3板
[欧意]银黄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9gx12粒x2板
[安和]抗菌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2板
[中智]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吉春]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x3板
[金马]二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4板

[惠美健]消炎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6粒x3板
[海正]小柴胡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gx12粒x2板

[青春康源]麻仁润肠丸(小蜜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gx10袋
[天光]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gx18片
[一片天]清热祛湿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龙生北药]盐酸倍他司汀口服
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10支
(10ml:20mg)[隆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3板

[恒健]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1%)
[恒健]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浙江维康]人参健脾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5gx12片x3板



[吉春]骨骼风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3板
[万隆]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60mgx6片x2板
[中盛合美]裸花紫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12粒x3板
[普兰特]十三味菥蓂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2粒x2板

[仁和]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青春康源]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9粒x2板

[东泰]乳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5gx12粒x2板
[百琦]清热暗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5gx12粒x3板
[龙生北药]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30粒
[普兰特]金黄利胆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12粒x2板
[何济公]克霉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8ml(1.5%)
[仁和]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3板
[珠江制药]胆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2粒x2板

[永宁]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7片
[庆瑞]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片x5板

[众生]盐酸氮卓斯汀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ml(0.05%)
[远达]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6gx100片（薄膜

衣片）[仁和]刺五加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雷氏]贝羚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

[玉林]草香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粒x2板
[海外]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4粒x3板

[东芝堂]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亚邦]双唑泰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片

[华安]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0片
[平光]清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6gx10丸

[平光]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全鸡]筋骨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9gx2袋
[三金]双虎肿痛宁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平光]保和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仁和]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南昌制药]复方苦木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gx12粒
[明仁]小儿解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8袋
[得菲尔]银翘伤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粒x2板
[晶珠]景天祛斑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5gx10粒x3板
[诺捷康]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60粒
[吉春]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8片x2板

[吉春]金果饮咽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gx8片

[科伦]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24粒
[东盛]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一力]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道牌]清热消炎宁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6gx18粒x2板

[仁和]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3板

[君寿堂]解郁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gx10粒x2板
[永康]元胡止痛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gx10片x3板
[葵花]独一味滴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2丸x9袋

[檀净]喷托维林氯化铵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济人]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澜泰]清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5gx12片x2板
[太极]养血安神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80ml



[宏济堂]复方西羚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8gx12粒x2板

[科伦]灵丹草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5gx27粒

[利华]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0粒x2板
[人福]前列舒乐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gx12片x2板
[依科]抗菌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2gx12粒x3板
[福建华海]甲钴胺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mgx24粒

[现代]替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gx6枚
[万通]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2g
[信谊]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毕斯福]双氯芬酸钾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
[安泰]消炎利胆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5gx12粒x4板

[信龙]碘甘油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l(1%)
[小感叹号]小儿清热止咳口服

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8支

[东盛]绿梅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9袋
[东盛]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恒伟]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6袋
[灵方]消炎镇痛膏(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x2袋

[太极]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2袋
[永孜堂]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2片x3板
[好医生]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8片x2板
[一正]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卡太卡]克拉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华雨]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10袋
[永寿]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粒x2板

[兴邦]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云南白药]阿奇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永孜堂]苦参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33gx12粒x3板
[禾邦]苍耳子鼻炎滴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g(28丸)x6支
[沁朗]色甘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16g(2%)
[白鹤]止咳橘红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百善]小儿牛黄清肺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27gx10片x3板
[百善]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3板

[卫可安]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粒
[哈药]参皇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6g

[博华]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粒x3板
[康恩贝]红草止鼾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55gx12粒x2板
[龙恩]复肾宁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2粒x3板

[华素]复方苯佐卡因凝胶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g
[盘龙云海]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2板
[联谊]散寒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粒x3板
[云河]龙血竭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6粒x3板

[仁和]七叶神安分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1gx12片(含三七

叶总皂苷50mg)
[吴中]连芩珍珠滴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5mgx24丸

[烟台大洋]紫丹银屑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4gx9袋

[云龙]小柴胡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9gx10粒x2板
[普兰特]十五味萝蒂明目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5gx10片x2板

[益民堂]胰胆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粒x2板
[三仁堂]乳块消口服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mlx12支



[太极]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吉春]胆香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粒x2板
[保利]牛黄蛇胆川贝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1gx12片x2板
[生达]清肺抑火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8粒x2板
[以岭]复方矮地茶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2gx60粒
[迪瑞]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2片x2板
[兴邦]常通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gx6袋

[仁和]裸花紫珠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0gx36粒
[海外]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5gx16片x3板

[杨济生]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12粒x2板
[本草堂]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片
[彼康王]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0g:0.2g)
[吉春]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5g（3%）
[泰康]表热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2板

[杏林白马]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白鹤]复方仙鹤草肠炎片(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2gx24片

[济仁堂]百癣夏塔热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gx30粒
[立方]复方土荆皮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龙桂]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粒

[华世通]联苯苄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0.5g
[世康特]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葵花]氨糖美辛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粒
[盖一]了哥王咀嚼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片x2板
[燕峰]麻杏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9gx12粒x3板

[万通]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4袋
[必奇]蒙脱石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12片

[佐今明]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包
[燕江]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0.25g(1%)

[东泰]藿香清胃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gx10袋
[一正]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0粒x4板

[惠海希康]活血止痛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5gx10粒x2板
[人福]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3板

[同仁堂]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每100粒重
6g)[以岭]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片

[华安]冬凌草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粒x2板

[东信]盆炎清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gx7粒
[康博士]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先声]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6片x4板
[克快好]喷托维林氯化铵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九泰]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鑫烨]维胺酯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

[河山]安中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2gx6片x3板
[倍特]兰索拉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7片
[银涛]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3板

[科伦]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奥森]胆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0mgx15粒x2板
[邦宁]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9袋

[九典]协日嘎四味汤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2粒
[金花]肌苷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mlx10支

[久正]胆汁槟榔维B1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gx12粒x2板



[诺通]盐酸赛洛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5mg(0.05%)
[诺通]盐酸赛洛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10mg(0.1%)

[丽科舒]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0.3g(3%)
[同联]复方铝酸铋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片x5板
[旺龙]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
[启元]金莲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3板
[万高]大黄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2片x2板

[同仁堂]参苓白术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悦康]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灵方]麝香壮骨膏(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x2袋
[济仁堂]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gx2张x3袋

[双科]金珍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扶正]大黄通便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2gx8袋
[致和]舒乐热熨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0gx2袋

[延安药业]氢溴酸右美沙芬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2%）
[双井]脚气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gx6袋
[腾药]乌梅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gx10丸

[依诺达]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2板
[龙发]乌金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康锐]氟康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片
[奧勃抒]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30袋

(10ml:30mg)[撒隆巴斯]复方水杨酸甲酯薄
荷醇贴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4.2cmx10贴
[延字牌]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

膏(曾用名：无极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新亚喜乐]二硫化硒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0g(2.5%)
[岭南万应]薄荷活络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8g

[为力苏]盐酸伊托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mgx20片
[长生]杀菌止痒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0ml
[黄得通]舒筋健络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8ml

[泰利必妥]氧氟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5ml:15mg(0.3%)
[太龙]双黄连口服液(浓缩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修正]羚羊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修正]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6袋

[修正]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4板

[峨嵋山]海马舒活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7cmx5片
[泰勒宁]氨酚羟考酮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片
[特一]阿奇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片

[岭南万应]岭南正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岭南万应]香松通络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40ml
[禾邦]甘芪和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6gx12袋

狮马龙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博士伦]硝酸毛果芸香碱滴眼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25mg

[欧博士]飞鹰活络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万通]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8袋

[狮马龙]樟冰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佳泰药业]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
[百多邦]丁酸氯倍他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0.05%）

[金双歧]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
活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2枚
[康王]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0ml

[修正]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4袋
[长龙生化]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10袋



[卫光]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0IU(2.5ml)x10瓶
[正达]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55%)

[尔可安]去氧肾上腺素溴苯那
敏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0粒
[太极]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2板

[百氏灵]复方黄芩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0ml
[艾明可]聚乙烯醇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5mlx10支(1.4%)

[广盛原]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3板
[柏西]西甲硅油乳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ml

[一枝蒿]雪上一枝蒿速效止痛
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泰乐]羊藿三川颗粒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7.5gx6袋
[氟美童]氟米龙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mg(0.02%)
[999]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沈阳红药(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6gx24片

[黄栀花]壮筋续骨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3gx10袋
[天安堂]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

[天光]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6片x2板

[天光]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6片x2板
[太极]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通用]硫酸阿托品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20mg
[康普]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2板
[前列康]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150片
[修正]喉痛消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丸x2瓶
[科伦]聚维酮碘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10%)
[得恩德]头孢克洛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粒
[根本]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凯莱止]盐酸依匹斯汀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粒
[潘高寿]小儿清热利肺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太极]复方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三益]丙酸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吉林朝药]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葵花]骨折挫伤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9gx30粒

[舒药]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50粒x1袋
[天济草堂]舒筋活血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5gx12粒x4板

[济邦]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2板
[天强]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德康]化瘀镇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12粒x3板

[天济草堂]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2粒x3板
[正和]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4板

[博祥]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太极]健脾糕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5片x3板

[金马]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00片
[金马]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2板

[吉林朝药]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依马打正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岳草堂]胃痛定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

[以岭]连花清瘟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片x3板
[人福医药]莫匹罗星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g(2%)

[达克宁]硝酸咪康唑阴道软胶
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gx1粒
[华侨]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12袋
[欧意]头孢羟氨苄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2片x2板



[锋锐]克拉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同仁堂]养阴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g

[齐迈星]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泰力特]阿奇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宁宁]正柴胡饮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6袋
[精华]正柴胡饮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瑞田]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300mg
[真龙]正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哈药]克拉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片
[金达克宁]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0g:0.2g)
[西乐葆]塞来昔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6粒
[泰胃美]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片x2板
[泰胃美]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8gx10片

[丁克]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0.2g
[同欣]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0袋

[天大]利巴韦林泡腾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12袋
[丽珠]抗病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无蔗糖)

[丽珠]抗病毒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东信]对乙酰氨基酚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3gx5粒x2板
[白云山]清开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0gx8粒x3板

[白加黑]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15g
[可迪]氢溴酸右美沙芬咀嚼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8片x2板

[枢维新]多索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gx10片
[日立清]对乙酰氨基酚泡腾颗

粒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8袋

[辰欣]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片x3板
[正科]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6片
[达力芬]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6包
[严迪]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2片

云南白药气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g+保险液60g
[康恩贝]布洛芬糖浆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90ml:1.8g

[爱全乐]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支(2ml：250μg)

[圣特]藏青果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2板

[立效]养阴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奥森]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40粒

[保时佳]标准桃金娘油肠溶胶
囊(儿童装)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0mgx10粒

[云鹏]氢氯噻嗪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gx100片
[康恩贝]肠炎宁糖浆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0ml
[瑞珠]聚乙烯醇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x15支

[江中]复方草珊瑚含片(不含蔗
糖)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6片x4板

[康司艾]胸腺肽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24粒
[东信]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7粒

[天目山]百合固金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冯了性]加味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3gx10袋
[来立信]乳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片x1板

[美林]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2g
[迪尔诺]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佐凯]乳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
[科芬汀]萘丁美酮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2粒x2板



[白云山]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
[伏乐新]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2板

[惠菲宁]美敏伪麻溶液(儿童)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积大希夫]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8粒
[龙门雅芳]复方苦参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80ml

[里亚美]重组人干扰素α2b软
膏(假单胞菌)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5g
[希福尼]头孢地尼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

[援生力维]马来酸曲美布汀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1gx10片x2板
[修正]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2板

[巴米尔]阿司匹林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1gx20片
[加易尼]头孢地尼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x1板

[喇叭牌]康腹止泻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4gx24片
[沈阳红药集团]乳癖消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4gx54片

[好护士]乳癖消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67gx12片x3板
[亚邦]肾上腺色腙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00片
[信龙]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

[鹏鹞]鲨肝醇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mgx100片
[力美松]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20片

[首儿]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6袋
[仙特明]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三金]桂林西瓜霜含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62gx12片
[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6gx12片x2板

[仲景]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丸
[同仁堂]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80丸

[同仁堂]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2g(每100丸重20g)
[同仁堂]地榆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9gx10丸
[同仁堂]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0gx4瓶
[同仁堂]通幽润燥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4gx10袋

[同仁堂]骨刺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6gx10袋
[同仁堂]牛黄解毒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g

[九芝堂]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0g
[九芝堂]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华山牌]摩罗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90g(每55粒重9g)
[九芝堂]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2gx6袋

[羚锐]壮骨麝香止痛膏(激光超
微切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cmx12.8cmx2贴x5袋
[南京同仁堂]排石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5gx9袋

[普济堂]木耳舒筋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gx10丸
[石药]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同仁堂]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白云山]口炎清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x10袋
[云南白药]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雅风宁]齿痛消炎灵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gx4袋

[建新]复方瓜子金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10袋

[滕王阁]复方瓜子金颗粒（无
蔗糖）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gx10袋

[富露施]乙酰半胱氨酸颗粒(甜
橙口味)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0包
[启元]金莲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5gx8袋

[龙虎]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g
[邦琪]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48片
[采乐]酮康唑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2%)



[天施康]复方陈香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6gx12片x4板
[国风]快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7gx12片x2板

[中华]清热镇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中华]清热镇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艾利克]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0ml(1%)
[安康正大]乳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12片x3板

[麦迪海]醋酸氯己定溶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50ml(0.02%)
[康乐士]醋酸氯己定溶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10瓶(0.05%)
[群诺]小儿热速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秦昆]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8gx10袋
[济顺]银黄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gx20袋

京万红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30g
[愈芙]复方樟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

[奥青]复方克霉唑乳膏(Ⅱ)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修正]二丁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白云山]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5板
[中兴]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8袋(无蔗糖)

[好及施]复方辣椒贴片(温感)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14cmx2贴
[可乐必妥]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片x1板
[爱丽]玻璃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0.1%)

[美开朗]盐酸卡替洛尔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00mg(2%)
[国风]快胃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7gx12片x3板

[隆顺榕]精制银翘解毒片（薄
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24片x2板
[乐仁堂]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5袋
[康缘]双黄连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5gx10粒x2板
[白云山]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10片x1板
[阿莫仙]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强力阿莫仙]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375gx6片
[好医生]复方陈香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8gx60片

[芙蓉堂]清火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24片x3板
[哈药]双黄连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2袋
[世一堂]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迈可抒]盐酸布替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0.15g
[诺为]马来酸曲美布汀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20片x2板

[西尔克]愈酚甲麻那敏分散片
（儿童装）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
[奥德宁]头孢克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片

[贝莱]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6g
[利韦廷]奥美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7片x4板
[法能]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5μgx10粒x2板
[菲宁达]氧氟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20g:100mg)

[司百得]精氨酸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包
[毕诺]曲安奈德鼻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ml(240揿)

[利加隆]水飞蓟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70mgx20片
[澳能]卤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1g:0.5mg)

[优泽]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7片
[鲁抗]制霉菌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万单位x100片

[紫竹药业]蜂胶口腔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cmx1.3cmx5片x4袋
[天方]奥硝唑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片x2板
[华西牌]通窍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0粒x3板

[同仁堂]烂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彼迪]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同仁堂]当归苦参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6gx6瓶
[同仁堂]补益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10丸
[同仁堂]六合定中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10丸

[同仁堂]克银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0gx12袋

[同仁堂]加味感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gx10袋
[同仁堂]耳聋左慈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0g
[同仁堂]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同仁堂]耳聋左慈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9gx10丸

[仲景]国公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00ml
[仲景]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同仁堂]平肝舒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5g

[仲景]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片
[同仁堂]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6g（每100丸重

10克）[仲景]槐角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60g
[同仁堂]清瘟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仲景]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同仁堂]羚羊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同仁堂]二母宁嗽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袋
[达仁堂]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希路信]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1板

[达仁堂]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9gx10丸
[欧化]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20片
[劲迪]头孢丙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达仁堂]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8gx6袋

[佛慈]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中化联合]泮托拉唑钠肠溶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5粒

[佛慈]香砂六君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辰欣]克拉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辰欣]地红霉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辰欣]氧氟沙星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6mg
[京新]头孢羟氨苄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
[丹龙]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云南白药]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00片
[云南白药]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云南白药]复方南板蓝根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2gx100片
[999]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20袋

[云南白药]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云南白药]妇炎康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6gx100片

[云南白药]小儿宝泰康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金力舒]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285gx6包

[派速]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mgx12粒x2板
[维和]七叶神安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mgx12片x2板
[同仁堂]秋梨润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0g
[同仁堂]养阴清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0g
[同仁堂]羚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苏中]健胃消炎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6袋(无糖型)

[九芝堂]理中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60丸
[罗欣]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3gx6片

[恒金]脾胃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7.5gx5板
[罗欣]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罗汀]泛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5gx6片

[圣喜]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片x4板(片

芯重0.25g)
[同仁堂]连翘败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独一味]参芪五味子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0片

[修正]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同仁堂]参苓白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九后爽]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东泰]益心巴迪然吉布亚颗粒
(无蔗糖)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6袋
[仁皇]刺五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00片

[邦仕得]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人福]熊去氧胆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30片

[天圣]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片x2板
[润都]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粒

[珮夫人]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0.3%)
[日中天]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粒
[太极]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gx12袋
[同仁堂]二妙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2袋

[同仁堂]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南京同仁堂]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0袋

[润华]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1gx24片
云南白药创可贴(防水超薄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cmx2.3cmx5片

[葵花]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天施康]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8片x8板(薄膜

衣片)花红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0gx9袋
[二洞天]胆乐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80粒

[同仁堂]小儿退热合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蒙药]消食十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粒x2板（每10粒重

2g）[天蓝康]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20袋
[云昆]清肺化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昆明中药]感冒疏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10丸
[九龙]都梁滴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30mgx72丸

[百善为民]安乐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1gx12片x3板
[龙牡]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2板
[圣华]金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x2瓶
[国康]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30片x2瓶

[万通]肺宁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6袋

[伤泰]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0粒x4板
[同仁堂]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0袋
[百神]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10粒x4板

[神威]夜宁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gx10袋
[世一堂]跌打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gx10丸

[和治]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3板
[维威]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国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3gx100片

[恒诚制药]复方鱼腥草片(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93gx100片
[葵花]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修正]小儿清热灵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片



[华安]冬凌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5gx60片

[百神]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0粒x2板
[康惠]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2片x3板
[冀衡]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9gx10丸

[百年康鑫]黄连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24片x2板
[万和]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松鹿]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0袋

[正元盛邦]桂枝茯苓丸(包衣浓
缩水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81丸
[森科]儿肤康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0ml
[太极]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2袋
[国风]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00片

[坝上]金莲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1gx12片x4板

[太极]通宣理肺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2丸x4板
[海尔思]抗宫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2gx18片x8板

[维威]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维威]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片
[立效]桂枝茯苓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丸
[盛翔]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御生堂]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修正]健胃消食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4板
[鹿王]肾炎舒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27gx18片x3板

[南通薄荷]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2ml
[同仁堂]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盛翔]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立效]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万岁]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2袋
[贵州百灵]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葵花]活络消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5gx12片x4板

[蒙药]红花清肝十三味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0粒x2板
[普济堂]槐角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4g（45粒重9克）

[全星]止血宝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gx12片x2板
[葵花]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7ml:21mg

[绿叶制药]胃力康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12袋
[罗欣]头孢克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6片

[惠松]鱼腥草芩蓝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mlx6瓶
[美吉斯]羧甲司坦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包
[同仁堂]加味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安阳中智]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9.5cmx5贴x2袋
[奇特]养阴清肺丸（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10袋
[青峰]清火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8gx12片x3板

[强身]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0粒x3板
[白云山]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0粒

[康必得]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仁和]头孢克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8片

[新博林]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150mgx24袋
[皇隆]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
[即克]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0片

[新华]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0片
[显锋]萘普生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25gx12粒x2板



[白云山]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24片
[宝珠]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0mgx25片x4板

[科伦]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gx24片
[修正]酮洛芬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2粒
[白云山]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

[亨瑞达]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0mgx25片x4板
[方明]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15mg

[益萨林]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0粒x3板
[米阿卡]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6袋
[美优]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知原]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附灌洗器一

个)[湖北益康]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3gx6片
[左芙]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2粒

[修正]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3板
[云鹏]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gx100片

[丽珠威]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3gx6片
[仁康]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0.20g

[奇特]老蔻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威利宁]利巴韦林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gx12片x2板
[龙牡]小儿宝泰康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9袋
[仁和]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75mgx10粒
[三益]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恩理思]地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
[亿帆]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2粒x2板

[鲁抗]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6片
[妙纳]盐酸乙哌立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mgx10片x2板
[特一]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仁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mgx12粒

[中兴]水飞蓟宾葡甲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2片x5板
[太极]银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9袋
[华太]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25gx18片x2板

[康刻尔]茴三硫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5mgx12片x2板

[澳夫清]卡泊三醇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0g(0.005%)

[何济公]对乙酰氨基酚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5gx10粒
[南京同仁堂]龙胆泻肝丸(水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0g

[哈药]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mlx10支
[在田]复方感冒灵片（薄膜

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12片x2板

[花城]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南京同仁堂]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
[诺得胜]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仁悦]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12片x1板
[999]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同仁堂]活血解毒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gx10袋
[力得佳]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5gx4袋
[冯了性]抗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gx10丸
[999]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5袋
[天圣]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4gx10袋

[白兰]金银花露(含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40ml
[远恒]克霉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15gx7枚

[旺龙]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得恩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0粒x2板
[舍济]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4gx12粒x2板

[丽珠克毒星]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gx10片x3板
[御生堂]柏子养心丸（小蜜

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袋

[顺峰]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顺峰康平)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g:7.5mg)
[奇灵]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cmx10cmx4贴x2袋

[御室金丹]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御室金丹]柏子养心丸（水蜜

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8g

[世一堂]牛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05gx24片
[金柯]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00片

[咳哌宁]磷酸苯丙哌林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80ml(0.1%)
[御室金丹]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袋

[万岁]复方板蓝根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24袋
[华阳]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24片x2板
[华山牌]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9gx10丸

[普济堂]小活络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0g（每100丸重
20g）[欣匹特] 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

[国源]妇炎康分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8片x2板
[普济堂]开胸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葵花]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9袋

[常州制药]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0片
[百善]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3板

[德鑫]妇炎康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9片x6板
[九龙]芩连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7gx12片x3板

[华佗]金果饮咽喉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gx8片x3板

[普济堂]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普济堂]唇齿清胃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90g
[正元盛邦]白癜风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45丸

[普济堂]牛黄清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南京同仁堂]明目地黄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丸

[江苏华神]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g
[南京同仁堂]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10袋

[南京同仁堂]香砂养胃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南通薄荷]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g

[南京同仁堂]健脾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天天乐]防芷鼻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3gx12片x3板

[立效]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6袋
[野虎]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g

[万辉]藿香正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gx20袋
[立效]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6袋

[东北制药]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20片
[神威]酚氨咖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20袋

[立效]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普济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亚宝]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海外]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2.7gx7袋
[英平]常通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gx6袋
[东北制药]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2片x10袋
[敖喜]鸡胆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江中]乳酸菌素片(嚼服)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8片x8板
[瑞珠]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x10支

(0.4ml:0.02g)[东北制药]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00片
[医创]盐酸二氧丙嗪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5mgx100片

[石药]利咽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gx10袋

[东泰]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gx15片x3板
[金丹]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gx10袋
[圣特]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方略]清火栀麦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24片
[皇隆]氟康唑分散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gx6片
[太极]龙胆泻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5gx50片
[太极]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奇康]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2片x4板

三金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29gx36片
[国镜]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24粒
[恒拓]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沈阳红药]跌打红药片（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18gx32片
[太极]九味羌活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5gx9袋
[世一堂]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济民可信]银黄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gx16袋
[美大康]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2板

[鑫辉]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9gx12片x3板
[得菲尔]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太极]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2gx15片x4板
[辽宁美大康]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万寿堂]鼻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8片x3板
[地奥]川芎茶调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8gx12片x4板

[依科]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2板
[同康]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世一堂]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南京同仁堂]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6gx4瓶(每100丸重

3g)[奇正]洁白丸(薄膜衣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丸x2板(每4丸重
0.8g)[世一堂]开郁老蔻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苏春]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今辰]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正好]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75gx18片x3板

[恒诚制药]结石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264gx100片
[健丰]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8袋
[顺峰]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3%)

[佛慈]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00丸
[人民药业]牛黄清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gx6袋
[世一堂]牛黄清胃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0g

[芬必得]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gx8粒x3板
[昆明中药]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片x3板

[利欣平]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
雾剂(无氟利昂配方)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μgx200揿(按沙

丁胺醇计)
[仁和]氟罗沙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8片
[太极]补肾防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5gx100片
[圣特]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圣特]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鸿博]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8袋
[玉林]鸡骨草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36粒
[奇特]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奇特]人参健脾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gx12袋
[老山]胃乐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4gx6片x3板

[黄石飞云]夏枯草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240g
[九连山]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雷允上]牛黄消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粒x6支x2板(每60

粒重0.3g)
[雷允上]疏风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8gx10丸

[方略]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
[碑林]复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gx90片

[维威]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6袋
[维威]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3袋

[振华制药]灯台叶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云植]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60片
[玉威]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利君]酮洛芬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2粒x2板
[沈阳红药]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同仁堂]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5gx10丸
[金丹]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恒拓]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4gx12片x3板
[金页]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东泰]复方珍珠暗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3gx12粒x3板
[贵州安康]鼻康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6gx15片x3板

[迪赛]复方丁香罗勒口服混悬
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40ml
[佛慈]健脾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青峰]山香圆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3板

[闽海]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同仁堂]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同仁堂]加味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9gx10丸
[博士达]金钱草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2gx80片
[仁和]乳酸菌素片(嚼服)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9片x4板

[中天金丹]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0袋
[太极]黄连上清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太极]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太极]桑菊感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8丸x9袋
[逢春]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20袋
[仁和]蒲公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江西民济]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泰康]化痔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05gx12片x3板

[仁和]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18支
[云南白药]香砂平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6袋

[国金]咽炎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3gx8片x2板

[冯了性]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康隆]强力枇杷露（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30ml

[仁和]清热银花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0ml
[华葆]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60g(炼蜜)

[云南白药]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8袋



[何济公]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科立清]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附赠

冲洗器）
[金丹]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昆中]感冒消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昆中药]参苓健脾胃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gx8袋

[希尔安]八正合剂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200ml
[九州通]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2片x1板
[普济堂]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康恩贝]感冒清热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白云山]羧甲司坦口服溶液(无

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瓶

(10ml:0.5g)[康恩贝]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太极]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世一堂]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云南白药]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杏辉]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华雨]抗菌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1gx12片x3板
[同仁堂]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江西民济]田七跌打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gx10丸
[太极]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2袋
[新成]橘半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12袋
[金石]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片
[仁和]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9支
[世一堂]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太极]杏仁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x2瓶

[太极]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太极]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32丸x2板

[回音必]虎梅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6gx24片

[普正]消炎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3板
[力胜]柏子养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6袋

[力胜]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8gx8袋
[力胜]橘红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2gx6袋
[葵花]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康裕]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

[博维]复方益肝灵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80片
[葵花]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片x10袋
[利君]益肝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4片

[美抒特]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1%)
[普济堂]疏风定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丸
[科田]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0ml(10%)

[银诺克]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2gx4袋（每100丸
重6g）[银诺克]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4板

[广信]午时茶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12粒x2板
[净雪益夫]皮肤病血毒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80粒

[腾药]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2袋
[海王金象]柏子养心丸(水蜜

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科创药品]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华太]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2板

[联邦赛福欣]头孢呋辛酯片(薄
膜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片
[联康]解表追风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gx10丸



[百神]夏桑菊颗粒（低糖浓
缩）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20袋
[太极]伤科活血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0ml
[太极]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9袋
[济邦]羚羊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丸x10袋

[桑海]牛黄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石药]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方明]吡罗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mgx50片

[利民]天麻头风灵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gx10粒x2板
[博祥]百合固金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唐龙]内消瘰疬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48粒x2板
[琪安]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

[昂利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gx48粒
[同大]归元筋骨宁湿敷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5mmx60mmx2贴

[云鹏]齐墩果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mgx100片
[大连汉方]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5片x2板x2盒
[菲比林]黄藤素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2片
[迪康]芩连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4gx12粒x3板

[临清华威]抗骨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72g(每10丸重2g)
[大陆]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晁氏]感冒退烧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5片x2板
[正和]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大陆]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威海华洋]外用应急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
[大陆]橘红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00丸

[葵花宝宝]对乙酰氨基酚泡腾
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gx20袋
[通德]萘普生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25gx10粒x2板

[泰华堂]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0.1%）
[好医生]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2板

[京万红]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天津同仁堂]麝香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x9.5cmx2贴x3袋

[天津同仁堂]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6袋
[京万红]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太极]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5片x2板

[吉尔吉]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0袋
[太极]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5片x3板
[云门]牛磺酸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8gx12袋

[广信]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双士]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60丸x2瓶
[金诃]如意珍宝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5丸x2板

[双士]天麻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6袋
[天奇]开郁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9gx10丸

[奇特]柏子养心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奇特]附子理中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达仁堂]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达仁堂]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大陆]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奇特]通宣理肺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gx6袋
[古蔺肝苏]肝苏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9gx9袋
[好医生]抗感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6袋
[大亚]布洛芬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4片x2板

[益和堂]金鸡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00片



[大陆]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方健]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6gx10袋

[诺康]沙丁胺醇气雾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00揿
[安友]清肺十八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粒x2板

[奇特]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6袋
[方健]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2gx8袋

[奇特]天王补心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天水岐黄]小活络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00丸

[华立]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片
[新安]抗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6粒x4板

[鹿王]石斛夜光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10袋
[金合]百合固金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优必达]盐酸黄酮哌酯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2gx15片x1板
[志邦]消炎利胆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10片

[维康利]酮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粒x2板
[益萨林]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0粒x2板
[华侨]蛤蚧定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5袋

[大连汉方]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5片x5板
[正大青春宝]清热灵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包头中药]通宣理肺丸(水蜜
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gx6袋
[樱花牌]连翘败毒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修正]透骨灵橡胶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cmx6cmx3贴x2片x3
袋[多多]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片

[多多]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片x3板
[万人]陈香露白露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24片x2板

[白云山]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百年康鑫]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白云山]盐酸环丙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x6片

[鹿王]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0丸x2板
[扬子江]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x4板

[致和]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0.1%）
[华山牌]摩罗丹(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72丸

[北京亚东]小柴胡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5gx12袋
[坤世堂]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8袋

[葵花宝宝]对乙酰氨基酚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5gx7粒
[博士伦]阿昔洛韦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
[新博林]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18袋
[百泉]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gx10袋

[新春都]板蓝根含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8片x2板
[百泉]舒肝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g
[一新]羚羊角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15gx12粒
[雷氏]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6gx60片

[济世]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720丸
[澳能]卤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g(1g:0.5mg)

[河南康华]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9袋
[金日]复方庆大霉素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片x2袋
[民生]消旋山莨菪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肠解痉 10mgx100片
[石药]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华源]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粒（浓缩丸）

[云鹏]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隆信]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5片x4板

[云鹏]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00片
[天圣]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太极]风湿马钱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17gx15片x2板
[太极]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0片
[太极]独圣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27片

[美普清]盐酸丙卡特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5μgx10片
[修正]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cmx7cmx4片x4袋

[长恒]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10gx12片x3板
[人民药业]蛤蚧定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6袋
[钧安]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3板
[广信]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大唐药业]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8gx6袋

[太极]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太极]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太极]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9袋
[科瑞]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gx10片
[青阳]齐墩果酸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mgx100片
[三明天泰]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0%)
[荣昌制药]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修正]二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gx6袋
[人民药业]柏子养心丸（水蜜

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海王]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30片
[人民药业]唇齿清胃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5gx10袋

[昆中药]田七花叶颗粒（低糖
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3gx10袋
[人民药业]琥珀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6袋
[腾药]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冯了性]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信谊]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00片

[王老吉]人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725g(每10丸重
0.115g)[宏兴]陈夏六君子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0g

[陈李济]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4g
[地奥]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5板
[以岭]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8袋

[万通]炎立消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2板
[海外]妇炎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5gx6袋x2小盒

[海外]利咽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4gx9片x3板

[显锋]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片x2板

[宏济堂]金鸣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6gx12片x2板

[江苏黄河]阿仑膦酸钠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70mgx3片
[三金]感冒清热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2袋

[康寿]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30袋
[鹊牌]垂盆草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gx15袋

[九鑫]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修正]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片
[华洋]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太极]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孔府]风寒感冒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4gx8袋

[中一]加味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gx6袋
[奇特]黄连羊肝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6袋

[宏济堂]橘红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金沙]接骨七厘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5片x5板
[修正]芬布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5gx12片x2板
[永利]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

[罗浮山国药]双梅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5gx24片
[香雪]板蓝根颗粒(含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恒拓]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恒健]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0ml(5%)

[维福佳]磷酸苯丙哌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24片x1板
[海外]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5粒x2板
[修正]双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片x2板

[华源]保和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浓缩丸）
[桑海]海珠喘息定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2gx50片

[华太]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18片x2板
[中蒙]阿拉坦五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g(每10粒重2g)
[粤威]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4片x2袋

[天津博爱]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x2袋
[灵方]伤湿祛痛膏(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x2袋
[得菲尔]复方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袋

[神华]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华源]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0粒

[通大]复方南板蓝根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8gx12片x3板
[顺势]宁神补心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8片x5板

[代宁]盐酸头孢他美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90.65mgx8片
[修正]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ml（0.1%）

[太极]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富露施]乙酰半胱氨酸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4片x1板

[吗丁啉]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21片x2板
[同达莫星]阿莫西林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0mgx10片x1板
京都念慈菴蜜炼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ml
京都念慈菴蜜炼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5ml

[狮马龙]活络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天光]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2gx6袋

[葵花]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4gx10袋
[同仁堂]清血内消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6gx12袋

[杨济生]复方瓜子金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gx12袋

[千珍]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5片x3板
[氟美童]氟米龙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0.1%)
[得每通]胰酶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5gx20粒

[南京同仁堂]消风止痒颗粒(无
蔗糖)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gx12袋
[白云山]维生素B6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2%)

[湘江]消风止痒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gx8袋
[康博士]保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75gx12片x2板

[万人]复方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九芝堂]明目地黄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20g

[鲁抗]头孢氨苄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0粒x2板



[南京同仁堂]乳宁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5gx6袋
[世一堂]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佛慈]川芎茶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0丸
[修正药]伤痛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2板

[奥勃抒]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5袋
[民生]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包头中药]石斛夜光丸(水蜜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3gx6袋
[皿治林]咪唑斯汀缓释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片

[保和堂]珠珀猴枣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3gx1瓶
[金活]依马打正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ml

[黄道益]活络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岭南万应]薄荷活络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3g

[奥松]肚痛泻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gx50丸
[大东亚]消肿止痒搽剂（原

名：双虾标青草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4ml

[大东亚]双虾标风湿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8ml
[恺司尔]欧车前亲水胶干混悬

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8gx6袋

[喇叭牌]正露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2gx100粒
[米桑]酪酸梭菌活菌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gx12粒
[正美汀]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2片

[科达琳]复方氨酚肾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儿童科达琳]儿童复方氨酚肾

素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片

[奥肯能]复方氨酚溴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澳美制药]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君必青]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
[珮夫人]小儿愈美那敏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0ml

[安必仙]氨苄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24粒
[赛诺菲]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阿莫灵]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24粒
[开思亭]依巴斯汀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班赛]过氧苯甲酰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5%)

[撒隆巴斯]复方水杨酸甲酯薄
荷醇贴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4.2cmx20贴
[益动]马来酸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片x3板
[研立双]吡嘧司特钾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l:5mg)

[阿法迪三]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10粒x2板
[乐可舒]比沙可啶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gx6枚

[得益]地喹氯铵短杆菌素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

[肖敏]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6g
[美能]复方甘草酸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7片x3板

[百力特]醋酸泼尼松龙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0mg(1%)
[恩理思]地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
[海力医生]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4片

[顺尔宁]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4mgx5片
[顺尔宁]孟鲁司特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mgx5片

[彼迪]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ml:0.10g
[正远]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7片x3板

[兰美抒]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普康]厄多司坦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6粒x2板

[乐可舒]比沙可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mgx10片
[散克巴]维生素B12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0.02%)



[冷巴]复方水杨酸甲酯巴布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14cmx2贴（每
贴含膏量17.5g）

[沐舒坦]盐酸氨溴索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5mgx10粒
[希尔安]治偏痛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gx9袋(无蔗糖)

[德善]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2gx18粒x2板
[河西]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润齐]右旋糖酐70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x10支
[在田]银翘解毒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吉春]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秀瞳]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ml:3mgx10支
[妙纳]盐酸乙哌立松片(薄膜

衣)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mgx10片x2板

[国源]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方明]盐酸西替利嗪口腔崩解

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达内]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康恩贝]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0mgx30粒
[九药]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6g

[联力舒坦]盐酸氨溴索口服溶
液(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6g
[科伦]玄麦甘桔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2袋

[世一堂]小活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10丸
[有盛堂]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9袋
[同达]小儿布洛芬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0mgx6枚

[重庆和平]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果酸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南京同仁堂]小儿氨酚黄那敏

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邦宁]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五景]硝酸毛果芸香碱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0.1g
[修正]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以岭]夏荔芪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5gx12粒x2板
[普济堂]五福化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亚邦]胃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2板
[孔府]胃炎宁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9袋
[莎普爱思]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8片x1板
[莎普爱思]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12片x1板

[天立威]头孢地尼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粒
[博尼尔]头孢地尼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片

[吉特]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5片x2板
[鑫辉]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0丸x2板
[修正]双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片x2板

[太极]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
[北京亚东]乳块消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gx10袋

[天济草堂]清热散结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2粒x3板
[辅仁]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冠峰]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

[三木]强力止咳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20粒
[神威]芪黄通秘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5gx12粒x2板

[维恒]苹果酸氯波必利片(曾用
名：氯波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8mgx12片x2板
[金药师]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5gx12粒x2板
[科田]喷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1.0%)
[环渤淼]过氧化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00ml
[世一堂]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通化金马]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今辰]脑乐静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0ml



[腾药]明目地黄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gx12袋
[海邦]明胶空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0粒
[世一堂]羚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修正堂]连蒲双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5gx12片x2板

[中化联合]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5片x2板
[羚锐]老年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36片

[万通]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1gx12片x3板
[亚利大胶丸]明胶空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0粒(0#)
[浙江天龙]明胶空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0粒(0号)

[花城]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0粒
[步长]咳喘安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mlx6支

[羚锐止痒平]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0.1%)
[英雄]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太极]九味羌活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5gx8袋(每10丸重

0.3g)[太极]九味羌活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10袋
[华侨]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振霖]金砂五淋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6gx6袋
[华仁堂]肩痛宁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50ml
[神威]藿香正气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45gx12粒x3板
[修正]活络止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6gx10丸

[禾邦]茴三硫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5mgx12片
[马应龙]槐榆清热止血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粒

[石药]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8片
[真元]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96片(糖衣片)

[葵花]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4板
[烟台大洋]富马酸氯马斯汀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34mgx12片

[天朗]复方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0.55%)
[济宁安康]复方地西泮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片
[东信]复方薄荷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28g
[世一堂]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云岗]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1gx100片
[云南白药]酚氨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同仁堂]分清五淋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6gx12袋
[甘倍轻]恩替卡韦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mgx7粒x1板
[木畅]恩替卡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mgx7片x2板

[整肠生]地衣芽孢杆菌活菌颗
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24袋
[珮夫人]氯雷他定糖浆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0ml(0.1%)

[允泰]穿心莲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
[金鸿]穿心莲内酯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mgx8粒x2板

[美伦]穿心莲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0mgx25丸x9袋
[禾邦]穿心莲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2mgx15丸x5袋

[金鼎制药]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lx9支
[骅成制药]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5ml
[浙江天龙]明胶空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号（100粒）

[正和]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葫芦娃]布洛芬颗粒(混悬型)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袋

[芬必得]布洛芬咀嚼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0片
[云鹏]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1粒x2板
[齐鲁]玻璃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0.1%)
[葵花]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济邦]百合固金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丸



[鲁抗]奥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片x1板
[泰诺林]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5gx6片

[皮康王]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彼康王]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7g

京万红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50g
[维宏]阿奇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华素片]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5片x2板

云南白药膏(打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5片
[太极]对乙酰氨基酚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汉森]四磨汤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lx8支
[首儿]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10袋
[千金]妇科千金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2板
[999]气滞胃痛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2袋
[贵州百灵]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艾洛松]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g(5g:5mg)
[好德快]利多卡因氯己定气雾

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60g

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
[马应龙]麝香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gx6粒x2板

斧标驱风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28ml
[神奇]全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粒x2板

[朗依]硝呋太尔制霉素阴道软
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6粒x1板
[曼秀雷敦栢可]复方薄荷脑软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85g

[曼秀雷敦栢可]复方薄荷脑软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g
[寿全斋]九华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1gx5粒x2板
[太宁]复方角菜酸酯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3.4gx6枚x2板

[天和]骨通贴膏(聚异丁烯型 
打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2袋
斧标驱风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太极]保和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5gx10袋
[俊宏]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2粒x2板
[葫芦爸]肠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4板
[世一堂]刺五加脑灵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ml
[九芝堂]补肾固齿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gx6袋

[太极]百咳静糖浆(低糖型)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中央]麻仁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6gx10粒x3板

[济民可信]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散利痛]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Ⅱ)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欧意]清热解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8gx9粒x3板
[泰康]丁细牙痛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45gx12粒x2板

[太极]急支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云南白药]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散列通]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Ⅱ)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1板
[贵妃舒]妇炎康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4板
[津华]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
[仕卫]法莫替丁钙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

[欧健]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
[银诺克]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2板
[玉林]鸡骨草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00粒
[京新]康复新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lx10支

[杨济生]排石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20gx10袋
[双鹤药业]儿泻康贴膜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0.23gx1贴x2袋

云南白药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12片



云南白药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8片
[燕京]明胶空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号(60粒)
[花城]祛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5袋

[潘舒泰克]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片
[云南白药]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4gx120片

[白加黑]氨酚伪麻美芬片Ⅱ/氨
麻苯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日用片(白色)：10片
+夜用片(黑色)：5片

[迪维]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0.1%)
[南药]乳酶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15gx100片

[片仔癀]少林正骨精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五环牌]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多多]乳酸菌素片(嚼服)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片x5板
[天桥牌]干酵母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80片

[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健民]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天龙]复方硫酸锌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哈药六]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x2袋
[同仁堂]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维柳芬]柳氮磺吡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5板
[劲通]双氯芬酸钠气雾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g
[贵州百灵]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
[锐迈]酮洛芬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30g:0.9g
[品信]五苓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5gx12粒x2板

[扬子江]蓝芩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同仁堂]仁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30粒

[桑海]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晁氏]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x2板

[同仁堂]除痰止嗽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0丸
[同仁堂]泻肝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2袋

[培菲康]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10mgx30粒
[益佰]马兰感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24粒

[奇正]消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贴(药芯袋每贴装
1.2g，润湿剂每袋装

2.5ml)[同仁堂]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斯皮仁诺]伊曲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4粒

[福源]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4板
[白云山]复方南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普正]山楂麦曲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9袋
[太极]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鲁北药业]溶菌酶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gx8片x2板

[特一]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湘泉]妇炎康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6gx18片x6板
[立卫克]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山雄]万通筋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8gx12片x3板
[诺捷康]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同仁堂]牛黄解毒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片x12板
**[中天]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24片*2板

[小快克]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草莓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5袋
[东药]氧氟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0.5%)
[龙虎]清凉油(白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g



[意通]金果饮咽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

[宏利]活络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立效]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20丸
[碧凯]保妇康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74gx8粒

[顺峰康王]酮康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悦康]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阿林新]阿莫西林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
[欧意]头孢氨苄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西力欣]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250mgx6片x2板
[快合]硝呋太尔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4片

[鑫烨]氧氟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8ml(0.3%)
[远清]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24.4mg(0.488%)

[奥络]夫西地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g(5g:0.1g)
[典必殊]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

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5g

[翔宇乐康]盐酸左旋咪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25mgx100片
[言净欣]罗红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袋

[万生力泰]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罗欣]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
[力字牌]呋喃妥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00片
[东信]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x1板
[诺捷康]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24片

[禾正]五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粒x2板
[天视]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0.3%)
[华意]醋酸泼尼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00片
[东信]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恒久远]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

[克极]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红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3板

[阿莫仙]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36粒
[一贝]硫酸庆大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mgx12包
[天视]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0.3%)

[力宏]头孢丙烯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9袋
[藏王]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8片x3板

[美抒特]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g(15%)
[湘江]氟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2粒

[康福生]高锰酸钾外用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0.1gx24片x1板
[强力阿莫仙]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457gx12片

[花溪]胃痛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6gx12粒x2板
[天施康]肿节风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0片(片芯重0.25g)

[王屋山]冬凌草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00片

[联邦左福康]盐酸左氧氟沙星
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
[石药]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5板

[鑫烨]维生素B12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0.02%)
[普济堂]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风度]盐酸纳洛酮舌下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mgx2片
[福乐]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朗依]硝呋太尔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4粒x2板
[一正]香砂养胃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京新]克拉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1板



[海伦]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方明]氧氟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0.5%)

[王上王]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lx12瓶
[震元]克拉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1板

[白云山]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6片
[新峰药业]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信谊]双氯芬酸钠缓释片(Ⅰ)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
[诺捷康]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75mgx10粒x2板
[盖克]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999]热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无蔗糖)
[石药]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银河]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32丸
[万人]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银力舒]头孢丙烯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1板
[得必泰]复方铝酸铋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3gx24袋
[达力先]头孢地尼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

[密之康]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8片x3板
[瑞眸舒]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0.3%)

[佳庆]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5板
[修正]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片x2板

[仁和]头孢克洛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x1板
[仁和]克拉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

[诺捷康]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
[莎普爱思]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10片x1板

[克沃莎]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
[易坦静]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天天明]妥布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0.3%)
[先强严灵]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x2板

[白云山]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阿莫仙]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修正]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6袋x2盒
[瑞优达]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6粒x2板
[韩都]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银诺克]五福化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丸x9袋
[求康]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仁和]头孢克洛胶囊(苏刻乐)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粒x1板
[三益]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1%)
[九典]奥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片x2板

[太平]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白马]猴耳环消炎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9袋

[信谊]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00片
[信谊]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0片x4板

[肤阴洁]复方黄松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80ml(附医用阴道冲
洗器)[修正]消炎止痢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片x2板

[立思丁]夫西地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15g:0.3g)
[延迪诺]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10粒x2板

[白猫]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华北制药]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0粒x2板
[汇德立康]氯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0mg

[润舒]氯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2.5mg
[万通]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2粒x1板



[仁和]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0粒x2板
[润弘]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潇然]奥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4片

[莫愁]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20粒x3板
[澳琪]莫匹罗星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g(2%)

[联邦左福康]盐酸左氧氟沙星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0.3%)
[左克]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粒
[奥为仙]盐酸伊托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mgx12片x2板

[贵州百灵]咳清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
[药王孙真人]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风言康]保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75gx10片x2板
[牧霖]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9袋
[瑞阳]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5片x1板

[辅仁]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天天明]妥布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0.3%)

[天圣]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科伦]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通御·中医世家]盐酸特比萘
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
[珮夫人]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ml(0.488%)

[银朵兰]祖卡木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2gx6袋
[长恒]麻杏止咳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24片x1板

[言诺欣]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石药]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5袋
[俊宏]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5粒x3板
[恒健]麝香祛风湿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l
[迪康]乙酰螺旋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x1板
[修正]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2贴x3袋
[地奥]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袋
[唯正]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希尔安]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东药]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益欣]丹珍头痛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粒x2板
[特普宁]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12袋
[仁和]氟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粒x1板

[托百士]妥布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5g(0.3%)
众生丸(薄膜衣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8丸x2板

[大亚]清凉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6片
[金不换]盐酸二氧丙嗪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5mgx100片

[迪康]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片x1板
[昆鹰]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0片
[恒健]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0ml(1%)
[恒健]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恒健]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

[安徽仁和]硫糖铝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00片
[冯了性]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双龙出海]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9袋
[宝彤]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

[仁和]胃刻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9粒x3板
[利君]益肝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4片x2板

[腾药]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4板



[正茂]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8片x3板

[风言康]消炎止痢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1gx10片x3板
[恒健]盐酸环丙沙星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10g:30mg)
[特一]盐酸乙胺丁醇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25gx100片
[世康特]克霉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特一]红霉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00片

[克银迪]盐酸伊曲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4粒
[欣可诺]头孢克洛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华南牌]吲哚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0片
[汉森]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21片x1板

[万通]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万通]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2片x2板

[仁和]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1%)
[逸舒甘]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粒x2板

[仁和]氧氟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0.5%)
[瑞年国际]润肠通便茶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3gx20袋
[阿莫灵]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20粒
[固特]奥硝唑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x2板
[本草纲目]四君子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9袋
[万通]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0片x3板

[润家]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6片

[济民可信]黄氏响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133gx36丸x3板

[鲁抗]恩替卡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mgx7片
[长垣]小儿热速清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真仁堂]清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5gx2支x4袋
[新峰药业]复方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思连康]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9片x4板
[盾克]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5片x2板

[葵花]枇杷叶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九惠药业]安胃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4粒

[药王孙真人]明目地黄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40丸
[舒药]抗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220丸

[森科源]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2gx12粒x2板
[三益]克霉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8ml(1.5%)
[金页]复方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常为康]枫蓼肠胃康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9袋
[腾药]感冒清热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贝乐芬]布洛芬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18片x2板
[迪皿]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lx10支

[远健]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1板
[韩都]过氧化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3%)
[贵州百灵]宝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5袋
[好医生]桑姜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28粒
[岷州]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9袋
[巨息停]蛤蚧定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10袋

[瑞眸明]硫酸庆大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便塞停]比沙可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mgx8片x2板
[福森]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宝瑞坦]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30袋



[武陵山]麻芩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2瓶
[白内停]吡诺克辛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0.8mgx2支

[常泰]口炎清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x12袋
[药王孙真人]健脾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0g

[仁和]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云植]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5g(0.5%)
[双龙出海]银花芒果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5片x2板
[博祥]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葵花]咽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30片x1板

[云植]田七花叶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x10袋
[达力新]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2板

[唯正]安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4板
[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米阿卡]小儿腹泻宁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lx5支

[迪菲特]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艾迪]番泻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gx4袋

[九州通]甲硝唑口腔粘贴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mgx9片
[达喜]铝碳酸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

[金奥康]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微
丸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14粒
[贵州百灵]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6袋

[腾药]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9袋
[葵花]清开灵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丸
[立方]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g

[前列康]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60片(含油菜

花粉0.5g)
[同仁堂]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百灵鸟]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6袋

[至美欣]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1板
[葵花宝宝]复方锌布颗粒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包
[本草纲目牌]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6gx12片x2板
[本草纲目牌]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万通]熊胆痔灵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8粒
[迪菲特]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0粒
[九州通]蜂胶牙痛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ml:40mg
[修正]肺宁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立效]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30丸

[和恩]恩替卡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mgx7片
[999]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万通]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新费乐]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4gx6袋

[仁和]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6片
[仁和]复方黄连素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8片x2板

[莱泰]猴耳环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9粒x2板
[葵花]康妇消炎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gx6粒

[药王孙真人]附子理中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0丸
[新和成]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60粒

[鲁南]孟鲁司特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mgx6片

[碑林]金嗓散结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gx18粒x1板

[优卡丹]宝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9袋



[岷州]九制大黄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gx10袋
[九州通]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8粒
[通园]止咳平喘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x1瓶x2小盒
[石药]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0片x6板

[石药集团]盐酸氨溴索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30mg(0.3%)x1
0瓶[仁和]依诺沙星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10g:0.1g)

[杜密克]乳果糖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5mlx6袋
[童诺]异维A酸红霉素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

[太极]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五叶]刺五加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朗欧]利尔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5gx12片x2板

[福广府]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0支
[今辰]黄连上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0粒x4板
[九州通]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片x3板
[金钱]复方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20袋
[养安堂]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2片x2板
[仁和]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仁和]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神苗]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善举]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2gx12粒x2板
[福元]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优卡丹]小儿敷脐止泻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0.3gx1贴x4袋
[仁和]罗汉果玉竹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gx9袋
[安捷康]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0包

[信龙]硼酸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x2支(5%)
[云济生]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6袋

[东信]对乙酰氨基酚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5gx6粒
[麦迪海]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翔宇乐康]硫糖铝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x100片
[永孜堂]天麻醒脑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gx12粒x3板
[新华]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2片x2板
[东信]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扬子江]头孢丙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片
[益萨林]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2板
[力字牌]异烟肼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1gx100片
[罗星]舒秘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12粒x1板

[施华洛]头孢克洛缓释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375mgx6片
[福人]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康普]氟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2粒x1板

[先强严灵]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片
[丽珠医药]罗红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75mgx12片
[罗欣]头孢克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2片
[万岁]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以岭]罗红霉素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6片
[玉仁]炎立消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2板

[石药]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5袋
[张恒春]三七伤药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1板

[吉春]复肾宁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25gx12粒x3板
[欧意]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轻松鸟]洛索洛芬钠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mgx12粒
[仲景]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1片x4板



[东泰]参芪五味子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6粒x4板
[华北制药]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6粒x1板

[积大尤卡]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水蜜桃口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6袋
[达力新]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片
[品沙定]青霉素V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36gx12片x1板
[泰罗]罗红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6片x1板
[紫琉璃]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6板
[锦华]异烟肼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结核用药 0.1gx100片
[新博]柴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6袋

[舒视明]妥布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福星]清燥润肺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霜菊]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5g
[佛慈]耳聋左慈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240丸

[丽珠风]泛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5gx6片
[诺金]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仁和]头孢氨苄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0粒x4板

[仁和]美洛昔康片(络贯健)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2片x1板
[飞云岭]益肺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2板
[阿莫仙]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2包
[德众]枇杷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粒x2板
[潘高寿]养阴清肺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好德快]复方水杨酸甲酯苯海
拉明喷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福邦]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0粒
[真匠]骨折挫伤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9gx10粒x2板
[蔓芝宁]牡荆油胶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15粒x2板
[葵花]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广州]甘和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5gx10袋
[太极]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葵花]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1板
[海口奇力]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4片

[大唐九正]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金日制药]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24片x2板

[瑞眸舒]妥布霉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0.3%)
[劲克]克拉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白云山]盐酸克林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5gx10粒
[利康达宁]醋酸曲安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20g:5mg)

[白云山]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2袋
[瑞香]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森迪]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x1板
[金日]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
[多多]五加生化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2板

[华北制药]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0粒x1板
[瑞呋欣]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片x1板
[罗欣]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粒

[邦廸]苯扎氯铵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5mmx18mmx8片x20袋

(内含苯扎氯铵
0.50mg)[苏赛]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含妥布霉素
15mg;地塞米松5mg)

[天方]盐酸氮芥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30ml

[嘉宁]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小
儿清热止咳合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泛捷复]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粒x3板
[宏济堂]前列欣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18粒x3板

[吉民]神农镇痛膏(微孔透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5cmx11.6cmx2片x4
袋[明仁]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香雪]橘红痰咳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久欣]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德上]大黄通便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5gx12片x2板
[欧意]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4板
[固邦]阿仑膦酸钠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70mgx1片

[仁和]复方罗汉果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2板

[仁和]喉痛消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丸x8瓶x1板
[健民集团]小金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12粒x1板
[仁仕康]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18袋
[宗药师]安胃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粒x4板

[思乐明]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片
[普济堂]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安普索]盐酸氨溴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2板
[康普]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4片x1板

[通用]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仁和]胃痛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6gx13片x3板

[同仁堂]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gx10袋
[四方箄]肠胃宁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8片x2板

季德胜蛇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gx15片x1板
[白云山]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威门]热淋清颗粒(含糖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8gx10袋
[苏春]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扬子江]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昌弘]双花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28片

[万通]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1板
[飞云]抗病毒口服液(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云鹏]盐酸赛庚啶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mgx100片
[香雪]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贝乐芬]布洛芬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8片x1板
[仁和]清瘟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9片x3板
[康定好]滴耳油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10ml

[巴欣]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济川]川芎清脑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gx6袋

[克刻]克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36粒

[天宁寺]复方青黛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6gx9袋

[会康]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4包
[谓葆]猴头菌提取物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gx18袋

[仁和]炎可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仁和]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x1板
[白云山]正金油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4g

[兹养]维生素A棕榈酸酯眼用凝
胶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g:5000IU(以维生素

A计算)
[太极]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8袋

[仲景]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0丸



[仁和]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5片x3板
[三金]眩晕宁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2袋

[金钱]复方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18袋
[葵花]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仁和]消炎利胆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6gx72片
[仁和]硼酸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5%)

[仁和]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8袋
[芙美松]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
[康恩贝]牛黄上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利夫康乐]利夫康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敏芬]富马酸酮替芬滴鼻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10ml:15mg)
[言净欣]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片x1板

[仁和]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9袋
[健民]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47gx12片x3板
[紫竹]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0mgx2片
[司邦得]莱阳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好娃娃]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2袋
[曼秀雷敦]复方薄荷脑鼻用吸

入剂(良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675g

[太龙]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9支
[益康]全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粒x2板

[米阿卡]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袋
[葵花]康妇消炎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gx9粒

[新博林]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36袋
[贵州百灵]咳速停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中洲]金莲花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7gx9片x3板

[达芬霖]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
(儿童用药)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5ml(5ml:1.25mg)
[兰美抒]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黄栀花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欧意]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

[明竹欣]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3gx6片x1板
龙虎人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04gx30粒

云南白药创可贴(便携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cmx2.3cmx6片
[水仙]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水仙]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葫芦娃]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妈咪爱]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gx10袋

[同仁堂]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2袋(每100粒重
6g)[邦廸]苯扎氯铵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片(吸收垫

25mmx18mm)[环渤淼]碘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400mg:20ml(2%)
[同仁堂]儿感清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同仁堂]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小葵花]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8支
[得必欣]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华北制药]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0粒

[江中]健胃消食片(咀嚼 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20板
[同仁堂]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0g(每100粒重10g)
[敖东]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20支

[华北制药]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6粒
[以岭]连花清瘟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36粒

云南白药创可贴(轻巧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0片



[葵花]护肝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6gx100片
[思密达]蒙脱石散(草莓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3gx10袋

[百为乐]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x1板
[福森]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山雄]万通筋骨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8gx12片x2板
[道君]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5片x2板

[康福]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视邦]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15mg

[嘉应]双料喉风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g
[立效]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6袋
[银涛]六味安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粒x3板
[美宝]湿润烧伤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20g
[999]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4袋

[贵州百灵]小儿柴桂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6袋
[马应龙]龙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
[同仁堂]国公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28ml

[得菲尔]感冒清热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百多邦]莫匹罗星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g(2%)
[孚琪]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
[星元佳]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8片

[马沙尼]盐酸特拉唑嗪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mgx14片x2板
[康普]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7片
[多普泰]脉血康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2粒x2板

[玉林]正骨水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ml
[江苏康美]清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5gx5支

[金冲]复方金钱草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3gx20袋
[六棉牌]金鸡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8gx10袋
[好护士]尪痹颗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2袋

[纽兰]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400g
[世一堂]丹佛胃尔康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8袋

云南白药创可贴(大伤口专用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5cmx6.0cmx2片
[欧意]头孢羟氨苄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20袋

[克刻]哮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2gx24粒
[博祥]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8粒x2板

[步长]红核妇洁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mlx10袋
[快克]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粒x2板
[克快好]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龙牡]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源生素源]复方双花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支

[天耀]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2板

[天施康]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金道]麝香舒活搽剂(麝香舒活

精)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5ml

[星佳定]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20片x2板
[欧佳]头孢克洛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野虎]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三精]四季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粒x2板

[西施兰夏露]乌洛托品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腋臭 10ml:4g(40%)
[开瑞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仁和]硝酸益康唑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5g(1%)
[仁和]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12片x4板(薄

膜衣)



[优卡丹]小儿贝诺酯维B1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袋
[优卡丹]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5袋
[仁和]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4g
[闪亮]复方门冬维甘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2ml
[优卡丹]小儿感冒宁合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90ml
[五景]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济川]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百令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gx12粒x5板

[佑美]小儿康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0gx9袋
[雷允上]六神丸（人工麝香）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粒x3支

[双吉]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仁和]头孢克洛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0片x1板

[北洲]白凡士林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0g
[修正]消糜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7粒

云南白药创可贴(家庭防水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片
[仁和可立克]复方氨酚烷胺胶

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恒金]复方金刚烷胺氨基比林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天龙]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0.1g

[蜀中]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1板
[迪冉]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2片x2板
[太龙]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10支
[同仁堂]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g
[妇炎洁]硝酸咪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14枚
[紫鑫]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天安堂]诺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30粒
[扶他林]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30片

[侨星]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1袋
[美福临]荨麻疹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5袋
[龙虎]清凉油(白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4.5g
[仁和]龋齿宁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gx30片
[邦廸]苯扎氯铵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8片(吸收垫

25mmx18mm)[仁和]芩芷鼻炎糖浆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80ml
[梁介福]金牌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巨虹候独青]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x2板
[隆中]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4片x2板

[安达]铝镁加混悬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l:1.5gx6袋
[天龙]口腔炎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l

[万通]感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普林松]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4粒x2板

[言诺欣]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
[优卡丹]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5袋

[立效]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2板
[龙虎]清凉油(白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8.4g

[扶他林]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片
[弥诺]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mgx10片x2板

[纯迪]头孢泊肟酯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9袋
[邦琪集团]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汇正]银黄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8粒

[小安瑞克]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gx12包(每包含布洛

芬0.2g)
[999]正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6gx15袋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5支
[神苗]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0袋

[伊康美宝]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80ml

[邦廸]苯扎氯铵贴(防水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4片(吸收垫

22.5mmx12.7mm)

[丽珠得乐]枸橼酸铋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粒x4板(每粒

含铋110mg)
[吉民]麝香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片x2袋
花红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9gx12片x3板x2袋

[太极]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9袋
[陪都]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
[广育堂]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太极]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0片
[迪康]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00片

[999]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力贝尔]乳酸司帕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8片
[太平]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虎标万金油]樟薄玉香软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19.4g
[701]跌打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7cmx4贴

[和兴]白花油（三号）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ml
[迪根]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片
[和兴]白花油（一号）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保心安]薄荷护表油(保心安
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8.6ml
[优鼻]鼻通宁滴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

[双蚁]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10袋
[锦华]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芙美松]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g:5mg(0.1%)
[冯了性]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云中]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云南白药酊（方便内服）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0ml
[时代]救急行军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gx8瓶

[毕诺]曲安奈德鼻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6ml(120揿)
[维威]汉桃叶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x2板
[方略]痛肿灵(酊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太湖美]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滇虹]骨痛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mlx3袋

[安瑞克]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gx10包
[九芝堂]喉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60粒
[茂祥]烧烫伤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40g
[克快好]克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gx16片x1板

[虎标万金油]复方樟薄软膏(曾
用名:虎标万金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4g
[白云山]口炎清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x10袋
[大宁堂]小儿葫芦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3gx6袋x2包
[中央]麻仁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6gx10粒

[鲁抗]头孢拉定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包
[方明]氧氟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
[新汇]猴头健胃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4gx12粒x2板

[诺金]湿毒清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5gx48片
[力克舒]复方酚咖伪麻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粒

[华山牌]摩罗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9gx6袋



天和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贴
[银诺克]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4板
[金钱]复方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10袋
[洁康雅]复方苦参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80ml(内附妇科冲洗

器)[香雪]橘红痰咳液(无蔗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凯程]头孢克肟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1g：50mgx5袋
[益萨林]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2粒x3板

[杜拉宝]消旋卡多曲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gx9袋
[新博]柴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6袋

[云香精]云香祛风止痛酊(云香
精)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ml
[雷立雅]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0mgx30粒

[湘泉]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4板
[午时]金银花露(含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0ml
[白云山]乙酰螺旋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x2板
[和盛堂]参苓白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粒x3板
[三金]桂林西瓜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5g
[鹅城]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太湖美]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华西牌]通窍鼻炎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gx15袋
[天朗]氧氟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8ml：24mg

[湘泉]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6gx144片
[宝岛]枫蓼肠胃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4gx12片x3板
[达因]儿泻康贴膜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0.23gx1张x3袋

[正大青春宝]尿感宁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5gx12袋（无蔗糖）
[康恩贝]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999皮炎平]复方醋酸地塞米松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22.5mg
[天泰]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2板
[英太青]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0粒x3板

[皮康王]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
[龙鑫]荨麻疹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9袋

[颈复康]复方石韦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5片x4板
[美山牌]羚羊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2袋
[方盛]藤黄健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5gx12片x3板

[西藏药业]雪山金罗汉止痛涂
膜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太极]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9袋
[桔王]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8gx6片x2板

[方略]金果饮咽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5片x2板

[老中医]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60g
[天龙]口腔炎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5ml
[奇莫欣]胸腺肽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mgx10片
[和兴]白花油(二号)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ml
[我爱你]黄苦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0ml(内附冲洗器)
[龙泰]荨麻疹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2袋x2盒
[奇星]珍珠末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0瓶

[俊宏]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8粒
[哈药]刺五加脑灵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6支
[诺迪康]十味蒂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5gx10粒
[诺迪康]小儿双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0袋
[恩威]金栀洁龈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0ml
[世扶尼]头孢地尼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粒



[科力]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玉林]消石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2gx60片
[林恒]氟康唑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3粒x2板
[海真珠]珍珠层粉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g
[恒健]过氧化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3%)
[华南牌]氯芬黄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金甘]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10袋

[安可通]五淋化石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2粒x5板
斧标驱风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4ml

[俊宏]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2板
[奇星]清热散结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50片

[惠加强-G]吉法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30片
[步长]红核妇洁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内附送冲洗器

一套)[太龙]双黄连口服液(浓缩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泰诺]酚麻美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片

[新康泰克]美扑伪麻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0片
[白云山]清开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
[神奇]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9袋

[赛诺]康复新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ml
[野虎]砂仁驱风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ml
[多维]洁白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粒x2板

[诺得胜]石斛夜光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4g
[康福]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2板

[云南白药]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香雪]广东凉茶颗粒(含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珍视明]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30mg
[济人]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银诺克]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2板
[欧替药业]妇宁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gx8粒
[中方]清脑复神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6支
[燕峰]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0袋

[兴达]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x3板
[好医生]肠胃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24片x2板

[珮夫人]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ml(0.3%)
[永康]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白云山]口洁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l

[茂祥]安神补脑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1gx12片x2板
[佐力]乌灵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3gx9粒x3板

[华雨]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胡庆余堂]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援生力维]马来酸曲美布汀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1gx10片x3板
[浙江维康]人参健脾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5gx12片x2板
[南洋]克痢痧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8gx12粒
[温馨]抗宫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4板

龙虎人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04gx60粒
[华素片]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24片

[邦廸]苯扎氯铵贴(防水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片(吸收垫

22.5mmx12.7mm)
[易蒙停]盐酸洛哌丁胺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mgx6粒x2板

[花城]清脑复神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6支



[会康]双花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4板

[红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4板
[海外]烧烫伤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45g

[惠松]复方鱼腥草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瓶
[盾克]消糜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3gx10片
[逸舒长]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8片
[三顺]复方熊胆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圣泰]小儿热速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8袋
[海外]花蛇解痒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35gx16片x2板

[嘉仕力]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x1支(8ml:40mg)
[三药]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5ml(2%)
[可伊]新复方芦荟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3gx10粒x2板
[天方]柴胡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12支
[俊宏]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9粒x3板
[杨济生]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瓶

[立效]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8丸
[龙泰]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gx10片x3板

[艾纳香]咽立爽口含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025gx50丸

[万德]肺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5gx16片x3板

[苗易堂]龋齿宁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gx20片
[意可贴]醋酸地塞米松粘贴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3mgx2片
[三金]眩晕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8gx18片

云南白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32粒(保险子2
粒)[太极]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2片x3板

**[好百夫康]皮肤抑菌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20g
[迪冉]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5片x2板

[康恩贝]复方鱼腥草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0ml
[言净欣]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20袋
[二宝]感冒止咳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葵花]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奥奇宁]骨康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4gx12粒x4板

[洁康雅]复方苦参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00ml
[朗洁]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哈药]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济民]消炎利胆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12片x4板

[瑞华]天麻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00丸(约36g)
[康缘]天舒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4gx10粒x6板

[邦消安]六味安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粒x3板
[美优]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舒夫特]复方吲哚美辛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0ml
[庆瑞]金荞麦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3gx15片x6板

[香雪]橘红痰咳液(无蔗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晁氏]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24片

[羚锐]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
[修正]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8袋

[明太医]拔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5张
[太龙]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8支



[关爱]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冠峰]野木瓜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0片

[白云山]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9袋
[阿华]麝香壮骨膏(弹力微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x10cmx8片

[益萨林]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0粒
[君山]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愈芙]阿昔洛韦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20g:0.2g
[吉民]神农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片x2袋
[华侨]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丸x6袋

[卫太医]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0.2gx8片
[再林]阿莫西林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3板
[达力芬]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12包
[桑美]克拉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石药]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罗欣]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2片
[君山]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24片x2板

[思连康]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2板
斧标正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2ml

[康寿壹佰]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迈吉司]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6片

[山虎]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方健]夏枯草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200g

[广发制药]众生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0粒x2板
[天方]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天圣]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
[岷州]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0片x2板

[一枝蒿]雪上一枝蒿速效止痛
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隆中]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0ml
[玉林]湿毒清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5gx80粒
[新峰]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21gx48片（薄膜衣

片）[重庆和平]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20袋
[老君炉]安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10片x3板

[聚荣]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百益]麝香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片x2袋
[迪冉]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2片x3板

[特力素]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12袋
[天光]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6丸x2板

[天泰]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片x1板
[海南制药]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24片x2板
[远达]强力止咳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20粒

[云鹏]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8片x2板
[银河]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8丸
[妍婷]甲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5粒x2板

[百年康鑫]热淋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6gx12片x2板
[川奇]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鑫齐]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8片x3板
[鲁西]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恒拓]柴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龙泰]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6片x2板

[野虎]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2ml
[金瑞松]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



[路林]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
[彼迪]头孢克洛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8袋

[太极]麻仁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gx10袋
[太极]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太极]穿龙骨刺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5gx100片
[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6gx20片

[恒健]白凡士林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0g
[舒药]羚羊清肺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1gx24丸x9袋

[白云山]盐酸环丙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x6片x2板
[新亚喜乐]二硫化硒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g(2.5%)
[希尔生]二硫化硒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g(2.5%)

[可泰舒]布洛伪麻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福建太平洋]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20g（3%）

[孚舒达]复方甲硝唑栓（甲硝
维参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5粒
[敖东]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斯威]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0粒x4板
[大通]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贴x2袋

[仁和]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x3袋
[愈芙]氧氟沙星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75mg

[奥克]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粒
[海神]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6片

[本草堂]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4粒x2板

[上海卫材]愈裂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cmx100cmx1卷
[鹏鹞]呋喃硫胺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gx100片

[江西九连山]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0gx16片x3板
[松华]华佗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春萌]制霉素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x2板(20万单位)
[万德]妇科止血灵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20片x2板
[必康]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盘龙云海]元胡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粒x2板
[远东]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济仁堂]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24粒
[济仁堂]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60粒
[普林松]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3板
[正大青春宝]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6袋(不含蔗糖)
[白云]愈伤灵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2板

[快克露]愈美甲麻敏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0ml
[翔宇]元胡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0gx12粒x2板

[德鑫]妇炎康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7板
[久邦]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粒
[胡庆余堂]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30ml

[江中]复方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8片x2板（不含

蔗糖）
[999]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9袋

[环球]复方甘草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广济]甲磺酸培氟沙星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

[丽珠]抗病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太极]舒筋活血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15片x3板

[阿华]伤湿祛痛膏(弹力微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8片
[仙河]蒲地蓝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



[丁轻]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20mg
[万高]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5gx9粒x3板

[晨牌]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ml
[新天]宁泌泰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8gx12粒x3板

[旺林堂]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2板
[辅仁]参芪健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6gx12袋
[一洲]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2袋

[皖威]克痒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0ml(附赠阴道冲洗

器一副)
[隆中]川贝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70g
[京通美联]柴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8袋
[长生]杀菌止痒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

[尤卓尔]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20mg(0.1%)
[恩威]洁尔阴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00ml(内附冲洗器一

个)[潘高寿]蜜炼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45g
[万通]伤湿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0贴

[科田]华佗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常为康]枫蓼肠胃康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8gx9袋

[泾渭]固肠止泻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5gx12袋
[南大博仕]复方北豆根氨酚那

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广西康华]宫颈炎康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gx5粒
[贵州百灵]黄连上清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健民集团]便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5gx9粒x3板
[功达]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6枚
[神奇]枇杷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粒x3板
[神奇]全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粒x3板

[999]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甜
橙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20袋
[欧替药业]硝酸益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gx7粒

[三精]逐瘀通脉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gx6粒x4板
[羚锐]通络祛痛膏（骨质增生

一贴灵）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

[康弘]一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30粒
[济仁]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2片x5板
[百善]人参健脾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片
[福人]金刚藤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42粒
[隆中]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青原]复方银翘氨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999]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24袋

[999]三九胃泰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5gx10袋
[康缘]散结镇痛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24粒

[福建太平洋]维U颠茄铝胶囊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粒x3板
[安奇]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3125gx12片
[长澳]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粒x2板

[苏州三药]复方羟丙茶碱去氯
羟嗪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0粒
[一洲]清开灵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36袋

[一天生物]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康恩贝]肠炎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2gx12片x4板
[云昆]感冒疏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4板

[福邦]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1%)
[腾药]参苓白术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香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5片
[迪康]滴通鼻炎水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6ml



[恩威]洁尔阴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40ml
[恒健]鱼石脂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20g(10%)

[万岁]养血安神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gx10袋
[迪康]通窍鼻炎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gx12袋

云南白药创可贴（便携型）(新
客专享１元购)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cmx2.3cmx6片
[九芝堂]足光散(新客专享１元

购)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x3袋

正骨水(新客专享１元购)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ml
[水仙]风油精(新客专享１元

购)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贵州百灵]维C银翘片(新客专
享１元购)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午时]金银花露(新客专享１元

购)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40ml

[万年青]消炎利胆片(薄膜衣小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6gx100片
[华西牌]通窍鼻炎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gx12袋
[千金]雷公藤多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100片
[立方]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京常乐]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24粒
[潘高寿]蛇胆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45g
[999]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华北制药]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紫竹]蜂胶口腔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cmx1.3cmx5片x6袋

[孔府]牛黄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999]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25ml

[神苗]小儿清肺化痰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18袋
[益富清]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新必奇]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5袋
[烟台大洋]消糜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3gx5片

[远东]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60ml
[南昌制药]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嘉美得]一扫光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5g
[杏林春]附桂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片x2袋
[粤威]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2贴
[金寿]麝香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

[景忠山]复方鸡内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5gx12片x4板
[太极]川贝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万通]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8袋
[正辉煌]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丸x10袋

[天力可致]曲安奈德益康唑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9g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9粒

[福建太平洋]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2g（2%）

[慢严舒柠]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康源]伤痛宁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4贴x2袋
[云杉牌]龙血竭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3板
[九鑫]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南大博仕]复方北豆根氨酚那
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
[新络纳]枸橼酸莫沙必利分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20片

[康德平]口炎清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36gx12片x2板
[天山]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1gx24片x2板
[华阳]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2袋
[科田]喷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5g(1.0%)
[富兴飞鸽]代温灸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cmx7cmx2贴x6袋
[得菲尔]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鹅城]喉痛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50片
[拜特]感冒止咳糖浆(儿童装)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90ml

[采芝堂]倍芪腹泻贴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5gx3贴
[莱阳生化]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6袋
[九研]橘红枇杷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0粒x3板
[罗裳山]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2袋
[逍遥津]热淋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2片x3板
[福建太平洋]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2ml

[广药集团]癣宁搽剂(癣灵药
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
[道君]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华纳]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4板
[信龙]水杨酸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5%)
[奇灵]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x10cmx4贴x2袋

[燕舞]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5袋
[君福安]氨酚烷胺那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3板

[先宁]兰索拉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7片x2板
[摩美得]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0袋

[宜宾制药]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30袋
[司佩定]头孢呋辛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

[金寿]麝香追风膏（弹力微孔
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5cmx11.6cmx10片
x2袋[香雪]橘红痰咳煎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g

[燕舞]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14cmx5片x4袋
（弹力、微孔透气）

[白云山]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24袋
独一味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3板

[隆中]妇乐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20袋
[晨牌]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7瓶（附冲洗

器）[恩威]洁尔阴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50ml(内附冲洗器)
[伊人]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附冲洗器)
[大唐药业]健胃消炎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8gx9袋

[花红]消肿止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闪亮]复方门冬维甘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吉春]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5粒x2板
[汉晨]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80ml(0.0005%)

[百善]人参健脾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片x2板
[施诺敏]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6粒
[重庆和平]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18袋

[美可婷]右美沙芬愈创甘油醚
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天一堂]芙朴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双鹤药业]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x2板(含投

药器二只)
[多维]洁白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粒x3板

[汉晨]硫酸锌尿囊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10mg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80ml

[雅柏]美敏伪麻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0ml（无糖型）
[中化联合]泮托拉唑钠肠溶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0粒

[闪亮]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天泰]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2板

[汉方]日舒安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加冲洗器1个)
[999]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999]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珮夫人]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80ml(0.3%)
[湘泉]肠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50mgx16片

[天翼]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2粒x4板
[中联]熊胆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g

[明和]吲哚美辛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8粒
[同达]硫酸庆大霉素碳酸铋胶

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粒

[先大]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2片x3板
[世贸天阶]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4片
[万森]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x2板

[石药]氨酚咖黄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必言平]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75mgx12片
[遵义华卫]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0粒x2板
[普华]阿奇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

[银诺克]肺宁胶囊（返魂草胶
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6粒x3板
[正可]氢溴酸右美沙芬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粒

[永利]小儿牛黄清肺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gx11袋
[河北康泰]维U颠茄铝胶囊

（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05gx12粒

[狗皮王]麝香壮骨膏(微孔透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贴x2袋
[道君]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x2板
[诺捷康]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河北康泰]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4袋
[悦康]盐酸氨溴索口腔崩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2片x2板

[允泰]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6gx12片
[希尔生]二硫化硒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0g(2.5%)
[邦琪]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地奥]舒乐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0ml
[欢宝]妇洁阴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附妇科冲洗

器)[太极]通宣理肺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2丸x2板
[仁和]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4板

[石家庄四药]人工牛黄甲硝唑
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8粒x2板
[允泰]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4袋

[法能]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10粒x3板
[岷海]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8袋

[潘高寿]蜜炼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10g
[鲁抗]头孢拉定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3板

[护彤]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0袋
[仁和]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5粒

云南白药酊（方便内服）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0ml
[太平]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2ml

[九州通]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0粒x4板
[蓝乐]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x2板

[盘龙云海]灵丹草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9袋

[圣火]黄藤素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2板
云南白药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gx4支(卫生护垫4

片)[五景]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健民]烧伤止痛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10g
[五景]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济仁]伤痛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9粒x3板
[翔宇乐康]全天麻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6gx18片x2板

[四川制药]阿莫西林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36片



[普林松]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0片x2板

[黑中研]感冒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1袋
[新亚]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天赐堂]荨麻疹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6袋

[安徽天康]跌打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0片x2板
[太平]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道君]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
[大同长兴]对乙酰氨基酚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25gx8袋

[诺得胜]补脑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8片x2板
[恒康]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x2板

[太极]百咳静糖浆(低糖型)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健丰]川贝罗汉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天和]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0贴（打

孔透气型）

[天星]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8片x2板

[天和]消痔软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5gx2支
[天方]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3板

[白云山]复方萘甲唑啉喷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ml
[银诺克]前列康舒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6粒x2板
[天翼]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0粒x3板
[鼎鹤]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9粒x3板

[新赣江]复方银翘氨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粒
[三精]胃气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片x2板

[盛杰奥]肺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5gx15片x1板

[沅祥]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0粒x2板
[吉春]金甲排石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2粒x3板

[今越]牛黄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x2板
[康福]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湘泉]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8板(糖

衣片)[湖北四环]聚甲酚磺醛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0mgx3枚
[新世通]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8片

[森迪]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片x2板
[太福]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90ml

[康博士]氨酚咖黄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道君]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4粒x2板

[山虎]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g
[东乐]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x2袋

[快克]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1板
[鑫齐]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2板

[九典]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粒x2板
[恒诚]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真元]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糖衣
片）

[真元]利咽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片

[雷氏]六神丸(人工麝香)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粒x6支
[恒达菲]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8粒x1板

[太平]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6g
[泰华堂]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6片



[信谊]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桑海]痔炎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gx10粒x3板
[天方]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桑海]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36粒

[杏林春]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9.5cmx4贴x2袋
[倍特]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粒

[平康]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3板
[星辰牌]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3板
[银诺克]风湿关节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5片x2板x2小盒
[济邦]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

[济仁]小儿清热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10袋
[正元盛邦]桂枝茯苓丸（包衣

浓缩水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45丸

[太福]四黄泻火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4板
[一晟达]金甲排石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2粒x2板x2盒

云南白药创可贴（轻巧透气
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9cmx2.3cmx1片
[华雨]抗菌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1gx10片x3板

[邦迪]苯扎氯铵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5mmx18mmx1片
[丽珠]抗病毒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6袋

[宁宁]正柴胡饮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0袋
[顺势]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3板
[大通]伤湿解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贴x2袋

[松栢]清咽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mgx60丸x1瓶

[恒安]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宝泰]苦双黄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吉林华威]凉血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x16袋

[昌弘]双花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5板

[百为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信龙]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白云山]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6片
[信谊]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24粒

[诺贝先]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5625gx6袋
[中化联合]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5片

[桔王]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8gx12片x3板
[康恩贝]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2袋

[慧宝源]跌打扭伤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金奥康]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微丸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5粒

[太极]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3板

[玉兰]痔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5片x2板（薄

膜衣片）
[南大博仕]复方北豆根氨酚那

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

[舒夫林]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5g(10g:10mg)
[羚锐]壮骨麝香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贴x2袋
[恒安]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15mg
[希尔安]十味活血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g(每10丸重1g)

[新华]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8片
[俊宏]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2板

[乐了贝]葡萄糖酸氯己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0.2%)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12粒

[幸运工农]明胶空心胶囊(曾用
名：空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0粒(0号)



[五景]牛磺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0.75g（5%）
[世贸天阶]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2片

[大力神]金果饮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0ml
[百德帮]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
[慢严舒柠]复方青橄榄利咽含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2板

[巨虹候独青]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8片
[恒拓]金银花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mlx6支
[粤威]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4片x3袋
[吉民]神农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5cmx11.6cmx5片
[东信]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乌苏里江]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2片x5板
[济仁]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0片x3板x2小

盒[珍视亮]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九鑫]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4丸x2板
[玉仁]康妇软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g

[银诺克]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6粒
[烟台大洋]消糜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3gx8片

[济世]冬凌草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gx10粒x2板

[特夫比克]甲磺酸左氧氟沙星
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x2板
[和盛堂]洁白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粒x3板

[尤伯松]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1%)
[昆明中药]感冒疏风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天光]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片x2板
[惠丰]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康裕]辛芩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gx8袋
[余良卿号]活血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贴

[金口馨]浓替硝唑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0ml：0.4g(0.2%)
[顺势]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8片x6板

[冰克]克拉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x1板
[国盛源]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片x2板
[天和]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贴
[锡成]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6袋

[岷海]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0粒
[中鼎]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0粒x2板
[通大]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愈芙]癣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晨牌]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粒x2板
[宝珠]珠芽蓼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5gx6袋
[仁和]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4板

[金奥康]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7粒
[中鼎]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2片x3板
[迪耳]愈美甲麻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0ml

[修正]喉痛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gx10袋

[真元]利咽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片

[999]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8袋
[999]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8支
[宜宾制药]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2袋



[湖北四环]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3板
[花海]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00ml(内附冲洗器)
[恒诚]复方苦参水杨酸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x3袋
[力胜]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5粒

[罗欣]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0片
[九典]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4片
[神龙]罗红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8片
[加劲]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4板
[景致]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8贴
[伊悦]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0mgx1片
[岷海]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阳光老人]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8片x2板
[重庆九厂]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cmx6.5cmx10片
[隆中]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罗裳山]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6袋

[太平]白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ml
[密之康]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片x1板
[黑中研]感冒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7袋

[真元]龙泽熊胆胶囊(熊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0粒x2板
[振霖]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0粒x2板
[双星]前列回春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2粒x2板
[健今]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6粒x3板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6粒

[海外]消糜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gx4片
[东北亚]振源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mgx12片x4板
[国源]热淋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5gx12片x2板

[新赣江]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
[仁和]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x3袋

[济仁]小儿清热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7袋
[康源]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
[伊悦]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0mgx2片
[华纳]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0mgx3片

[奇正]消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贴
[太极]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6gx10袋

[方健]暑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gx10袋
[清川仁源]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x2板
[顺势]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速笑]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荣昌制药]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5粒
[大康]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金妇康]消糜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3粒
[国金]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包
[卫君康]复方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6粒
[孔圣堂]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圣泰]清开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
[力胜]苦参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片x2板

[格林凯]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福建太平洋]咪康唑氯倍他索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健民]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x2袋
[太极]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烟台大洋]银黄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丸x8袋



[人民药业]唇齿清胃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5gx6袋
[蒙药]红花清肝十三味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粒

[弘泰]双黄连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5袋
[诺捷康]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75mgx12粒x2板

[利君沙]琥乙红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12包
[辉南辉发]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片x2板
[邦诺]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百年康鑫]消食养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36片
云南白药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10片

[南京同仁堂]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龙泰]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众生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辅仁]齿痛消炎灵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x4袋

[普林松]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2粒x2板
[三木]风寒双离拐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0片(糖衣片)

[太极]清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8gx12片x4板
[天立威]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6粒
[太极]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奥卜克]氢溴酸右美沙芬软胶
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24粒
[立方立清]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三精]清开灵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片x2板
[言诺欣]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x2瓶
[禾邦]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20袋

[南珠]消朦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5gx12片x6板
[德联]复方黄藤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内附冲洗器)
[健通]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0袋
[嘉恒]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0片x4板
[地道]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gx18粒

[星辰牌]蒲地蓝消炎片(薄膜包
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4板
[大峻]治偏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5gx12粒x3板
[白云山]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2袋

[葵花康宝]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长庆]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300mgx10粒
[生达]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7gx15片x4板

[通园]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希尔安宁]复方枣仁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gx6粒

[群山]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3板
[世一堂]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5袋

九华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1gx7粒x2板
[张恒春]明目地黄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60丸
[999]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葵花康宝]氨金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9袋
[佐今明]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张恒春]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0丸
[新四方]肠胃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60片
[赛立克]清开灵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丸x6袋

[辅仁]复方牛黄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0粒x2板
[一洲]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9袋
[世一堂]妇宁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gx8粒
[向阳]黄苦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40ml（内赠冲洗

器）[千缘草]消糜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3gx6片



[信谊]银黄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5gx48片
[玉林]正骨水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8ml

[新先]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5支
[佰消安]喉痛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20片x3板
[鹊牌]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0ml

[修正]肺宁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14袋

[修正]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4袋
[珍视明]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

(曾用名：珍视明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六棉牌]克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4gx8片x3板
[亦通]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弘泰]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6袋
[施普瑞]涩肠止泻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4gx10袋

[得恩德]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
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g

[仁和]一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2片x3板
[迪诺]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10g:10mg)

[桑海]牛黄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9支
[快克]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晨牌]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1%)

[小培菲康]双歧杆菌三联活菌
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gx9包
[奥瑞特]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0.1%)

[英平]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滇中]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x3小盒

[舒夫林]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0g：10mg）
[邦琪集团]跌打扭伤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中大]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健沛优]冰黄肤乐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孔府]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2袋
[方健]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8袋
[长生]百草妇炎清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4gx2粒
[天施康]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12片x6板

[感康]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x2板
[济人]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5板
[易舒特]甘霖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80ml

[九州通]一清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9片x2板
[东盛]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5支

[肤阴洁]复方黄松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附医用阴道冲

洗器套装)

[吴太]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5片x3板

[经开]白癜风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36丸

[科尔沁]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9.5cmx5贴
[科尔沁]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5贴

[大峻]荡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2片x2板
[龙泰]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gx13片x2板
[君山]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2粒x3板
[中鼎]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5粒x3板
[今越]热淋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0片x3板



[方大]金感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片
[云鹏]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0粒x2板

[新亚]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
[司百得]精氨酸布洛芬颗粒(薄

荷口味)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gx6包

[舒夫林]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
[彼优素]头孢克肟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8袋

[健民]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x3袋
[世一堂]妇宁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gx7粒

[西安博爱]咽炎含片（异型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6gx8片x2板

[五0五]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宝丽婷]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
[孔府]牛黄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白泉牌]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0片
[海外]苍耳子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2粒x2板

[欧替]妇宁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59gx3粒(棉条型)
[同仁堂]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京通美联]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6袋
[跨海]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7片

[三乐]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5板

[力美松]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8片
[广宇]舒筋活血片（瓶装）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100片

[汉宝]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5片x2板
[太极]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0片

[南国]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4板

[京通美联]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鹅城]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6片x3板

[群山]肺宁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gx9袋

[琦云]宝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2袋
[御室]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8袋
[顺势]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7板
[济仁]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2片x4板
[普林松]痔炎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1gx15粒x2板

[天施康]抗宫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8片x4板
[花城]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片x2板

[佰消安]双花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0片x4板

[新汇]蛇胆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38g
[博华]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x1板

[信谊]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60粒
[俊宏]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片x2板
[海欣]口腔溃疡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8gx5片x4板

[云昆]止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6丸x2板
[云昆]参苓健脾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0袋

[保龙康]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三吉]金果饮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65ml



[力康]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cmx12cmx4贴x3袋
(弹力微孔型)

[先声]咳喘宁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mlx6瓶
[迪康]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片x2板

[吉春]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九芝堂]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x5袋
[平康]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60粒

[洁康雅]复方苦参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80ml
[晨牌]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00ml

[华仁堂]烫疮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30ml
[鞠氏]金感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8片

[蔡氏丑宝]牛黄痔清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gx6粒
[恒达]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4袋

[中一堂]清肠通便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12粒x3板
[杜拉宝]消旋卡多曲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gx6袋

[世康特]全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粒x2板
[松华]华佗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远程]抗妇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36粒
[九华]复方小儿退热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gx5枚

[万寿宫]温胃舒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5gx12片x3板x1袋

(薄膜衣片)
[云南龙海]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肤阴洁]复方黄松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50ml
[镇南王]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4板
[维威]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海外]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5片x2板
[六棉牌]抗菌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7gx12粒x3板

三金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29gx18片x3板
[太极]通天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10支

[科伦]小儿清肺化痰泡腾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6gx32片
[水仙]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ml

[瑞晴]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花红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9gx12片x2板x4袋

[东新]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5gx12片x4板
[999]温胃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10袋

[金北药]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gx24片x3板(薄膜

衣)
[仁和]湿毒清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5gx100片

[百善为民]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4gx10袋
[大源]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4板
[同济堂]仙灵骨葆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5gx50粒
[贵州百灵]咳速停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x2瓶
[安场]鞣酸苦参碱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2板

[德众]鼻炎康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7gx150片
[长卫舒]枫蓼肠胃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4板
[迪康]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x2板

[顺峰]曲咪新乳膏(顺峰康霜)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信龙]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6支

[润弘]氢溴酸右美沙芬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粒x2板
[奥可安]甲硝唑口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mgx10片x3板
[朝晖]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济药]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0片
[侨星]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25袋

[惠菲通]愈酚溴新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恩威]洁尔阴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3gx14片
[惠美健]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l

[仁和可立克]复方氨酚烷胺胶
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九泰]甲硝唑呋喃唑酮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枚

[一正]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贴x2袋
[聚荣]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三金]西瓜霜润喉片(新客专享
１元购)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6gx12片x2板
[羚锐]壮骨麝香止痛膏（袋
装）（新客专享１元购）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10贴

[白云]香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3板
[立效]大山楂丸(新客专享１元

购)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8丸

[南昌制药]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丽珠]抗病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20袋
[济仁]固本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20粒

[润都]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粒
[东方]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18袋

[晶珠]紫丹银屑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0.5gx10粒x4板

[南洋]麝香祛痛气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8g(含药液84ml)
[南洋]克痢痧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8gx8粒
[科瑞]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21袋
[老中医]川贝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60g
[明仁]四季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1gx12粒x2板
[新乐]固本益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60gx12片x4板
[辅仁]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宝泰]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40片

[美大康]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远可新]氨糖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x3板
[华北制药]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0粒x2板

[冠峰]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桂西]芒果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6gx12片x2板

[太子]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太子]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方健]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20袋
[太子]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心正]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00片
[君碧莎]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2片x3板
[俊宏]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3板

[上龙]安神补心丸(浓缩水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
[星辰牌]蒲地蓝消炎片(薄膜包

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2板

[方明]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1%)
[正元盛邦]桂枝茯苓丸（包衣

浓缩水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45丸x2板

[金北药]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4板
[海外]清热通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8gx15片x1板
[今越]固本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2粒x3板

[高特灵]盐酸特拉唑嗪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mgx14片
[999]舒肝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1袋

[润都]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施诺敏]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粒x2板
[得恩德]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3板

[云植]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2板
[灵轩]十滴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0ml
[诺金]湿毒清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5gx36片

[助宝康]酪酸梭菌活菌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0mgx6袋
[丽珠]枸橼酸铋钾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8片x5板
[金太子]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5支

[孔府]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9袋

[罗裳山]鼻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7.5gx10袋
[丽珠]抗病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2片x3板

[三精]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力胜]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片x4板(糖衣片)

[太福]四黄泻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2板
[圣济堂]重楼解毒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5ml
[方明]阿昔洛韦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1%)
[石药]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8袋（每100粒重

6g）[哈药]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2袋
[思金]依巴斯汀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片x2板

[必坦]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
(曾用名：盐酸坦洛新缓释胶

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2mgx7粒

[力胜]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1粒x2板
[恩威]洁尔阴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20ml（内附1个冲洗

器）[百为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博华]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粒x4板

[博华]奥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3枚
[好医生]康复新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l

[重庆九厂]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片x2袋
[天和]骨通贴膏(打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6袋

[中智]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20袋
[伊顺]莲芝消炎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丸x12袋
[前列康]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120片
[圣泰]清开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U比乐]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片
[U比乐]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7片x2板

[跨海]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12片x3板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12粒x2板
[新宇]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4板
[斯威]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0粒x6板

[再克]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6袋
[康源]伤痛宁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7贴（微孔

型）[太极]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红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4片x4板

[沈阳红药集团]追风透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袋
[金鼎制药]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天泰]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粒x3板
[新宇]胃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8粒x4板

[太极]桑菊感冒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2gx15片x3板
[济仁]小儿清热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11袋

[华邦]维胺酯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5mgx12粒x2板



[伊欧芬]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mlx10支(0.3%)
[民泰]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片x3板
[中研]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6板

[顺健]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7粒x3板
[奥托康]庆大霉素普鲁卡因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1板

[俊宏]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4粒x3板
[红石]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3板
[天泰]止痛化癥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2片x2板
[益民堂]启脾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lx6支

[好娃娃]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6袋
[科益]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6片x2板
[振霖]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5片x2板
[步长]咳露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张恒春]香砂六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0丸（浓缩丸）
[道君]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0粒x3板
[一正]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4袋

[修正]消糜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4粒x2板
[俊宏]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2板x2盒
[天星]防芷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8片x2板

[一孚晴]甲硝唑缓释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75gx7片
[北京岐黄]强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gx6粒x2板

[山雄]万通筋骨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8gx15片x4板
[德元堂]舒秘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10粒x2板

[彼康王]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整肠生]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粒

[绿太阳]肤痔清软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35g
[立可安]复方木香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片
[嘉效]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1%)
[京丰]头孢克洛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
[太极]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藏峰]复方藏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国光天王]壮骨麝香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10片
[美福临]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5粒x2板

[康美]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40片
[修正]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银诺克]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片x2板
[黑中研]感冒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9袋
[聚荣]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20支

[好医生]抗感颗粒（儿童装）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2袋
[克立亭]枇杷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粒x3板

[海尔思]抗宫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2gx162片
[美消丹]红金消结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片x3板

[安格]野马追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迪冉]感冒解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0袋

[迪诺]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2粒x2板
[奥邦]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8粒

[卫洁]一枝蒿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cmx6.5cmx4片
[逢春]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20袋

[药王孙真人]明目地黄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00丸
[济世]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浓缩丸）

[秦昆]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万高]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10片x2板
[仙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8片x2板

[深圳中药]小儿清热止咳口服
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普元]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潘高寿]蛇胆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10g
[珮夫人]盐酸羟甲唑啉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ml(0.025%)

[欧力康]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4板
[罗欣]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片

[心正]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2板x3小
盒[康王]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70ml

[荣昌制药]肛泰软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gx2支
[九寨沟]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20袋
[九寨沟]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浙江维康]银黄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7gx12袋

[太极]急支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ml
[康缘]复方南星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13cmx5贴
[三精]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3片
[联邦]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48粒
[扬子江]胃苏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9袋
[仁和]妇炎康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75gx9粒x3板
[万高]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5gx9粒x2板

[安徽威尔曼]复方鱼腥草软胶
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2板
[健生]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昆中药]感冒疏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2板
[新宇]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4粒x3板

[逸舒]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安徽金马]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13cmx4片x2袋

[安徽金马]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x2袋
[好医生]复方蛤青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9gx24片

[龙虎]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国盛源]喉痛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2片x3板
[回马枪]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8片

[瑞龙]乳安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24片x3板
[999]补脾益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15袋

天和追风膏(打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4袋
[日田]大山楂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12袋
[迪康]幼泻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6gx6袋
[密之康]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3板

[中研]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5板
[秦昆]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克刻]感冒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ml

[圣特]藏青果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0片x3板

[润都]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7粒x2板
[银涛]复方杏香兔耳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7gx12粒x2板
[东科]复方祖司麻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贴x2袋
[天福康]明目地黄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60丸

[美迪生]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济民可信]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德字]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敖东]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金海堂]汉桃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2gx60片
[东盛]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得菲尔]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9支

[葵花]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益君康]复方嗜酸乳杆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6片x4板

[安徽威尔曼]藿香祛暑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45gx10粒x2板
[三精]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6片
[太平]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东润联合]四季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粒x2板
[新生]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五环牌]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6g
[济仁]小儿清热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9袋

[昆中药]感冒疏风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gx8袋
[远东]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l
[修正]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山西黄河]穿心莲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
[乐亢]甲钴胺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mgx10粒x2板
[修正]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0袋
[多泰]脉血康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2粒x3板

[人民药业]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粒x3板
[999]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德鑫]妇炎康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6板
[益尔]汉桃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片(糖衣片)

[晨牌]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0ml
[福建太平洋]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g（5ml)
[新汇]猴头健胃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4gx10粒x4板

[晨牌]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50ml
[红石]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2板
[奥特]龋齿宁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gx10片
[新世通]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甘肃益尔]热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0粒x2板
[石药]口腔炎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l
[天宇]抗病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安贝特]氨咖黄敏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0ml
[宝丹]抗感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迪尔诺]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5mlx4瓶
[海欣]口腔溃疡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8gx5片x2板

[康必得]复方氨酚葡锌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利君]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片x2板
[罗欣]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0片
[康缘]元胡止痛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24粒

[滕王阁]强力枇杷膏(蜜炼)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0g
[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6gx15袋
[荣昌制药]肛泰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gx6粒x2板

[欧意]感冒清热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5gx12粒x2板
[先声再康]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4板
[为诚]感冒解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9袋
[为诚]大黄通便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2gx7袋
[三精]逐瘀通脉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gx6粒x5板

[河北医科大]复方门冬维甘滴
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培菲康]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10mgx36粒



[小快克]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草莓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20袋
[特普宁]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2袋

[赛诺]康复新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l
[太极]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玉君堂]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20袋
[太极]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0袋
[银诺克]净石灵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0粒x2板
[孔府]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新星]维U颠茄铝胶囊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2板
[优卡丹]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6袋

[弘康]热淋清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60粒
[康辰]骨疏康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32gx12粒x2板
[疁城]明胶空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0粒(0号)
[亚邦]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x2板
[葵花]秋梨润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g
[南珠]珠黄吹喉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5g

[白敬宇]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24片x2板
[信龙]汞溴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40ml(2%)

[黄石卫材]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0.2gx3贴x3袋
[敏新]头孢泊肟酯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6片x1板
[双星]前列回春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2粒x4板

[江中]健胃消食片(咀嚼)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8板(薄膜
衣片)[一正]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4板

[弘泰]双黄连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2袋
[圣济堂]重楼解毒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30ml
[大峻]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8粒x3板
[石药]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22片x2板

[凯程]小儿清热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90ml
[海南制药]一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75gx12粒x2板

[科达琳]复方氨酚肾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
[太极]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利民]前列舒乐软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gx12粒x3板
[中鼎]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4板

[富露施]乙酰半胱氨酸颗粒(甜
橙口味)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1gx20包
[佳泰药业]妇炎康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75gx9粒x2板

[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回马枪]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2cmx5片x2袋
[力言卓]地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0.05%）
[红延]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雅皓]丁硼乳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5g
[葵花]护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0片

[赛凡]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膏
(曾用名：无极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金双歧]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

活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3枚

[金爵]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大康]罗汉果止咳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g
[辅仁]银花芒果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8gx9粒x2板
[颐海]蒲地蓝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4板
[百科亨迪]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5袋

独一味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50粒
[迪维]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0g(0.025%)
[中一]三七化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3gx6袋



[福建太平洋]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4粒
[代芳]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mgx12片x2板

[羚锐]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达克宁]硝酸咪康唑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1g:20mg)
[天诚]复方黄芩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50ml

[仲景]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0丸
[辅仁]参芪健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6gx10袋
[京万红]痹祺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3板

[海王抒瑞]氯雷他定咀嚼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8片
[昭药]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8片
[君山]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9粒x3板
[华素片]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5片x3板
[国医堂]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惠州中药]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康威]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

[润弘]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丸
[飞云]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辅仁]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6袋
[中鼎]开胸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4片x2板

[烟台大洋]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3板
[环海]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白云山]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仙草堂]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7gx9粒x2板

[孩尔欣]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5ml(10%)
[本草堂]麻杏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片x3板
[龙桂]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孔府]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0袋

[唯达宁]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0g：0.1g）
[润弘]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双龙]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8片x4板
[福寿堂]清热暗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gx12粒x4板
[全宇]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孔圣堂]清胃黄连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10粒

[金马]乳安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2片x3板
[天泰]养胃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5粒x2板
[润弘]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俊宏]舒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4gx12袋
[韦洛平]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8片x2板

[奥特]龋齿宁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gx16片
[健生爱民]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修正]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9粒
[海王]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博士伦]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x15支
[可伊]新复方芦荟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3gx10粒x3板
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4gx6支
[利华]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2粒x2板

百令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gx12粒x2板
[博大]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20袋

[优卡丹]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12袋
[顺峰]酮康他索乳膏(顺峰康

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信龙]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20g:3g)
[三益]红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x2支(0.5%)
[众益]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5片

[晶珠]流感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15丸x3板
[顺峰康宁]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1g

[今辰]热淋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5gx12片x3板
[仁和]正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5gx12粒x4板

[葵花]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片x5袋
[亚宝]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32片
[德鑫]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3板

[福建太平洋]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
[快克]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粒x2板

[整肠生]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6粒x2板

[圣特]藏青果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4板

[芙蓉堂]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9gx24片x2板
[葫芦爸]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片x2板

[优卡丹]黄龙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2袋
[佳泰]抗宫炎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75gx12粒x2板
[哈药六]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华邦]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1%)
[云南白药]参苓健脾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8袋

[迷尔脱]甲硝唑口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mgx10片
[华神]鼻渊舒口服液(无糖型)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x10支

[明日]除湿止痒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民康]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怡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珮夫人]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2板
[山东汉方]复方黄柏液涂剂(原

复方黄柏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20ml

[珮夫人]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ml
[得菲尔]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罗欣]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俊宏]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0粒x2板
[老中医]胃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12袋

[同济]便乃通茶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8gx12袋
[同兴康]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20片x2板

[马应龙]对乙酰氨基酚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25gx6粒
[中联]强力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2板

[华纳]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片
[修正]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9袋

[葵花]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8袋
[白云峰]冰硼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6gx12片x2板
[孔圣堂]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千汇]维U颠茄铝胶囊(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粒x2板
[广西金诺]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剿喷宁]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60ml
[依科]元胡止痛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5片x2板
[依科]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x2板
[依科]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1袋
[依科]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1袋
[悦敏兴]甲钴胺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mgx10粒x3板



[曙光]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5gx1包
[鹊牌]排石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5gx9袋

[华安]冬凌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5gx100片

[银诺克]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片
[万通]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宁竹]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3板

[金北药]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龙泰]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8片x2板
[草还丹]小儿白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瓶

[福康]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盒内附加冲

洗器）[一力]感冒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45gx24粒
[河北康泰]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6袋

[一片天]喉疾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60粒

[桑海]牛黄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大康]复方川贝精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辅仁]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天光]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2丸x2板

[广发制药]银翘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4板
[众心堂]妇炎净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片x4板

[心诚]银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2片x4板

[天原]金莲花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9袋(无糖型)

[时珍]石黄抗菌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旺林堂]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

[远可新]氨糖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

[陈李济]喉疾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粒x4板

[康正]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10g:7.5mg)
[咳哌宁]磷酸苯丙哌林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万人]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琪灵]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鼎泰]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0cmx10cmx8贴
[惠海希康]金莲花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0粒x2板

[苗一]银黄含化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mgx200丸
[亚宝]胆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5gx36片

[芙蓉堂]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银涛]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粒x2板

[联邦]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6粒x4板
[双龙]蒲地蓝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4板

[修正]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迷尔脱]甲硝唑口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mgx12片
[灵泰]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2片x3板

[普林松]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5粒x2板
[迷尔脱]甲硝唑口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mgx6片
[一力]感冒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45gx18粒

[鹅城]喉痛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2片x3板
[万高]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12片x3板



[大峻]复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gx15粒x2板
[修正]附桂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x2袋
[龙泰]荨麻疹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7袋

[小儿力克舒]小儿氨酚黄那敏
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4袋
[三木]风寒双离拐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8片
[999]养胃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10袋

[众生]清热祛湿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6袋
[药王制药]千里光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片x2板

[杏林白马]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立效]桂枝茯苓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4gx5袋
[新四方]肠胃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片

[咳哌宁]磷酸苯丙哌林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60ml
[丽珠]口炎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x12袋

[国医堂]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3板
[逢春]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神威]清开灵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gx12粒x2板

[国康]大卫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9袋
[畅然]盐酸左西替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粒x3板

[新安]一扫光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
[双汇]异丙嗪胆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修正]氨酚咖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亚宝]头风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粒x2板
[康尔佳]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好医生]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9粒x2板
[韩美]乳果糖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0ml:66.7g

[利华]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6片
[老中医]川贝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20g

[众心堂]妇炎净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2片x3板
[峨嵋山]板蓝根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ml

[福建太平洋]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
[国镜]复方鱼腥草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瓶

[九芝堂]喉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60粒x2瓶
[依科]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鑫辉]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0丸
[恒诚]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康尔佳]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9袋
[海外]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5袋
[太极]风湿马钱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绿叶制药]风湿液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lx12瓶

[星海]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永正]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片

[香连]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4片x2板
[太极]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5袋

[益佰]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片x2板（薄膜衣
片）[道君]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0片x2板

[逸舒]氨糖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片x1板
[北奇神]润肠通秘茶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3gx10袋

[得恩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gx12粒x2板
[一欣和]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20袋

[邦琪集团]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兴达]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安特]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x2板
[君山]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5粒

[龙生北药]盐酸氨溴索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mlx15支
[君山]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6袋

[银诺克]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12片x2板
[大洋]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0粒x3板

[惠州中药]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2板
[玉兰]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万高]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12片x2板

[修正]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48丸
[999]养胃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海外]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7粒x3板
[莱泰]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全消]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
[景忠山]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8片x2板

[可立停]磷酸苯丙哌林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2g
[石药]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x2板
[神奇]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10袋

[大千]二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gx9袋
[正辉煌]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5丸
[天医生物]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3板

[恒健]葡萄糖酸氯己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0.2%)
[滇中]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8袋
[远健]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4板
[新和]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爱生]金刚藤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

[中化联合]泮托拉唑钠肠溶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粒x1板
[万高]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4gx8片x2板

[中狮]复方甘草酸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粒x4板
[新宇]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特伦]芪枣健胃茶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gx6袋
[科伦]金刚藤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85gx12粒x3板

[济仁]小儿清热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5袋
[腾药]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盒内附加冲

洗器）[贵州百灵]泌淋清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2粒x2板
[消坦立]乙酰半胱氨酸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1gx10袋

[贵州百灵]康妇灵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2板
[俊宏]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片x2板

[贵州百灵]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果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包
[新世通]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北京亚东]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京丰]小儿清肺化痰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6袋
[远力健]清开灵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片x2板

[伤泰]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4板
[万通]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5袋

[太福]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贵州百灵]骨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2板

[恒诚制药]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云南白药]妇炎康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18片x3板

[利民]复方蒲芩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2粒x2板



[炎黄本草]枇杷叶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g
[腾药]感冒疏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君碧莎]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2片x2板
[伊龙]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25gx36片

[天福康]天王补心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0丸
[科复乐]复方鱼腥草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瓶

[白云山]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7cmx10贴
[粤威]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2片x5袋

[迪耳]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7片x2板
[白云山]口炎清颗粒(盒装)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x12袋
[健丰]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8袋

[龙发]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5板
[葵花]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2板
[隆顺榕]胃痛定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3gx16片

[奥米新]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999]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20袋

[天津药业]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4片x2板
[太极]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2袋

[福建太平洋]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g

[广宇]冬凌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72片

[吉尔吉]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0丸
[安士]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3gx6片
[九明]地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
[江西民济]宫炎平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2粒x3板
[济仁]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4板
[东方]当归苦参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6gx12袋
[力胜]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gx10袋
[迈迪]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6袋

[水青]硝呋太尔制霉素阴道软
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粒（0.5g:20万单
位）[999]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90g

[俊宏]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5粒x3板
[海外]花蛇解痒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35gx15片x2板

[安易]醋氨己酸锌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12粒x2板
[葵花宝宝]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9袋

[亚宝]氯喹那多/普罗呲烯阴道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6片
[森科]苍耳子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2粒x3板
[红石]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3板
[大千]辽源七厘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g
[钧安]补脑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8片x3板
[建新]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今越]牛黄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x3板
[神奇]金乌骨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35gx60粒

[金柯]消炎利胆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6gx100片
[龙泰]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金珠雅砻]二十五味珊瑚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丸
[圣元]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x2支

[畅优坦]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100ml:0.6g)
[白云]香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2gx18片x4板

[利华]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6粒x2板
[久铭]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御金丹]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昂利康]多索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gx10片

[健民]祖师麻关节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
[侨星]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日田]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

[远恒]氟轻松维B6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花城]祛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20袋
[白云山]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天星]郁金银屑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5片x2板

[恒拓]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天龙]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00mg

[海尔思]抗宫炎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6板
[石药]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2支

[康芝]止咳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9袋
[力胜]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3板
[三精]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x3板

[中化联合]泮托拉唑钠肠溶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4粒
[振霖]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4粒x2板x3盒

[南京同仁堂]复方氨酚烷胺胶
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葵花]金莲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8gx6袋

[天津中新]清咽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mgx50丸

[湘江]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佛慈]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0丸

[蓝绿康]七参连湿疹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金宝]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云春]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人福医药]莫匹罗星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2%)
[同人泰]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9袋
[人民药业]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5片x2板

[葵花]顽癣净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
[丽珠]抗病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丽珠]枸橼酸铋钾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8片x3板

[天泰]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奥肯能]复方氨酚溴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诺福丁]双氯芬酸钠肠溶缓释
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粒
[川奇]温胃舒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5gx12片

[昆明中药]止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0丸
[汉晨]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0ml
[张恒春]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哈高科]清开灵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gx6片x2板

[利君集团]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三药]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

[威门]热淋清颗粒（含糖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8gx7袋
[百科亨迪]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包

[万山红]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9袋
[新亚喜乐]二硫化硒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0g(2.5%)

[俊宏]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片x3板
[安特]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x3板

[大洋]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2粒x4板



[益佰]金莲清热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6片
[旺方]百合固金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5gx15片x2板

[福乐]清开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人人康]多潘立酮口腔崩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贵州百灵]复方岩白菜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片

[万通]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吴大膏药]小儿暖脐膏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2.5gx1贴x3袋

[皇隆]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6瓶
[迪根]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x2板

[阿房宫]润喉药茶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20袋

[大峻]复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gx15粒x2板x3盒
[隆中]独活止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真元]利咽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片x2板

[鑫烨]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5ml
[普元]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lx6支

[香雪]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8支
[方盛]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2袋

[皇星云舒]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6片
[飞云岭]隔山消积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2袋
[东泰]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

[龙虎]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新陇海]雷公藤多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100片

[金鸿]穿心莲内酯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mgx10粒x2板
[丁克]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ml:0.15gx2瓶

[黄石卫材]双氯芬酸二乙胺凝
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g(20g：0.2g)
[逢春]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鹿王]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8粒

[哈瑞奇]麝香舒活搽剂(麝香舒
活精)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0ml
[科伦]金刚藤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85gx9粒x3板
[华峰]罗汉果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2板

[汉晨]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太极]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玉林]止血灵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5gx24粒
[盛通]固本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5gx12粒x4板

[荣仁药业]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七里香]滴通鼻炎水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

[德众]鼻炎康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7gx96片
[亨瑞达]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5片

[力克舒]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圣大]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仙草堂]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2gx2瓶
[远洋]滑膜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6gx12片x3板

[津奉]疏痛安涂膜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金龙福]喉痛消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丸x10支

[方明]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60粒
[菲伯瑞]黄藤素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133gx10片x2板
[大康]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俞氏]尼美舒利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0袋



[康惠]消银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3.5gx12袋

[黄山]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80丸
[万和]附子理中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银朵兰]通滞苏润江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3板
[金纽尔]复方丙酸氯倍他索软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0g

[美常安]枯草杆菌二联活菌肠
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50mgx20粒
[同达]维U颠茄铝胶囊（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粒

[健能]乳果糖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0ml
[普华]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5ml:25mg)

[吉春]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8片x2板
[太极]半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野虎]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5g
[富兴飞鸽]代温灸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cmx7cmx2贴x3袋
[振霖]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0片x2板x2盒
[正茂]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20片

[甘肃益尔]茯蒲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0ml
[心正]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20片x4板x2小

盒[康华]复方氯己定地塞米松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片x2包
[三仁堂]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3板

[石药]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华葆]长春宝口服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lx12支

[白云山]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8袋
[灵泰]甲芬那酸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24片

[太极]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92丸

[天施康]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8片x6板（薄

膜衣片）
[天舒欣]康复新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l

[惠美佳]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10贴
[新乐]固本益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60gx12片x3板

[云南永安]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0袋
[康立达]肝胃气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gx12片x2板
[惠州中药]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x2盒

[欧氏]千喜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4板
[新峰]骨刺平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08片

[百泉]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
[药圣堂]痔炎消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粒x2板
[香雪]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明鑫]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瓶装)
[神威]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2粒x3板
[健通]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9袋
[佛仁]槟榔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正和]痢泻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36片

[伊顺]莲芝消炎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丸x9袋
[利君]复方甘草酸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2板
[科伦]胆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24粒
[天山]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24片
[康源]伤痛宁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贴

[仁源堂]六经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5gx12片x2板
[万通]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g



[龙泰]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gx12片x2板
[克胜]氨碘肽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宁竹]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2片x4板

[万通]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6粒
[东信]野菊花栓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4gx7粒x2板

[英平]筋骨宁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万通]二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5粒x3板

[太龙]双黄连口服液(儿童)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8支
[倍乐信]对乙酰氨基酚缓释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50mgx12片x1板

[毕研通]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老中医]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33g

[美山牌]羚羊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金北药]咽炎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24片

[水仙]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5ml
[万德]妇科止血灵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6片x2板
[银河]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5丸
[京新]养阴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太极]黄连上清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9袋
[慧宝源]罗汉果玉竹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gx12袋
[黑中研]感冒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2袋

[迪诺]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粒x2板
[星瑞克]曲安奈德鼻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6ml(120揿)

[力康]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贴x2袋
(微孔透气型)

[俊宏]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4粒x2板
[黄石卫材]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0.2gx3贴x2袋

[中一堂]清肠通便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12粒
[利华]消肿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2gx9粒x3板

[白云峰]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
[君碧莎]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gx12片x2板x3小

盒[九研]橘红枇杷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9粒x2板
[天医生物]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千禾]致康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gx12粒x3板
[盛翔]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晁氏]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3板
[康森]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万通]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0片x3板
[修正药]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8袋

[红石]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2片x3板
[天龙]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一正]追风舒经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3板

[太极]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修正]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张恒春]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天生]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石药]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汉安]复方胃蛋白酶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8袋

[司邦得]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6袋
[立效]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20袋

[洁康雅]复方苦参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0ml



[哈药六]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贴x2袋
[石药]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时代阳光]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益泰]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2ml
[太极]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通园]十滴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5mlx10支
[益泰]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同达]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0片x3板
[金道]麝香舒活搽剂(麝香舒活

精)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0ml

[石药]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顺他欣]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x1板
[仙河]肠胃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4板

[舒夫林]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

[国帝]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3枚x3板(内附

医用指套)
[华葆]强力枇杷露(炼蜜)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g

[福建太平洋]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6粒
[同达]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恒诚制药]橘红枇杷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3板
[百泉]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

[理洁]复方甲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6粒
[英平]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万通]半夏露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gx8袋

[东润联合]四季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粒x3板
[白云山]消炎利胆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00片

[盛杰奥]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1片
[银河]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片

[九龙]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gx12袋(无糖型)
[通吧儿]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4贴
[吉民]麝香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5cmx11.6cmx2片x3

袋[葵花]复方小儿退热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7gx8粒
[广宇]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0片

[广宇]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144片
[吉春]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24粒

[联邦左福康]盐酸左氧氟沙星
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x2板
[庆瑞]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50片
[森隆]银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9袋
[东盛]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手心制药]麻仁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6gx12粒
[诺得胜]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8片x2板
[东盛]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支
[浩诚]柏栀祛湿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
[君碧莎]皮肤病血毒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5gx15片x2板
[葵花]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6袋
[同济堂]复方牙痛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ml
[蒙王]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9.5cmx4贴x1

袋[九典]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7片
[海口奇力]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东乐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x2袋
[桂西]芒果止咳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6gx12片x4板
[沈阳红药集团]红药气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g



[修正]风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3板
[贝乐芬]布洛芬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28片

[江中]痔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24片x2板
[京通美联]抗宫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00片

[珍视明]口腔炎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l
[东陵]特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10贴
[天龙]老鹳草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20g

[可济]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20片
[益泰]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5ml

云南白药创可贴（便携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cmx2.3cmx6片x18
袋[时代阳光]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吉春]妇炎康复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8gx12粒x3板
[九龙]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济世]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20丸（浓缩丸）
[奇灵]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6贴

[济南利民]克霉唑阴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片
[太平]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0g:0.2g)

[昌弘]双花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5片x2板

[海外]痔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粒x3板
[益达明]复方门冬维甘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岷州]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8片
[南洋]骨增生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7cmx10cmx4片x2袋
[东乐]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10贴

[羚锐]壮骨麝香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
[方盛]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司邦得]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6袋
[康惠]顽癣净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0ml

[片仔癀]茵胆平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36粒
[片仔癀]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正辉煌]藿香正气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丸x5袋
[康亚]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25mg

[龙泰]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2板x3小盒
[一洲]清开灵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4袋（无糖

型）
[本草堂]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4板

[金药师]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22袋
[康纳乐]复方曲安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g
[万方]感冒止咳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9gx36片

[济世]复方冬凌草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6gx8片x4板
[皇隆]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50ml(附阴道冲洗

器)[岷海]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康源]伤痛宁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

[振霖]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5片x2板
[久铭]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斯威]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1片x2板
[恒诚制药]金菊五花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仁民]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2板
[湘雅]健胃愈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3gx12粒x2板

[鹤壁中药]复方仙鹤草肠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2gx36片(薄膜衣
片)[青松]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2板



[道君]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x2板
[金鼎制药]半夏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津奉]香砂养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5gx10粒x6板
[龙牡]小儿宝泰康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8袋

[和盛堂]金参润喉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mlx12支

[江苏华神]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地奥]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4板

[汉晨]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隆中]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9支

[霜菊]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马应龙]麝香祛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5ml
[正士]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x2板
[红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片x6板

[龙潭山]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3板
[恒诚]复方醋酸曲安奈德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ml

[逍遥津]热淋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2片x4板
[天和]骨通贴膏(打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2贴x4袋
[阜新蒙药]清心沉香八味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7.5gx2瓶

[桑海]牛黄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长龙生化]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0袋

[辰星]舒秘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10粒
[岷海]杜仲壮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5gx10粒x2板
[人民药业]荡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2片x3板x2小盒
[托恩]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0ml:0.6g
[天翼]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0粒x5板
[葵花]秋梨润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蒙药]清肺十八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丸x2板
[修正]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8粒

[金寿]麝香追风膏（弹力微孔
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5cmx11.6cmx6片x2
袋[国医堂]枫蓼肠胃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3板

[藏药]十味龙胆花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gx9袋
[吉春]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皇城相府]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杨济生]复方鲜竹沥液（无蔗

糖）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lx6瓶

[云龙]黄藤素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粒x1板
[紫琉璃]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罗浮山国药]喉疾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4片

[金柯]黄藤素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1gx18片
[龙虎]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九芝堂]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北京亚东]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粒x3板
[银诺克]前列康舒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5粒x2板
[三乐]活络消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5gx12片x3板

[华洋]润肠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48粒x2板
[辽生刻平]盐酸氯哌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gx24片x1板
[太极]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8丸

[葵花]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山东益康]盐酸氨溴索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恒拓]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圣元]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尹聪灵]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4袋
[圣元]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2%)
[跨海]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4板

[吉民]麝香追风膏(微孔透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14cmx8片x2袋
[罗浮山国药]麝香祛风湿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g

[好医生]康复新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0ml
[太平]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宏鹰]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济人]宫炎康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gx10袋
[利华]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2粒x3板

[恩久平]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3板
[汉晨]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mlx10瓶(0.3%)
[天衡]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x2板
[沙利舒]复方沙棘籽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7gx5粒

[佐今明]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片x3板
[通用]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g：5mg

[誉隆]复方金刚烷胺氨基比林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x2板
[江苏四环]呋喃妥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00片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30ml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13粒

[隆中]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辽宁康泰]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9.5cmx4片

[一正]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9粒
[同仁堂]藿香祛暑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5mlx10瓶

[太平]维U颠茄铝胶囊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粒x2板
[天天乐]藿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36g

[天天乐]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福建太平洋]双黄连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gx6片x4板
[康福]痢泻灵片（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24片

[哈药六]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x10cmx6贴x2袋
[济世]石黄抗菌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0粒x4板

[天强]利咽灵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2gx12片x2板

[大力神]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赛睿]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30丸
[力强牌]拔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张x2袋

[华新]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gx9粒x3板
[湘江]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鹅城]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60片

[得菲尔]复方蒲芩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5片x2板
[益金方]一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5gx10粒x2板

[晨牌]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00ml(附冲洗器)
[海外]苍耳子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8粒x2板
[丽泽]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
[晁氏]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片x2板

[普安康]宣肺止嗽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玉仁]明目上清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60gx12片x4板

[安徽天康]蒲地蓝消炎片（糖
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5片x3板
[升和]消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7gx9粒x2板

[长龙]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6袋



[花城]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5包
[海外]安神补脑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1gx14片x1板

[仙草堂]腰腿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g(100粒)
[九寨沟]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7cmx8贴
[叶开泰]紫草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

[中天金丹]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重庆九厂]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3片x2袋
[刻康]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20粒x2板

[广济]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8片
[太龙]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8袋

[遂成药业]癃闭舒片（严刻
逍）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1gx24片x2盒
[格拉丹东]流感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24丸x1板
[天泰]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8片x3板

[人民药业]归龙筋骨宁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8片
[感叹号]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x2板

[瑞年]麝香祛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7cmx2片x5袋
[海外]消糜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gx8片

[江西民济]乳核内消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0gx6袋
[森科]苍耳子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9粒x2板
[天光]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6袋
[颐君]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5gx12片x2板

[红林]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东信]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天方]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4片x2板

[山东益康]盐酸氨溴索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3g
[久金]荨麻疹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6袋

[哈药]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0粒
[长城]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5片x2袋
[远健]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0粒x2板

[永康]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6gx8袋
[白云山]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30袋

[通化金马]治糜康栓(曾用名：
治糜灵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3粒
[泉水]寒痛乐熨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5gx6袋
[托恩]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2.0g

[海尔思]喷托维林氯化铵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滇虹]克林霉素甲硝唑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40ml

[康恩贝]肠舒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片x3板
[普正]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2gx12粒x3板
[黄石卫材]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8贴
[央宗]十五味黑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2板
[海德润]过氧化氢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00ml（3%）
[诺安]复方樟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

[兰悉多]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7片
[北京亚东]银黄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gx20袋

[百益]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片
[英平]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8g
[康尔丹]复方胆通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2gx48片

[修正药]冬凌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36片

[俊宏]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8粒x1板x3盒
[顺势]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6板



[天光]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5袋
[仙河]肠胃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3板

[真元]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32片
[刻康]跌打扭伤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鑫辉]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5丸x2板

[万通]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3ml
[东润联合]抗宫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2板

[普华]龙泽熊胆胶囊(熊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0粒x2板
[知恩]滑膜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5gx15片x3板
[葵花]保和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5gx10袋

[大通]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5贴
[吉春]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8片x3板

[华源]健脾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0丸
[白求恩]胃乐新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6袋
[大通]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13cmx5贴

[云阳]愈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仁和]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36片

[葵花]复方板蓝根颗粒(低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8gx10袋
[大通]伤湿解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13cmx5贴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40ml
[杨济生]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恒健]葡萄糖酸氯己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0.2%）
[大通]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5贴
[康宁]丁硼乳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65g

[太极]川芎茶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丸x2板
[三精]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36片

[隆中]复方百部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双蚁]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北京亚东]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粒x2板
[陪都]麝香壮骨膏(弹力 微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5片x2袋

[东泰]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海宝]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
[言诺欣]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6枚

[华洋]黄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39gx10粒x2板
[海力医生]兰索拉唑肠溶片(韦

洛平)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8片

[康恩贝]安神补脑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gx6袋
[今辰]复方川贝母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24片x2板

[京都麒麟堂]活血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cmx12cmx3片x2袋
[京都麒麟堂]活血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片x3袋
[健能]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0mgx12片x2板

[新博]柴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华纳]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燕舞]神农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5cmx11.6cmx5贴
[银桂]乌洛托品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腋臭 12ml(39.5%)

[迪诺]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8粒
[仙河]妇炎舒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7gx12片x5板

[远力健]清开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2板
[康芝]氨金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袋
[海神]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片x5板
[新生]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远东]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0ml



[康裕]治伤软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g
[红石]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5板

[皇象]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8片
[太子]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7支
[鲁抗]润肺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0粒x2板
[德济]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6粒x3板

[广发]众生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9粒x2板
[葫芦娃]克咳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6gx12片x1板

[太极]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辰欣]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10片x4板

[先声]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包
[亚宝]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丁点儿]阿苯达唑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gx12袋

[银诺克]五福化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0丸x2袋（每100粒

重10g）
[维和]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2片x3板

[丽珠]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振霖]金砂五淋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6gx4袋
[天光]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42丸
[振霖牌]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0粒x2板
[福森]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8支
[天光]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7袋x2盒
[复盛公]度米芬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mgx18片x1板
[济仁]固本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2粒x2板
[华雨]强力止咳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0粒x2板

[复盛公]栀子金花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5袋
[白云山]滴通鼻炎水(喷雾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

[海外]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5粒x4板
[济仁]伤痛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3板
[德联]复方黄藤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内附冲洗

器）[振霖]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5片x3板
[力胜]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9粒
[新先]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辉南辉发]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4板

[好大夫]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东信]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枚x2板

[十万山]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道君]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1片x2板
[五0五]止血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46gx12粒x3板

[济安堂]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7片x2板
斧标驱风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56ml

[葫芦娃]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6袋
[白鹿制药]乳癖散结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53gx60粒
[畅然]盐酸左西替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2粒x1板

[昊邦]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5片x3板
[佳泰]抗宫炎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75gx12粒x4板

[艾达明]拨云锭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17gx2锭+8ml

[金北药]咽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gx24片x4板

[中族]小青龙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玉威]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片x2板



[天泰]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片x3板
[中族]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美优]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70ml
[瑞福莱]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25gx10粒
[比尔康]氨金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2袋
[金宝]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片x4板

[陕西海普]倍芪腹泻贴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5gx4贴
[绿因]富马酸酮替芬分散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mgx12片x2板
[宝龙]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ml
[汎德]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

[正茂]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24片x2板
[世康特]全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粒
[致和]舒肤止痒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ml
[百泉]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5板

[诺安]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金鸡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2粒x6板

[大源]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2板
[信谊]银黄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5gx8片x4板

[苏州天龙]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鼎泰]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贴x2袋

[新华]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康惠]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gx12片x3板
[万通]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九龙]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40片
[葵花]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9片x3板

[同仁堂]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gx10丸
[辰欣]哈西奈德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mg

[国风]苦甘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4gx6袋

[修正]痰咳净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
[泰华]乳癖消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8gx12袋

[孚瑞尔]盐酸氟桂利嗪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片x2板
[新陇海]酞丁安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3%)

[一力]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片
[科力]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逸舒长]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9片
[林宝]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雷氏]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6gx100片
[侨星]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24袋

[洪光保元堂]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3板
[诺安]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2g(1%)
[晨牌]克林霉素甲硝唑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50ml
[克逗]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0.1g

[贵喜]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3板
[大通]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4贴x4袋

[赣南]喷托维林氯化铵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杏林春]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3片x2袋

[天诚惜尔]阿昔洛韦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gx12粒x2板
[惠美健]养阴清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75ml
[天圣]小儿肺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2袋
[海正韦克]泛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10片



[湖北益康]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6片x2板
[999]正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6gx25袋

[康恩贝]肠炎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2gx12片x3板
[三清山]氨咖黄敏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0ml

[东陵]特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
[金立爽]氨金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8袋

[通用]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鲁抗]润肺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0粒x3板
[张恒春]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特伦]芪枣健胃茶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gx8袋
[天光]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4袋x2盒

[重庆九厂]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cmx6.5cmx4片x2袋
[济仁堂]百癣夏塔热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gx36粒

[十万山]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12袋
[修正]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4袋

[三乐]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7片x2板

[康源]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7贴
[复盛公]羚羊清肺丸(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丸

[仁和]化痔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8gx18粒x3板
[密之康]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天原]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9袋
[利华]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1粒x5板
[平坦]盐酸氨溴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20片
[比尔康]氨金黄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9袋

[龙生北药]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60片
[葵花]千柏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5gx12粒x2板
[恒帝]前列舒乐软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gx10粒x3板

[济民可信]黄氏响声丸(炭衣
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133gx36丸x4板

[力克舒]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
[苏迪]依巴斯汀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片x2板
[九寨沟]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6gx6瓶

[汴京]少林正骨精(酊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孚答静]盐酸布替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优卡丹]小儿风热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6袋

[诺安]复方樟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远达]胃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9袋

[正大清江]清开灵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0丸
[博祥]新雪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6gx18片x2板

[立可安]复方木香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3板
[唐龙]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48粒x4板

[华阳]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杏林白马]猴耳环消炎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2袋
[迪智]复方苯佐卡因凝胶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
[西安博爱]双辛鼻窦炎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gx6袋

[罗浮山国药]了哥王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24片
[顺健]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3板
[一力]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48粒
[永孜堂]苦参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33gx12粒x4板

[汝立康]金甲排石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2粒x2板



[通尔其]联苯乙酸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g:0.3g

[盘龙云海]灵丹草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gx18袋

[普正]重感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12粒x3板
[青峰]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x2板

[维威]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5袋
[德众]鼻炎康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7gx60片

[天福康]香砂养胃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0丸
[新春都]板蓝根含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8片x3板

[老中医]川贝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70g
[瑞龙]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20粒

[华意]安乃近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0片
[太极]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鑫烨]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龙恩]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1gx12片x4板

[尤卓尔]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30mg(0.1%)
[佳泰药业]妇炎康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4板
[惠美健]清火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6gx14片x3板

[中智]清瘟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2板
[恒拓]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中智]克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4gx8片x4板
[中联]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5gx12片x3板

[康威迪克]洛索洛芬钠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mgx10粒x2板

[倍特]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4板(甲硝唑
0.1g,芬布芬75mg)

[健生爱民]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3板
[现代]积雪苷霜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0.25g

[舒可捷]硫糖铝口服混悬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mlx12包
[天光]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2丸x2板x2小盒

[修正]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0ml
[黄石卫材]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cmx8cmx8片
[修正]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1.2cmx16.5cmx1贴

x10袋[维威]清火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玉林]睡安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5gx30粒

[修正]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世康特]复方醋酸氟轻松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ml

[康恩贝]复方甘草浙贝氯化铵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3板
[李夫人]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6g

[大康]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2袋
[玉兰]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8袋

[昆明中药]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振霖牌]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0粒x3板

[正堂]西青果颗粒（藏青果颗
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12袋

[跨海]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15片x2板
[顺势]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50片
[葵花]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5板
[银诺克]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3板

[粤威]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7片
[安华]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益佰]银黄含化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mgx16丸x10袋



[美吉斯]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15粒
[蒙药]巴特日七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5粒x4板
[润津]盐酸氨溴索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2片x2板
[欢宝]滴通鼻炎水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附滴头)

[迪尔诺]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0ml(2%)
[人民药业]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5片x3板
[安邦]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2板
[天光]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5袋

[好大夫]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商丘金马]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罗欣]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步长]前列舒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2板
[人生]小儿解表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康隆]强力枇杷露(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管城]骨友灵贴膏（微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7贴（打

孔）[一洲]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8袋
[成纪]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5袋
[成纪]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8袋

[万通]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6袋
[吉尔吉]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x3板

[力胜]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3粒
[万通]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片x2板

[太极]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00片
[顺他欣]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神奇]珊瑚癣净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0mlx2瓶
[俊宏]乳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75gx20袋

[永正]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
[东泰]丹桂香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5gx12粒x3板
[福寿堂]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9袋
[刻康]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5丸

[玉仁]耳聋左慈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168丸
[海南制药]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21片x2板

[立克邦]氨来呫诺口腔贴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mgx6片
[芳菲]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昂利康]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40片
[翔宇]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0ml(2%)
[神奇]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可喻]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2板

[广元蓉成]通宣理肺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9袋
[及舒]左羟丙哌嗪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0mgx12粒
[辅仁]曲咪新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天方]柴胡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10支

[红石]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0片x4板
[葵花]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5片

[富兴飞鸽]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0袋
[永康]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人福]氟轻松维B6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5gx2支
[天生]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0片
[石药]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5袋

[宝珠]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25片x2板



[康福]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3板
[华新]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gx12粒x3板
[振霖]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0片x3板x2盒
[明仁]小儿解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6袋

[金北药]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24片x2板

[慢严舒柠]复方青橄榄利咽含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8片x2袋

[西安博爱]咽炎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6gx8片x3板

[双士]柏子养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6袋
[汉源]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6袋

[天星]利肺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片x4板
[方健]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6片x3板

[维威]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3袋
[人民药业]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粒x2板x2盒
[百会]复方鲜石斛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gx10袋

[沈阳红药]红药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6gx50片
[感康]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信心]清肝利胆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mlx12支
[遂成药业]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3板

[福人]金刚藤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60粒
[杜拉宝]消旋卡多曲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gx10袋

[敬修堂]追风透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0袋
[九芝堂]润肠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360丸
[云南白药]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3袋
[万岁]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24粒x3小盒
[寿仙]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4板

[长城]小儿清肺化痰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12袋
[立效]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0粒x6板
[汉宝]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2片x2板

[太平]维胺酯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
[金大健宁]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10g:0.2g)

[万山红]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14袋
[葫芦娃]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6gx12片x3板
[中联]熊胆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gx2支

[昆明中药]感冒疏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2袋
[天方]独一味分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2片x3板

[力克舒]复方银翘氨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粒x2板
[奇特]防风通圣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金寿]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片x2袋
[常为康]枫蓼肠胃康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6袋

[金寿]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片
[阿华]伤湿祛痛膏(微孔透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8片

[松栢]治咳川贝枇杷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60丸x2瓶
[迈迪]复方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18粒

[天津药业]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0片x2板

[肤阴洁]复方黄松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80ml(附手动加压式

洁阴器)
[金寿]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9.5cmx10片

[黛韵]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80ml



[华港]盐酸二氧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5mgx14袋
[天津药业]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
[九州通]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20g（3%）

[晨牌]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0ml
[信龙]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3支
[翔宇乐康]全天麻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6gx18片x3板
[利华]消肿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2gx10粒x2板

[京新]康复新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l
[三乐]清瘟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5片x3板

[哈高科]清开灵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gx8片
[康尔佳]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9粒x3板

[迪泰]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3板

[立效]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中华]结石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5gx12片x3板
[辅仁]癃闭舒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1gx15片x3板

[正茂]小儿解感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3gx18片
[汉王]沉香化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国盛源]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60片
[克刻]克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2粒
[斯威]胃立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片x2板
[民泰]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片x2板

[多维]五味麝香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丸
[得恩德]雷公藤多苷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24片x2板

[信龙牙痛灵]樟脑水合氯醛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mlx2支
[新安]一扫光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地奥]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gx12片

[亚泰]速感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美伦]速感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x3板

[益康]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3板

[地奥]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粒
[央宗]石榴健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2粒

[昂生]复方熊胆薄荷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2片
[龙泰]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遂成药业]咽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3板

[广宇制药]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60片
[跨海]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4板
[隆中]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2袋
[海外]癃闭舒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2片

[太福]川贝梨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太福]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天士力]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20丸
[天光]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2gx4袋

[方健]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太极]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银诺克]白癜风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36丸x2小盒

[桂西]妇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30粒
[爱一心]药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0gx6支



[百姓堂]前列回春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2片x3板
[灵峰]金鸡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7gx12片x6板

[秦昆]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三石]复方甲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粒

[鑫辉]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0丸x3小盒
[普华]近视乐眼药水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欧意]藿香祛暑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45gx12粒
[海外]清热通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8gx18片x2板
[维威]养阴清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恒健]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g
[立同]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
[黄石卫材]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5.5ml

[仁和]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5片x3板

[意亭]双唑泰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片x2板
[唯达宁]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厚德大健康]复方酮康唑发用
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
[菲德力]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5袋
[少林寺]安阳精制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9.5cmx5贴x2袋
[武都]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2袋
[修正]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
[润丰]热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6gx6袋
[御圣堂]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8片x2板

[贝合健]盐酸班布特罗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mgx6粒
[健兴]肺力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5粒x3板
[好博]元胡胃舒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7gx15片x2板

[倍佳]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0g：0.1g）
[大峻]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6粒x2板

[葫芦娃]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粒x2板
[奥勃兰]长春胺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30mgx6粒

[太极]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银诺克]净石灵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0粒x2板x3小

盒[海外]苍耳子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0粒x4板
[药圣堂]养阴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4袋
[禾邦]苍耳子鼻炎滴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g（28丸）x5支

[双龙出海]麝香壮骨膏(弹力微
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x10cmx4片

[太极]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10袋

[太极]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2袋
[逢春]银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彤医]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2粒x3板
[人字]麝香祛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6cmx5片x2袋

[润弘]舒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丸
[阜新蒙药]那如三味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5粒(每10粒重2g)
[天龙]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ml
[九芝堂]利尔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5gx10粒x2板
[香雪]橘红痰咳煎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新安]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老君炉]荡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8片x2板

[颐生]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星宝]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5粒x2板



[俊宏]乳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75gx11袋
[同济堂]润燥止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5gx24粒

[聪明虎]安神补心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2gx20片x2板
[绅丽雨]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片x2板

[力强牌]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3贴x2袋
[银河]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4丸x2板
[舒药]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35粒
[恒昌隆]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12袋
[翔宇]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4板
[盘龙]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汉宝]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5片x4板
[景忠山]咳喘舒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2板

[南京同仁堂]降浊祛瘀颗粒
（曾用名：降浊健美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gx8袋

正清风痛宁缓释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0mgx6片x2板
[天星]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5粒x3板
[新四方]肠胃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8片x3板
[翔宇]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2板

[益佰]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g
[君寿堂]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5gx12粒x3板
[太极]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吉尔吉]乳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72丸

[美福临]通舒口爽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5gx12片x1板
[中泰]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3gx12粒x4板

[济民可信]复方鲜竹沥液(无蔗
糖)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lx6瓶
[德辉]磷酸哌嗪宝塔糖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20粒
[庚贤堂]四季三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5袋
[顺势]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4板x2袋
[太极]半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天强]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6支
[仁和]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4支
[白云山]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北牛]四味脾胃舒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4板

[立效]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华新]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2板
[海南制药]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45片

[玉威]薄荷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3板

[惠州中药]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盛翔]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中一堂]清肠通便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10粒x2板
[葵花宝宝]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5ml(10%)

[福寿堂]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7袋

[依科]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粒
[悦康]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4板

[飞云岭]隔山消积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8袋
[飞云岭]益肺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3板

[天衡]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x3板
[天津同仁堂]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9.5cmx2贴x5

袋[同仁堂]平肝舒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5gx4瓶



[希力]丹参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5gx36粒

[立爽]咽立爽口含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025gx50丸x2瓶

[康益]复方双花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双泉]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2板

[盾克]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0粒x4板
[张恒春]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5ml
[伊顺]莲芝消炎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丸x8袋
[三源]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齐鲁]白葡奈氏菌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mgx10片x4板

[健生]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2板
[葵花]川贝雪梨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x2板

[佳泰]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00ml
[今辰]养血安神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0ml
[本草堂]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广仁]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金鼎制药]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湖北四环]聚甲酚磺醛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0mgx8粒
[天地]感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18粒
[恒拓]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2袋
[银诺克]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6粒x2板
[国光]复方枣仁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4gx14粒

[汉立瑞]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瓶
[乘风]断血流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片x2板

[振霖]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8粒x2板
[天泰]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片x2板

[为诚]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x3板
[君山]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1粒x2板
[利华]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4粒x3板

[口泰]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0ml
[三精]镇江膏药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6gx2张

[东信]阿苯达唑胶囊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1gx10粒x1板
[盾克]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4板

[余良卿号]活血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
[舒笑]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辅仁]小儿止泻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6gx6袋
[缔谊]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力美松]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片
[佐派欣]左羟丙哌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g:60mgx6袋

[明复]龙泽熊胆胶囊(熊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2粒x2板
[协和]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
[太极]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威门]热淋清颗粒(含糖型)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8gx6袋
[华龙]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

[珍宝岛]复方芩兰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银诺克]前列康舒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4粒x2板
[斯威]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5粒x2板
[双药]金咳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2粒x3板
[国药]感冒止咳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片x3板
[健都]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5gx12粒x2板



[广宇]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66片
[吉春]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0粒x3板

[格拉丹东]六味能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24丸x3板(每10

丸重3g)
[隆中]川贝止咳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0ml
[东泰]八正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8gx6袋

[罗裳山]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9袋

[天宇]抗病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x6板
[吉特]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6粒

[得恩德]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德昌祥]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2板

[白云峰]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
[葵花]胃膜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利华]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0粒x3板
[天方]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9粒x2板

[尧华]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0mgx100片
[健都]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人民药业]唇齿清胃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5gx9袋

[太极]妇宝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0gx8袋

[薪特新]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广西金诺]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刻免]盐酸曲普利啶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5mgx12粒
[太安堂]解热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
[京新]养阴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太极]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东泰]胃舒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6gx12粒x3板

[金鼎制药]秋梨润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g
[安泰速]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片x2板

[天龙]癣湿药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ml

[龙人]复方青果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9袋

[石药]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万岁]复方板蓝根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20袋

[万方]百花定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gx12片x3板
[俊宏]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片x2板

[人民药业]归龙筋骨宁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0片x3板
[慧宝源]止痒消炎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ml
[海外]前列回春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0片x2板
[慧宝源]伤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海外]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石药]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2粒x2板
[吉春]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4板

[太极]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8袋
[米阿卡]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5ml(2%)

[振霖]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7袋
[百姓堂]前列回春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5片x3板
[商丘金马]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gx9袋
[石药]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gx15片x3板
[惠州中药]骨刺平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5片x2板



[石药]净石灵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5粒x2板
[石药]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9支

[禾正]五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4粒
[嘉应]重感灵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1gx12片x2板

[万通]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片x3板
[石药]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9.5cmx8片
[利民]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2袋
[葵花]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20袋
[金药师]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2袋

[泰康]红金消结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2gx12片x3盒
[米阿卡]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7支
[方略]痛肿灵(酊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3ml

[方圆]林旦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
[吉春]祛痰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2板
[沈阳红药]跌打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4片
[汇莱]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7支
[久铭]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3板
[大峻]当归龙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5gx15片x2板

[吉春]肾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5gx12片x2板
[粤威]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3贴x2袋
[粤威]麝香祛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6cmx3贴x2袋
[博祥]香砂养胃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5gx18粒x2板

[金桃]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g
[东北亚]宫瘤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粒x2板
[东泰]止痛化癥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6gx24片

[吉春黄金]独活止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0ml
[振霖牌]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4粒
[圣泰]小儿热速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0袋

[万通]苦参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gx6粒
[葵花]氯雷他定糖浆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70ml(0.1%)

[华侨]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丸x5袋
[粤威]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9.5cmx3贴x2袋
[海外]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4粒x2板

[罗欣]洛索洛芬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mgx24片
[海外]花蛇解痒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35gx12片x2板

[恩久平]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2板
[国润]度米芬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5mgx15片x2板

[济仁堂]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5粒x3板
[华港]盐酸二氧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5mgx9袋
[闪亮]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x1支(8ml:40mg)

[福康]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24片x2板
[博祥]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6粒x2板
[晁氏]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粤威]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3贴x2袋

[康恩贝]滴通鼻炎水（手动喷
雾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
[和治]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15片x3板

[一正]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6gx12片x4板
[桑海]安神补脑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0粒
[一正]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8袋
[粤威]骨增生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7cmx10cmx3贴x2袋
[中泰]熊胆痔灵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4粒



[海外]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5粒x2板x2小
盒[克胜]硫酸软骨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x2支

[人民药业]唇齿清胃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5gx11袋
[国医堂]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鼎泰]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0cmx10cmx5贴x2袋
[岳草堂]胃痛定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片

[石药]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9袋
[石药]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广仁]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3板
[好娃娃]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8袋

[鹿王]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2板
[三才石岐]天麻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0mgx10粒

[济世]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80丸
[太极]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8袋
[宏盈]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南昌制药]妇乐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6板
[昂利康]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24片

[安信]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2袋
[修正堂]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11袋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6粒x2板

[玉林]珍黄胶囊（珍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gx12粒x2板
[今越]牛黄蛇胆川贝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0粒x3板

[灵泰]止嗽化痰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6粒
[修正药]痔特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片

[天泰]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辉南辉发]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3板
[舒甚]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2片x4板
[英平]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宝珠]珠芽蓼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5袋
[道君]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8粒x2板
[本草堂]麻杏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12片x3板
[九药]氨咖愈敏溶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ml
[红林]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3板
[万岁]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
[吉特]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20片x2板

[誉隆]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5枚
[兴海]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2片x4板

[普洛必达]布洛伪麻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粒x2板
[世一堂]金贝痰咳清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gx10袋

[太极]布洛芬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片
[修正药]速感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治仓宁]吲哚美辛三七冰片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粒(内装给药指套)
[广宇]四季三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4袋
[东新]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5gx12片x2板

[修正药]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8粒
[济仁]乳核内消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5gx10粒x3板

[维康利]酮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粒
[吴太]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2袋

[澎健]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片x4板
[隆信]减味牛黄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思考林]胞磷胆碱钠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1gx12粒x2板



[新宇]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粒x4板
[颐生]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8片x3板
[佛仁]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20袋
[太极]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2粒x4板

[海外]三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6片x2板
[广济]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8片x2板
[迪冉]感冒解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6袋
[恒霸]伤科灵喷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信龙]冻疮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
[龙生北药]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4板

[天瑞特]酚咖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6片
[昆中]利胆排石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4片x2板

[福寿堂]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8袋

[俊宏]乳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75gx13袋
[科尔沁]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4贴x5袋

[利民]护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00片
[海外]花蛇解痒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35gx18片
[仙草堂]六灵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丸x6瓶
[万德]肺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5gx15片x3板

[天士力]穿心莲内酯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5gx12袋
[力美松]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片
[黄山]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480丸

[俊宏]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0粒x4板
[利华]消肿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2gx10粒x4板
[好医生]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生达]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7gx12片x4板

[辅仁]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百利]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片x3板
[龙泰]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0袋
[盘龙云海]喉舒口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0片
[地奥]除湿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9袋

[华侨]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丸x4袋
[南京同仁堂]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百为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片
[太极]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5袋
[新世通]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美迪生]玄麦甘桔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6袋
[太极]布洛芬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片x2板
[新博]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南洋]西青果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11袋

[金匙]长春宝口服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lx12支
[正堂]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

[灵峰]金鸡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47gx100片
[大康]复方川贝精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3板

[在田]腹可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8片x2板
[花城]猴耳环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
[天施康]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瓶
[博祥]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8粒x2板

[中和]肠康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片x2板



[南洋]喉痛消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0丸x12瓶
[伊龙]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25gx60片

[一力]感冒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45gx15粒
[辅仁]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维威]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辅仁]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南洋]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仁和]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新功]复方蛇脂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遂成药业]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20片x3板

[青峰]山香圆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4gx9袋

[必奇]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6袋

[博大]山香圆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4gx12袋(降糖)

[大峻]复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gx12粒x2板
[仟源]苦参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1gx6粒

[人民药业]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3袋x3盒
[毕克]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片x1板
[缔谊]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60粒

[海外]花蛇解痒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35gx9片x3板
[隆泰]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三精]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包

[美消丹]红金消结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片x3盒
[银诺克]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3板

[本草堂]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9粒x2板
[天福康]明目地黄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60丸x2瓶

[振霖]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5粒x2板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80ml
[利民]复方蒲芩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8粒
[方盛]黄藤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片x3板
[虎泉]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昂利康]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0片
[大千]橘半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8袋
[恒拓]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5袋
[希尔安]川贝枇杷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9片x2板
[银诺克]前列康舒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2粒x3板
[得菲尔]川贝止咳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润弘]石黄抗菌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5gx12片x5板
[大围山]黄藤素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1gx20片x2板
[白泉牌]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6片
[德昌祥]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4板

[海外]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66片（含油菜

花粉0.5g）

[百善]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36粒

[狗皮王]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cmx12cmx5贴x2袋
(弹力微孔型)

[修正]感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gx6粒x2板
[孔府]牛黄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神威]清开灵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信龙]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10支

[辽生刻平]盐酸氯哌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gx24片x2板
[鞠氏]胃欣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福建太平洋]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2g
[佳泰]妇炎康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2板
[红石]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2板

[杨济生]复方瓜子金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12袋

[白敬宇]阿司匹林维生素C分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片x2板
[健丰]川贝罗汉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8袋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9粒x2板
[新博林]利巴韦林泡腾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150mgx6袋

[银诺克]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45粒
[中化联合]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片

[金岛]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0包
[三精]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5粒x3板

[上龙]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7g
[力康]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cmx8cmx8贴
[中鼎]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3板
[济仁]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0粒x3板
[润丰]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8gx15片x2板
[中鼎]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0粒x4板

[白云山]加味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gx6袋
[顺势]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5袋

[银河]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
[福建太平洋]曲安奈德益康唑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2g

[太极]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济仁]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2片x2板
[逸舒]尼美舒利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6粒

[得菲尔]阿司匹林维生素C咀嚼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君碧莎]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片x2板
[翼康]唇齿清胃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5gx7袋

[恒健]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4片
[华南牌]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2片x2板

[九州通]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15%)
[浩诚]柏栀祛湿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0ml（带冲）
[九州通]感冒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2板
[九州通]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26gx24片x2板
[银诺克]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片x2板

[太龙]双黄连口服液（浓缩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格瑞西]西沙必利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6粒x4板

[天津儿药]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9袋
[九州通]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x9.5cmx5片

[烟台大洋]消风止痒颗粒(未添
加蔗糖)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gx6袋
[999]三九胃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粒x2板
[九州通]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x3板
[健民]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

[福广]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24支
[九州通]葡萄糖酸氯己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0.2%）

[万寿堂]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京卫药业]硝酸硫康唑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ml(1%)
[九州通]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济宁安康]复方地西泮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片x2板
[石药]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隆中]妇乐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2袋
[海外]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15粒x2板
[禾邦]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仁和]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片x3板
[众禾]脑力静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68ml

[银诺克]肺宁胶囊(返魂草胶
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粒x2板

[奇特]老蔻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gx10袋
[以岭]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片x2板

[东泰]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20粒
[恒拓]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3板

[宁宁]锡类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g
[优贝滋]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汉方]日舒安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

[迪康]银屑灵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00g

[可润]丁苯羟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5g（5%）
[绿洲]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3板

[顺势]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佑美]山蜡梅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振霖]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6粒x2板
[人福]三维制霉素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枚

[天生]蒲公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0片x3板
[精威]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粒x2板

[加劲]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0粒x4板
[巨虹候独青]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6片

[盟星]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4贴x3袋
(弹力微孔型)

[恩久平]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x5板
[大亚]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亮视]羧甲基纤维素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x10支（0.5%）
[香雪]橘红痰咳液(无蔗糖）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8支

[维威]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30袋
[中族]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
[武都]木香分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功达]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4枚x2板

[加劲]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12片x4板(大
片)[华元医药]三七伤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3gx12粒x5板

[美伦]喉疾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粒x5板

[黄石卫材]水杨酸苯酚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鸡眼 0.2gx7片
[大生瑞丽]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长生]杀菌止痒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紫金]狗皮膏(改进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4.5cmx4贴
[吉春]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2gx15片x3板
[卫京]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3板
[桔王]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8gx6片x4板



[晨牌]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50mlx6瓶
[力诺]复方氯唑沙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3板
[汉宝]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5片x3板

[珍宝岛]复方芩兰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支
[金七]七叶神安滴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10丸
[同和顺]金钱草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gx9袋
[康和]飞扬肠胃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桔王]活血止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8gx10片x3板

[燕京]白凡士林（药用）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0g
[丁桂]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张恒春]香砂养胃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00丸

[斯威]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2粒x3板
[蒙药]明目十六味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30丸x2板

[太平]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2ml
[万通]多潘立酮口腔崩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15片x3板

[太行]清开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天光]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3袋x2盒

[新华]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6片
[哈药]一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0粒x3板
[红石]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4粒x4板

[999]板蓝根颗粒(含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力胜]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片x4板

[方明]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0粒x2板
[圣泰]清开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0片x2板

[恒帝]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7袋
[德昌祥]止嗽化痰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丸x6袋
[小安瑞克]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gx20包
[三仁堂]双金胃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龙生北药]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6板
[济仁]小儿清热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13袋

[俊宏]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4片x3板
[新峰]抗骨增生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21gx108片

[正元盛邦]桂枝茯苓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0丸
[盾克]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2粒x3板

[南洋]妇炎灵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45gx7片
[哈药]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8支

[修正]盐酸伊托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mgx12片
[德昌祥]半枝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3板
[葵花]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9袋

[泰生]比沙可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mgx12片
[天衡]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片x1板
[亚泰]氨酚咖黄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片
[云南白药]宫血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13gx18粒x2板
[晶珠]前列癃闭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gx10粒x4板
[中联]强力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葵花]维胺酯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
[星海]开塞露(含山梨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
[太极]加味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gx12袋

[太极]复方黄连素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7gx24片x2板
[川奇]强力枇杷露（盒装）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众生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0丸



[仁和]四季三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3袋
[以岭]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30粒
[腾药]龙胆泻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4板
[博祥]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1gx15片x4板

[百神]蛇胆陈皮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白云山]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5袋

[明和]喉痛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gx8袋

[白云]愈伤灵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3板
[联环]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一正]脑灵素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3gx12片x3板
[恒拓]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粒x2板

[迪诺]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粒x4板
[福广]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20支

[同达]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9袋
[迪康]老年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4板
[迪泰]痔特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0片x2板
[依科]三七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2板

[福寿堂]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红香]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颐生]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3板
[利民]前列舒乐软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gx10粒x2板x2盒
[禅方]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90ml

[芙蓉]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9gx12片x2板

[昌弘]双花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0片x2板

[天光]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gx12片x4板
**内含蛋白同化制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2片x4板

[管城]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片x2板
[天光]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7袋
[大峻]复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gx10粒x3板x2盒

[援生力维]马来酸曲美布汀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12片
[永孜堂]通舒口爽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12粒x2板
[鑫烨]老鹳草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30g
[泰康]兰草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粒x2板

[育林]复方百部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腾药]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好德快]利多卡因氯己定气雾
剂(成膜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60g
[达仁堂]藿香正气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45gx10粒x5板

[百琦]清热暗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5gx12粒x2板
[全星]双氯芬酸钠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0.20g

[地奥]贝诺酯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5gx12片x2板
[宁竹]冰硼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

[森科]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倍得芬]布洛芬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粒

[迪泰]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片x4板

[群山]肺宁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gx10袋

[康迪福]清胃黄连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2片x3板



[修正]酚咖麻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佛仁]清胃黄连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金鸿堂]健胃止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24片x3板
[太极]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星辰牌]蒲地蓝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石药]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8包
[修正]复方锌布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包

[天津太平洋]醋酸氟轻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5mg
[泰恩康]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金鸿堂]小儿热速清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2支
[新春都]板蓝根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32片

[海力医生]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2袋
[珍视明]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

(曾用名：珍视明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3ml

[在田]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神威]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0袋

[华圣]痛克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泰稳]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0粒x6板
[宁新宝]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太龙]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秦昆]抗感解毒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0袋

[安徽金马]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片x2袋
[百益]麝香伤湿解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x2袋

[龙虎]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天光]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8袋
[利华]消肿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2gx16粒x2板
[泰丰]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华太]四季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3板

[华北制药]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
[君山]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3粒x2板

[泰康]红金消结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2gx12片x1板
[济仁]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0粒x3板

[迪诺]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0粒
[在田]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乐仁堂]清喉利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6袋

[冠峰]重感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3板
[南昌制药]妇炎平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95gx7片

[南京同仁堂]炎热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6袋
[昂利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住邦护蕾]阿苯达唑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gx10袋

[汉清源]黄连上清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3板
[浙江泰康]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遂成药业]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24片

[天诚]阿昔洛韦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2gx10粒
[济世]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480丸（浓缩丸）

[海王]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12袋
[新和成]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1%)
[健都]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5gx10粒x2板

[韩都]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2板



[银诺克]五福化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0丸x2袋x3小盒(每

100粒重10g)
[隆中]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gx6袋

[易坦静]氨溴特罗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西施兰夏露]乌洛托品溶液(喷

雾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腋臭 10ml:4g

[太极]银翘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0袋
[禾邦]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天龙]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gx6枚
[一正康]复方银翘氨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百益]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5片x2袋
[一晟达]金甲排石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5粒x3板
[地恒赛]地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

[中联]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包
[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50粒

[中联]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x2袋
[肯特令]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2袋

[金石]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00片
[辉南三和]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8袋
[福建太平洋]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8g
[京通美联]柴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德众]七叶神安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0mgx24片

[比特力]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新先]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7支
[百草]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群山]启脾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lx10支
[时代阳光]参苏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6袋
冯了性风湿跌打药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50ml
[利夫康乐]利夫康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

[和美]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南昌制药]小儿疳积糖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0gx9包

[奇特]羚羊清肺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36gx10袋
[大峻]止痛化癥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8片x3板

[芳菲]复方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白云山]珍珠胃安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12袋

[惠州中药]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地奥]沉香化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大力神]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南京同仁堂]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24片x2板
[特邦]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Ⅰ)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6粒

[孚答静]盐酸布替萘芬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70ml
[言诺欣]奥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5粒
[康缘]银翘解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9粒x2板
[佳泰]维C银翘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gx12粒

[信龙]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40g(10g:1g)
[依科]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2袋
[舒美达]姜黄消痤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ml

[京常乐]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12粒x3板
[信龙]复方薄荷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28g
[心诚]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30袋
[安瑞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粤威]骨增生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7cmx10cmx2贴x5袋



[葫芦娃]对乙酰氨基酚泡腾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gx12袋
[东泰]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5gx16粒x3板

[天光]骨刺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2板
[斯威]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
[振霖]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0粒x4板
[三木]风寒双离拐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4片x2板
[济仁]固本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4gx10粒x3板
[贝瓦]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8袋

[南昌制药]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9袋
[福寿堂]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片x5板
[金花]金天格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4gx12粒x2板

[健民]小儿宣肺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8gx12袋
[纽兰]三蛇胆川贝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东北制药]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天津创新]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6粒x3板

[国医堂]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4板
[辅仁]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2板
[加劲]咳特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

[万通]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君山]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0片
[瑞年]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2片x5袋
[和治]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8片x4板
[济仁]伤痛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5板
[和治]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15片x4板
[粤威]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片x5袋
[葵花]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贴

[信龙]甘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0g

[利君]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4片

[修正]清肺抑火片(利克达)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3板
[济仁]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0粒x5板
[舒倡]乳癖消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2粒x5板
[人生]伸筋丹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15gx12粒x4板

[天龙]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4瓶
[九泰]复方乙酰水杨酸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片

[岷海]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1粒
[好医生]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支

[南昌制药]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亨瑞达]乳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42gx18片x2板

[和治]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7gx14片x3板
[太福]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红石]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5gx12片x5板
[好医生]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7gx12片x3板
[人生]伸筋丹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15gx15粒x2板

[粤威]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9.5cmx2片x5袋
[鼎泰]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0cmx3贴x2袋
[济仁]除障则海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53gx12片x2小盒
[鼎泰]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0cmx3贴x2袋
[粤威]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片x5袋
[银诺克]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8片x2板x3小盒

[恩久平]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



[博祥]治偏痛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0gx4袋
[银诺克]前列康舒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5粒x4小盒

[哈药]湿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太子]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好医生]骨筋丸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24片
[太福]喉痛消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30丸x10瓶
[世纪神龙]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

[罗欣]洛索洛芬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mgx10片x2板
[道君]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4板
[新宇]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3板

[新安]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2板

[中杰]薄荷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8片x5板

[葵花]喉疾灵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2gx18片

[禅方]喉痛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10袋

[九州祥云]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佳泰]维C银翘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6gx10粒x2板

[太古]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x5袋
[鹿王]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2板

[华世通]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mgx7片
[杏林春]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9.5cmx6贴x2袋
[九州通]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1粒x2板

[何济公]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福莱西]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8片

[福建太平洋]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1粒
[鸿博]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孔府]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7gx18片x2板
[晨牌]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粒x3板

[瑞田]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水
果味)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mlx6支
[通化百信]接骨续筋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4片x2板

[九州通]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8袋
[恩久平]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2片

[九州通]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半边天]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9袋

[同兴康]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果味型)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广仁]复方杏香兔耳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4板

[燕峰]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9袋
[丹东宏业]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6片
[三鹤药业]伤科万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ml

[华瑞联合]复方醋酸地塞米松
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5mg
[无极]复方硝酸咪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广西金诺]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
[跨海]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2板

[东盟]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5片x3板
[金鼎]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福寿堂]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8袋
[利民]前列舒乐软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gx12粒x2板
[九州通]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9粒x3板
[杏林白马]野苏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3gx12粒x4板



[法能]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10粒
[禅方]杏仁止咳合剂（杏仁止

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云植]天麻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25mgx12片x2板
[太福]川贝梨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罗浮山国药]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6片

[青春康源]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九州祥云]精制银翘解毒片(糖

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2板

[抚松制药]龙泽熊胆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2粒x2板
[武都]葛根芩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8片x2板
[东盛]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仁和]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8袋

[龙之源]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新汇]蛇胆川贝枇杷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7g
[长化]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金宝]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4板
[大康]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珍视明]羟丙甲纤维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75mg
[红旗]白凡士林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0g

[福和华星]消银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20片x2瓶

[仲景]国公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28ml
[石药]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6袋

[新峰]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一力]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8支

[哈瑞奇]麝香舒活搽剂（麝香
舒活精）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ml
[九州通]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10袋
[辽宁康泰]舒筋定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4板

[白云峰]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粒
[丁克]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1g)x2支
[御金丹]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40ml
[南珠]珠黄吹喉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8g
[天生]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0片x4板
[信谊]法莫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4粒

[九泰]双唑泰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枚
[同达]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0片x4板
[德昌祥]日舒安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20ml
[辅仁]小儿腹泻宁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lx8支

[中大]益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5粒x3板
[辽宁中医]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gx24片

[辅仁]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1ml：2.1g
[炎黄本草]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g
[孔圣堂]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7袋
[同达]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旺林堂]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
[修正]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厦门中药]六一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20袋
[大康]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辅仁]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15片x3板
[德济]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4板

[邦琪]复方鱼腥草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5袋
[玉林]珍黄胶囊（珍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gx12粒x3板



[天和]骨通贴膏(聚异丁烯型 
打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2贴x3袋
[张恒春]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吉特]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5粒x4板
[太极]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20袋
[心正]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2板

[康尔佳]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24袋
[天德]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9袋

[续金]安神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5粒x2板
[伊龙]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25gx48片

[神威]利咽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gx10袋

[俊宏]乳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75gx5袋x2盒
[邦琪]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
[秦昆]复方锌布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2袋

[湖北四环]复方莪术油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6粒(内附指套)
[银诺克新一代]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5片x2板

[顺势]柴胡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8支
[福寿堂]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8片x4板

[正大青春宝]清热灵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6袋
[康尔佳]小建中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9袋

[韩都]灵芝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7gx18粒x2板
[白云山]口炎清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x6袋

[双药]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3板

[维威]养阴清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90ml
[中狮]沙丁胺醇气雾剂(混悬型 

维予清)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0mgx200揿

[联邦亮晶晶]玻璃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7ml:7mg
[福人]金刚藤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6板

[隆顺榕]癃清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gx12片x2板
[方明]双唑泰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片x2板
[丁克]盐酸特比萘芬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2片x1板

[金珠雅砻]二十五味珊瑚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丸x2板(每4丸重
1g)[百益]麝香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片x1袋

[灵方]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3片x2袋
[百益]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片
[岷海]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德众]复方双花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6袋

[方健]牛黄益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3板

[宇惠]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2粒
[白云山]莲芝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粒
[同仁堂]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gx10袋

[人民药业]藤黄健骨丸（浓缩
水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2gx12袋
[恒拓]断血流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53gx12片x3板

[昌弘]双花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24片

[天龙]克林霉素甲硝唑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50ml
[孔圣堂]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9袋

[福寿堂]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8袋
[斯威]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5粒
[葵花]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5片x2板



[龙都]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48片
[天施康]复方夏天无片（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2gx42片

[奇特]栀子金花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6袋
[孚诺]复方多粘菌素B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3g

[银诺克]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gx14粒x2板
[天福康]藿香正气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360丸x2瓶

[银诺克]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3板
[东泰]妇炎净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24片

[银诺克]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2板
[万德]妇科止血灵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6片x3板

[肤阴洁]复方黄松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
[莫愁]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2板

[易亨]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粒x3板
[今辰]黄连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大红鹰]西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10片
[长安制药]复方罗汉果止咳片

（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1gx15片x2板

[泰格]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金妇康]消糜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7粒

[朗逸]鱼腥草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x2瓶
[人福]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敬修堂]化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7gx10粒
[人福]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10袋

[人福]清胃黄连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2片x4板
[隆信]板蓝根颗粒（儿童装）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5袋
[新峰]抗骨增生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21gx72片

[仁悦]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6片x3板

[人福]冬凌草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6支

[人福]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8袋
[人福]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8袋
[澳华]橘红化痰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9片x3板
[金鸡]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x2板
[龙泰]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新安]止痛风湿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40粒x4板

[百维]喘舒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4片x2板
[人福]大风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gx8袋

[中联]金叶败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力胜]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8粒x2板

[禅方]骨刺平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2片x4板x2袋
[普林松]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禾邦]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桂西]跌打扭伤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中和]肠康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东信]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g

[广宇]冬凌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24片

[仲景]脑力宝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4丸x4板
[君山]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0粒x2板
[远健]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6袋
[益康]全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粒x3板
[保利]野木瓜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3板



[德成]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
[大峻]复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gx15粒x2板x2盒

[修正]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ml
[明泰]胃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gx6袋(每20粒重

1克)[天赐堂]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gx12片x2板x3小
盒

[汉源]咽炎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秦昆]复方锌布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袋
[依科]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9袋
[鼎鹤]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九研]橘红枇杷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2粒x3板
[丰鹿牌]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仁和]小儿化痰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5gx15袋
[双药]麝香接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4板
[银诺克]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5粒x3板
[益民堂]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30粒x2板
[欧氏]一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粒x3板
[大康]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仁和]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1片x2板
[同仁堂]口腔溃疡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x10瓶
[长松]聚乙二醇4000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gx10袋
[万花山]复方双花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2gx12片x2板
[慧宝源]跌打扭伤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健通]天麻头风灵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2gx12粒x2板
[洁尔阴]硝酸益康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gx7枚
[赤峰维康]愈美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

[仙河]牛黄益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2板

[润华]金羚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莱泰]猴耳环消炎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仁和可立克]复方氨酚烷胺胶
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粒x2板
[葵花]海马舒活膏(打孔透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7cmx3片x2袋

[禾邦]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2袋
[一力]感冒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45gx27粒
[恒达]羧甲司坦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8袋
[花城]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8片x2板

[广仁]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g
[方略]罗汉果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6gx20片x2板
[同仁堂]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6袋

[奇特]扫日劳清肺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2粒x2板
[海辰]兰索拉唑肠溶片（曾用

名：兰索拉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mgx7片

[俞氏]兰索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mgx5粒
[华侨]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片x2板
[恒帝]利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粒x2板

[银诺克]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18片x2板
[施诺敏]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8粒
[管城]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cmx6.5cmx4贴
[银诺克]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粒x2板
[泰华堂]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片x5板
[湔江]大黄通便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5gx12粒
[景忠山]复方鸡内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5gx15片x3板



[明仁]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江西民济]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10粒x3板
[蒙药]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45丸x4小盒

[同泰]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0片x3板
[得恩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得菲尔]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6粒x3板
[御金丹]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佛仁]木香分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天生]消炎止咳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3板
[盘龙]盘龙七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8片x2板

[银诺克]止咳宁嗽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粒x2板
[跨海]开胸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2片x3板

[天原]金莲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1gx12片x2板

[方略]金菊五花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天津药业]咽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4板

[御金丹]银花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葵花]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1袋

[青雪]白癜风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30丸x2盒

[青峰]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俊宏]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8粒x2板
[同仁堂]八味锡类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gx4瓶

[罗浮山国药]宫炎平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24粒
[旺龙]猴头健胃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4gx12粒x4板
[柏海]醋酸泼尼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mgx15片x2板
[天奇]琥珀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龙泰]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gx10片x2板

[科力]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3板

[天宏]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8片x3板
[邦琪]小儿化痰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会康]双花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6板

[万通]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福广]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人民药业]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银河]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x2板
[克胜]眼氨肽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x2支
[黑中研]感冒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0袋
[康蒂尼]当归苦参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6gx12袋
[永孜堂]天麻醒脑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gx12粒x2板
[银诺克]净石灵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0.3gx16粒x2板

[中大]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10袋
[银诺克]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7gx12粒
[润丰]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8gx12片x4板
[万通]消咳喘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5gx10粒x3板
[天光]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6丸

[福曼医]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9片x2板



[孔圣堂]曲麦枳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
[适迪]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英平]感冒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9袋

[华东新五丰]铝碳酸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2板
[鸿博]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天津博爱]蟾酥镇痛膏（弹力
微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2袋
[海外]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7粒

[修正]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4板
[科益]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0片x2板
[俊宏]小儿消咳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片x2板

[水林佳]水飞蓟宾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5mgx10粒x3板
[信谊]双氯芬酸钠缓释片(Ⅰ)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x2板

[维威]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5袋
[俊宏]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片x3小盒

[恒健]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3ml
[百花]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3板

[润丰]热炎宁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9袋
[亿雄祥瑞]肾炎四味片（薄膜

衣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6gx100片

[连乡]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9袋
[丁贺]阿德福韦酯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mgx20片
[信谊]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24片x2板
[济药]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片x8板
[华森]都梁软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4gx36粒

[珠海生化]地喹氯铵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mgx6片x2板

[香连]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10袋
[庆瑞]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4片
[岷海]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6袋

[唯每乐]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0ml（2%）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85ml（内附冲洗

器）[修正]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2袋
[润丰]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2粒x4板

[桂西]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2袋
[百泉]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5板

[国润]对乙酰氨基酚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25gx10袋
[依科]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2袋

[海尔思]杏香兔耳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0粒x4板
[得菲尔]板蓝根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2mgx20丸x12袋

[乐宁]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Ⅰ)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粒
[哈药]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7片x3板

[千金]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万生]阿仑膦酸钠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10mgx7片
[福康]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8片x2板
[三精]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24片x1板

[同达]维U颠茄铝胶囊(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粒x2板
[吕梁]羚羊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本草堂]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9粒x5板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5ml

[惠州中药]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2板
[振霖]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5粒x2板
[万辉]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20袋



[好医生]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半边天]聚维酮碘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枚

[欢宝]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6袋
[珍医堂]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辉南三和]清心明目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5袋
[南洋]克痢痧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8gx16粒
[方明]阿昔洛韦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5g(1%)

[天福康]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0丸

[隆信]咽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5片x6板

[白云山]复方南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5袋
[金寿]麝香追风膏（弹力微孔

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5cmx11.6cmx6片

[金寿]麝香镇痛膏（弹力微孔
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5片x2袋
[司邦得]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皇隆]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3瓶
[恒拓]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14袋

[诺百益]胞磷胆碱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1gx12片x2板
[正辉煌]藿香正气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丸x8袋

[修正]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力胜]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1粒
[钧安]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0ml

[冠峰]黄芩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35gx12粒x2板
[浙江维康]肿节风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gx12片x3板

[赫派]来氟米特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mgx12片
[韦洛平]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0片

[惠美佳]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8贴
[本天]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36片

[山东益康]氢溴酸右美沙芬口
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钧安]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30袋
[聚协昌]夏枯草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5gx10粒x4板
[真元]护肝片（糖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5gx120片

[本天]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0ml
[仲景]香砂六君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0丸

[源首]蜡样芽孢杆菌活菌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10粒x2板
[杏林白马]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

[钧安]伤科跌打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7gx12粒x2板
[葵花]伤痛宁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0x10cmx3贴x3袋

[德元堂]伤痛宁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6gx12片x2板
[诺安]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8g（1%）

[花红]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张恒春]黄连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0片x3板

[史泰舒]氯雷他定糖浆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0ml：50mg
[南昌制药]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2板
[人民药业]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5丸x2板
[百为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5片
[卫京]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0粒x2板

[广西天龙]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3板
[科伦]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金岛]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20包

[国发]胃肠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8gx6袋
[斯威]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片x2板



[万德]肺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5gx18片x3板
[利华]消肿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2gx15粒x3板
[仁和]奥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6粒x1板
[惠美佳]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9贴
[恒金]九味双解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10支
[银河]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25片x4板
[人民药业]荡石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2片x3板

[华太]多潘立酮口腔崩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10片x3板
[罗浮山国药]复方风湿宁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48gx24片

[独一味]参芪五味子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2片x2板
[天水岐黄]苁蓉通便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8支

[远恒]双唑泰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
[雷允上]六灵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粒x6支
[华瑞]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2gx15片x4板

[葵花]小儿柴桂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0袋
[沈阳红药]红药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
[广宇]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100片
[迪康]宝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大峻]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5粒x3板

[立卫克]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14粒
[通用]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

[天朗]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x2支(0.05%)
[博叶]口服补液盐(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5.125gx6袋(内含量

杯)[百神]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0粒x4板
[人民药业]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8袋

[威适]伤科跌打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24片x2板
[惠美舒]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6瓶(内附冲洗

器)[云南龙海]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葵花]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贴x3袋
[太极]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凯速特]法莫替丁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5片x2板
[益民堂]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0粒x3板

[博祥]新雪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6gx18片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0ml（内附冲洗

器）[永宁]胆乐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12粒x3板
[博祥]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天光]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0粒
[海外]丹黄祛瘀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6片x2板

[俊宏]舒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4gx6袋
[长源]痔疮止血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30粒x9板(每5粒重

1g)[白云山]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32片
[银诺克]清胰利胆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x9袋

[哈药六]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9.5cmx6贴
[鑫辉]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4丸x2板
[天星]肾复康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3gx12粒x2板

[钧安]炎热清片（薄膜衣异形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2片x2板
[神奇]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3片x2板
[鞍山]肾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05gx20粒x3板

[三木]灵仙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2板
[百泰]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2粒x4板
[百泰]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x3板



[济仁]伤痛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5板
[辽宁康泰]舒筋定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片x2板
[青春康源]众生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7gx12片x2板

[通天河藏药]青鹏软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40g
[金不换]耳聋左慈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200丸

[白云山]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3板

[时代阳光]喉咽清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10支

[琦云]宝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老拨云堂]普乐安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180片

[安和]抗扁桃腺炎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75ml

[齐都]洛索洛芬钠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60mgx12粒

[天星]郁金银屑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12片x3板

[999]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20袋
[国医堂]老鹳草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10g
[珮夫人]氯雷他定糖浆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80ml(0.1%)

[禾邦]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21袋
[新世通]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9片
[君山]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6gx15片
[金鸿堂]健胃止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8片x2板

[远恒]聚甲酚磺醛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90mgx3粒（内附医用
聚乙烯指套3只）

[辅仁]尿素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0g：1g）
[斯威]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5粒x3板
[景忠山]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3板
[石药]前列舒乐软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gx14粒x2板

[珮夫人]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
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80ml(0.15%)
[石药]消肿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2gx14粒x3板
[天翼]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5粒x3板
[辅仁]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2%）

[海斯]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4片
[辅仁]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20g（3%）

[信利来]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切诺]桉柠蒎肠溶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6粒

[辅仁]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50mg
[南珠]银花芒果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9片x2板
[韩都]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金岛]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8包
[太极]炎可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9粒x2板
[海外]痔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1粒x2板

[迪菲特]胆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gx30粒
[希尔安]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3板

[加劲]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片x2板（大片）
[岳草堂]胃痛定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8片

[奥邦]盐酸特比萘芬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太极]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0.2g

[白云山]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东新]肾骨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10片x3板

[都乐]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0袋



[人民药业]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4片x2板
[健生]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粒

[康源]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0cmx8贴
[二宝]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哈药六]小儿暖脐膏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2.5gx2张x2袋
[科伦]金刚藤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85gx30粒
[修正药]消瘀定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3袋
[贵州百灵]经带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2粒x3板

[云南白药]麝香跌打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3袋
[九州通]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80片

[敖东]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粒x2板
[晁氏]复方川贝母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24片
[绿叶制药]胃力康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gx9袋
[永利]小儿牛黄清肺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gx9袋
[仁和]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燕舞]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宁竹]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6板

[三乐]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24片x5板

[万方]感冒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3板
[本草堂]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三金]桂林西瓜霜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20粒

[大恒]灵丹草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粒x2板

[三精]消炎止痢灵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2片x4板
[松鹿]五海瘿瘤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9gx8丸
[万德]妇科止血灵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片x3板
[澎健]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片x2板
[旺林堂]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3板
[粤威]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cmx6cmx5片x2袋

[修正]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隆信]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15片x4板

[济安堂]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宁竹]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5板

[汉王]珠芽蓼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5袋
[济仁]盆炎清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6粒

[广宇]冬凌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48片

[汉王]珠芽蓼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本草堂]麻杏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18片
[惠美佳]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x2袋
[银河]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30丸

[人民药业]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5袋
[金马]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商丘金马]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海外]癃闭舒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4片

[万德]妇科止血灵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20片
[好护士]乳癖消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4gx60片
[北牛]清火养元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5gx10片x3板
[正茂]小儿解感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3gx12片x2板



[恒拓]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粒
[六福堂]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6粒
[万德]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30片x2板
[罗裳山]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6袋
[福瑞堂]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3板
[君山]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雷允上]乳癖消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2粒x4板
[济仁]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3板
[石药]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0袋
[大千]二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gx12袋

[东陵]新型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10cmx4贴

[中方]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8片x2板

[葵花]小儿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片
[九州通]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8袋

[康福]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3板
[绿源]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长城]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迪冉]感冒解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8袋

[龙生北药]盐酸氨溴索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mlx6支
[金岛]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4包
[万通]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修正药]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倍得芬]布洛芬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粒

[修正]喘嗽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3板
[晶珠]塞雪风湿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4gx10粒x2板

[修正]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12片x3板
[真元]龙泽熊胆胶囊（熊胆

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4粒x2板

[管城]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5袋
[葵花]洁白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9粒x2板
[康福]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2板

[中鼎]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5片x4板
[哈药六]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8袋

[建新]复方瓜子金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gx9袋

[奇运生]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千金]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6gx18片x3板

[豪运]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12袋
[燕舞]神农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

[丹东宏业]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维威]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8袋
[惠美佳]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贴x2袋

[葫芦娃]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4gx10袋
[商丘金马]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20袋

[罗浮山国药]复方风湿宁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48gx48片
[华澳]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10支
[鹤壁中药]黄连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赛立克]清开灵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丸x4袋

[和治]消食健胃片（口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4板
[广西康华]宫颈炎康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gx3粒
[普正]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4板



[葵花]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片x5袋
[丁克]盐酸特比萘芬阴道泡腾

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7片

[九典]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4片
[天星]益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0粒x2板

[九州通]穿心莲内酯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mgx9粒x2板
[天圣]参苏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龙鑫]感冒疏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粒x3板
[普林松]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2gx12片x3板
[滇中]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片x3板
[湘泉]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片x4板(糖衣片)
[东宝]新雪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6gx12片

[宝珠]甲氧氯普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mgx100片
[修正堂]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华瑞]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gx10袋(每包含布洛

芬0.2g)
[惠海希康]金莲花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0粒x3板
[辉南三和]清心明目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8袋
[海王金象]苋菜黄连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粒x3板

[岷海]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7袋
[加劲]咳特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君山]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9粒x3板
[罗欣]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4片

[德鑫]妇炎康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12片x6板
[庆瑞]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3板
[岷海]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0粒x2板

[思连康]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5片x2板
[禅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2袋
[振霖]风湿定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2粒x2板
[永生堂]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4板

[华元医药]穿黄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5粒x2板
[九州通]苦参碱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7粒

[哈药六]醋酸氯己定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mgx6枚
[利民]前列舒乐软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gx10粒x4板
[康蒂尼]前列舒丸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6gx18袋
[桂西]妇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3板

[药芝林]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2袋
[雪豹]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0ml

[君山]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4片x5板
[翔宇赛可]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mlx9支

[旺龙]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片x3板(素
片)[人民药业]复方贝母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0片x3板

[海外]消糜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gx7片x2板
[药芝林]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3袋
[秀采]阿苯达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0.2gx8片x2板

[益泰]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恒拓]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9粒x3板
[九州通]跌打扭伤灵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昆明中药]橘红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2gx10袋
[清芬]右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片
[安友]槟榔十三味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0粒x3板
[福寿堂]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3板



[贞玉民生]川百止痒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ml
[一力]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36粒
[日中天]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贴(微孔

透气)[善润堂]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8支
[南京同仁堂]鸡骨草肝炎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5gx10袋

[九州通]参芝安神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9支
[哈药]替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2gx8粒

[南京同仁堂]云芝肝泰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gx10袋
[仙葫]跌打万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通园]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10支
[长恒]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18片x2板

[金钟]甘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0g
[仁和]川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仁和]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x10cmx7贴
[仁和]清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8袋
[仁和]通窍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60粒

[辅仁]复方熊胆薄荷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10片x2板
[广西药植]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5袋

[辅仁]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7袋
[康尔佳]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8袋
[银诺克]断血流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血 0.35gx12粒x3板
[德昌祥]鳖甲消痔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0粒x3板

罗浮山百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太极]复方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京丰]金刚藤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2板
[太极]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21袋
[俊宏]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6片x2板

[福邦]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辅仁]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8袋
[辅仁]五味子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8袋
[康源]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2cmx6贴（微孔

型）[修正堂]洁白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0粒x2板
[遂成药业]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仁和]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4粒x1板
[仁和]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ml(0.05%)

[真元]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8片
[雪樱花]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9粒x2板
[科益]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6片

[天泰]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粒x2板
[湔江]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阳光]氧化锌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20g：3g）
[瑞田]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水果味）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mlx10支(5ml:15mg)

[禅方]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8袋
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2袋

[银诺克]五灵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4粒
[太极]九味羌活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gx9袋(每10丸重

0.3g)[太极]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滇中]肠舒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2粒
[重庆赛诺]肠泰合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6支
[福广]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敬修堂]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龙门雅芳]复方苦参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0ml
[同一堂]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0粒x3板
众生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丸

[达克宁]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1%)
[傅山]小儿葫芦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0.3gx6袋
[德上]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福康]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太极]银翘解毒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2丸x2板
[人民药业]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3袋

[华阳]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金寿]麝香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片x4袋

[隆中]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9袋
[大通]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x2袋
[红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2板

[福广]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支
[一力]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一

岁以上儿童适用)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100ml：

0.15g)[仁合堂]复方羊角片（糖衣
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2片x6板
[修正堂]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8袋
[粤威]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cmx6cmx5片x2袋
[天生]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5板
[镇南王]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3板

[圣元]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山西黄河]羚羊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5gx12粒

[海尔思]抗宫炎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8片x4板
[华侨]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恒和]精制银翘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2粒
[真元]龙泽熊胆胶囊(熊胆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6粒x2板

[锥子山]连翘败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4袋
[修正堂]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3板
[正堂]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2板

[特一]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
[普林松]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2板

[一片天]喉疾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24粒

[康奇力]感冒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天星]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5粒x2板
[振霖]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4片x2板
[老君炉]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20片x1板
[华佗]肤康搽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ml

[奇特]小儿牛黄清肺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gx10袋
[海力医生]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gx21袋

[宝珠]盐酸苯海拉明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25mgx100片
[好德快]骨增生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7cmx10cmx6片x1袋
[京御堂]史国公药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00g
[京御堂]舒筋活络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500ml
[奇特]保和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奇特]连翘败毒丸（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珮夫人]复方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ml(0.55%)

[立效]参苏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6袋
[珮夫人]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亿通]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皇象]磷酸苯丙哌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24片
[999]健脑补肾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丸x5板
[石药]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扬子洲]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0ml(5%)
[奇特]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40丸
[同达]布洛芬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2片x2板

[九龙]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葛仙翁]喉康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2g

[雄狮]湿热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6片
[石药]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石药]治咳枇杷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佐今明]消食养胃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12片x3板
[粤威]骨增生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9cmx6cmx5片x2袋

[天天乐]喉舒宁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1gx12片x3板

[康福]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片x2板
[石药]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6袋
[果维康]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72片

[哈药]银黄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丸x9袋
[天星]益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14粒x2板

[百善为民]安乐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2片x4板
[冰冰马与龙]吲哚美辛呋喃唑

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7粒

[华侨]麝香风湿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8粒x2板
[吉特]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8粒x3板

[天天乐]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5袋
[七星山]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4板
[银诺克]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12片x2板

[隆中]复方百部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太极]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倍特]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2片
[鹅城]莲芝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粒x2板

[五虎山]清热消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粒x2板
[倍特]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7片x2板
[云昆]抗骨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gx10丸

[冀衡]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3gx12片x3板
[津奉]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

[福寿堂]清喉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8gx12袋

[昆明中药]养血安神颗粒（含
糖型）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gx10袋
[诺佰瑞]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11丸x2板
[维萃]秋梨润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999]温胃舒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中智]金鸡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3gx12片x3板

[长化]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济民]西青果颗粒（藏青果颗

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6袋

[万德]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2片x2板
[地威]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8支
[得菲尔]雪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昆中药]止咳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丸x2板



[克刻]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90ml
[天福康]天王补心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40丸

[龙泰]荨麻疹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10袋
[海外]花蛇解痒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35gx12片x3板

[德济]追风舒经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4片x1板
[花海]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8瓶（内附冲洗

器）[三精]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4粒
[新生]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12支
[汉方]日舒安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x3瓶(含冲洗器

1个)[同达]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3板
[绿丹]妇科止血灵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7gx15片x2板
[绿太阳]肤痔清软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0g

[天龙]癣湿药水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ml
[施诺敏]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粒

[芙蓉堂]清火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8片x2板
[迪瑞]硫酸锌尿囊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大峻]连翘败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8片x4板
[白云山]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片

[太极]九味羌活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2袋
[九典]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8片
[深圳惠民]椰露止咳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奥瑞特]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
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
[哈药]聚甲酚磺醛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0mgx6粒

[瑞年]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7袋
[江中]健胃消食片(咀嚼 无糖

型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8片x4板

[万州绿色]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ml（10%）
[绿色药业]大黄通便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gx8袋
[加劲]穿心莲片（大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

[修正药]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1袋
[哈药]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3瓶

[修正药]四季三黄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7袋
[修正药]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3板
[修正药]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6袋
[大明宫]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4丸(每10丸重6g)

[路林]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4片
[岷州]咳喘宁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6gx16片x1板

[修正药]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6粒x2板
[修正药]妇炎康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2板

[大峻]当归龙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5gx16片x2板
[太极]银柴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gx20袋

[修正药]藿香祛暑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45gx7粒x2板
[多多]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12片x3板

[哈药]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惠美佳]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x2贴
[修正药]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吉林华康]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片x3板
[北奇神]润肠通秘茶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3gx30袋

[誉隆]复方金刚烷胺氨基比林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修正药]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6片x2板
[杨凌生物]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2袋

[慧宝源]复方珍珠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mlx10支



[新华]参苓白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燕峰]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9袋
[人民药业]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4板
[修正药]风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9袋
[新辉]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8g(1%)
[广宇]止痢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5gx72片

[太极]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0粒x2板

[东方金宝]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0片x3板

[盛通]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00g
[金页]三黄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片
[永康]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2片

[福广]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1支
[甘南藏药]洁白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0丸(每4丸重0.8g)
[斯威]护肝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gx12片x6板

[江西红星]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0袋
[俊宏]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4片x2板
[易舒特]甘霖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30ml

[艾利克]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0ml(5%)
[海神]一清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5gx12粒x3板
[花红]消肿止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0ml

[商丘金马]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慢严舒柠]清喉利咽颗粒(乳糖

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5gx10袋

[仁康]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长龙]追风舒经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3板

[湔江]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9袋
[志远]辛芩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5gx12袋

[万寿宫]温胃舒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5gx9片x2板x1袋

(薄膜衣片)
[红石]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4板

[天福康]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0丸x6板
[和盛堂]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禅方]板蓝根颗粒(无蔗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20袋
[广宇]复方鸡内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6gx100片
[石药]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1袋
[辰欣]兰索拉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mgx8片x2板
[葵花]雪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铭杰]风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10袋

[炎黄本草]香砂养胃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00丸
[三顺]复方熊胆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2ml
[龙泰]排毒养颜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片x4板
[振霖]妇科止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0片x2板

[康尔佳]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8gx8袋
[新乐]固本益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60gx72片

[华北制药]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邦民制药]保和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5gx8片x2板
[岷州]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0片x4板

[津华]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30粒
[如日中天]黄连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24片x2板

[海外]清热通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8gx18片x2板x2小
盒



[斯威]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2板
[罗裳山]鼻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gx12袋

[东升]舒筋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6丸
[天安堂]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5片x2板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40ml

[大唐]滑膜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5gx12片x2板
[会康]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21片
[葵花]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5ml
[欧替药业]甲硝维参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5粒

[太极]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蒙药]清咽六味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4袋x3盒

[路德]冬凌草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00片

[东格尔]石榴健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gx12粒
[鸿博]穿心莲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华北制药]聚甲酚磺醛栓(益宝
疗)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0mgx6枚(内有消毒
指套)[佳泰]舒安卫生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gx5粒

[葵花]川贝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三清山]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太极]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8丸
[顺健]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海外]痔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5粒x2板

[九鑫]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3板

[强丰]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5支

[天光]小金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2gx2袋（每100丸

重6克）
[瑞田]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5支

(10ml:30mg)[遵义华卫]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0粒x5板
[南珠]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五洲通]盐酸赛庚啶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20g:100mg)
[振霖]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0片x2板
[君山]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5粒x2板
[修正堂]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6袋
[川渝牌]阿咖酚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86gx100包
[太福]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亨瑞达]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0mgx25片x2板

[人民药业]藤黄健骨丸(浓缩水
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2gx8袋
[甄康]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x3板

[管城]消瘀定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2袋
[金页]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三石]复方甲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4粒
[玉药]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康缘]兰索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mgx14片
[云中]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8袋
[同德堂]脑心舒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康福]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2板
[德康]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片x3板

[香菊]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8袋
[安徽天康]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5gx15片x3板
[新宇]追风舒经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太福]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一力]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同达]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2粒

[天泰]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海外]苍耳子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8粒
[羚锐]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g:5mg(0.1%)
[广发]黄藤素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24粒
[白敬宇]蒙脱石混悬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0ml:9g
[三明天泰]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
[东信]苦参碱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5粒x2板

[振霖]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5粒x2板
[天福康]附子理中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0丸

[润弘]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润丰]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8gx20片x3板

[药王孙真人]复方冬凌草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6gx8片x2板
[海外]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90ml
[久铭]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0粒x2板
[利华]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3粒x2板
[盾克]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粒x2板
[万通]咳克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2gx12粒x1板
[佐今明]百咳静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河北龙海]板蓝根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7gx12粒x2板
[迪泰]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5粒x2板

[全宇]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海外]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5gx10粒x2板
[润弘]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9gx10丸

[力胜]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7粒
[大千]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0袋

[盾克]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2粒x2板
[万德]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6粒

[天福康]天王补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390丸
[亨瑞达]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0mgx25片x4板

[湘江]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斯威]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0片x2板
[天生]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3板

[海外]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3粒x1板
[罗欣]泛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6片
[津奉]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cmx8cmx8片

[康缘]复方南星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13cmx3贴x2袋
[西峰]复方氨敏虎杖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粒

[博祥]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20粒
[安瑞坦]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

[泽众]鲜竹沥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中杰]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8粒

[川石]冻疮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
[敖东]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永生堂]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丽珠]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片x2板
[修正]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3板

[丽珠]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45片



[天天明]冰珍去翳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x2支
[仁和]四季感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0粒x3板
[枢维新]多索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gx12片

[甄康]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4袋

[修正药]双花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8片x4板

[红石]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0粒x2板
[仁悦]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50片

[润弘]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修正药]感冒退烧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2板
[修正药]止咳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修正药]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5片x2板
[甄康]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粒x2板

[玉林]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修正药]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8袋
[汉方]鳖甲消痔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粒x3板

云南白药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gx6瓶
[双蚁]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0片

[得恩德]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
[方盛]复方苦木消炎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8gx12片x4板

[粤威]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5片x1袋
[得恩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gx12粒x3板
[广东九连山]抗骨增生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24片x3板
[仙琚]糠酸莫米松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5g:5mg)
[万德]妇科止血灵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20片x3板

[大千]二丁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9袋
[三木]风寒双离拐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1gx16片x2板
[黄石卫材]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8ml
[东方]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燕舞]小儿咳喘灵泡腾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9袋
[金岛]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3包

[恒健]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cmx6cmx4片x2袋
[君山]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gx8片x4板
[六福堂]胃康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6gx12袋
[银河]维U颠茄铝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粒x2板

[新希臣]铁笛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gx16片

[滇中]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片x2板
[西安博爱]双辛鼻窦炎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gx9袋

[仁和]安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20片x3板
[玉兰]复方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三精]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24片
[海南制药]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2g(2%)

[益佰]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8粒
[哈药]熊胆痔灵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8粒
[和治]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7gx12片x4板
[道君]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九华]复方小儿退热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gx6粒
[俊宏]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片x3板
[粤威]麝香祛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7cmx4片x2袋
[莎普爱思]连翘败毒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1gx12片x4板



[中一]鼻舒适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7gx90片
[神奇]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2贴x5袋

[福寿堂]清热暗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gx12粒x2板
[太极]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5支
[桑海]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广西药植]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神奇]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x10cmx2贴x5袋
[一洋]布洛芬混悬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0ml(2%)
[林众生]健胃止痛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8片x3板

[腾药]天麻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12袋
[丹龙]分清五淋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6gx6袋
[俊宏]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8粒

[南京同仁堂]感冒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gx6袋
[正士]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3粒x2板

[安徽金马]麝香壮骨膏(弹力微
孔透气 金珞通神)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片x3袋
[三公仔]保济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6瓶
[药圣堂]养阴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8袋
[斯威]活络消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5gx10片x2板

[圣泰]小儿热速清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2袋
[冯了性]保济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7gx30袋

[德众]维C银翘片(双层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
[禅方]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仁和]银花芒果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8gx9粒x3板
[太极]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10袋
[刻康]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片x4板

[安必康]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天星]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0粒x2板
[实正]金花跌打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

[皇城相府]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方略]罗汉果止咳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6gx18片x2板

[远东]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得菲尔]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片

[欢宝]妇洁阴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附妇科冲洗
器)[中杰]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3板

[施诺敏]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7粒
[吉特]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红石]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5片x4板
[阿华]伤湿祛痛膏(微孔透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4片

[唐王]木香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6袋(每100丸重
6g)[大峻]止痛化癥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2片x3板

[立效]参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1gx12片x2板

[修正药]金果饮咽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2板

[道君]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8片x2板
[赤峰维康]愈美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片x3板
[海神]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0g:0.1g)

[美福临]桂龙咳喘宁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4gx18片x2板
[大力神]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龙泰]参芝安神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12支
[海外]香药胃安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6片
[龙泰]羚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康福]头风痛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8gx6袋

[奥星]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8gx10袋

[在田]复方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天翼]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gx14粒x2板

[敬修堂]清热消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2gx18粒
[中兴]参芪健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9袋
[德众]七叶神安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mgx12片

[克咳]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佰消安]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3板
[济民可信]九华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1gx9粒
[万通]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良济]猴耳环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2板
[巨虹]清热散结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片
[日田]清火栀麦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0粒x2板

[仁皇]盐酸倍他司汀口服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10支(10ml：
20mg)[恒诚制药]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2袋

[青原]复方银翘氨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
[四方箄]肠胃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24片x1板
[纯正堂]玉叶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8片

[朗致]桂枝茯苓丸(浓缩水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丸x8袋

[康恩贝]妇炎舒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12片x3板(薄

膜衣片)
[采色阳光]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1板
[君山]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2粒
[龙泰]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2板
[珮夫人]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8袋
[利君]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天泰]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片x3板

[利君]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6袋
[天泰]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2板

[葵花]羚羊角滴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4袋(每丸重40mg)
[云昆]通宣理肺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8片x2板

[利民]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2片x4板
[利华]暖胃舒乐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4片x2板
[葵花]康妇消炎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8gx6粒

[江西民济]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广东九连山]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片

[康宁]丁硼乳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6g
[迈可抒]盐酸布替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7g(10g:0.10g)
[华侨]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丸x8袋

[孔圣堂]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4袋
[青阳]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
[瑞生]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福寿堂]清热暗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gx12粒x3板
[太极]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玫芦消痤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
[双药]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博祥]新雪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6gx16片x2板
[南国]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恒诚制药]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花城]猴耳环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9粒x2板
[明康欣]阿达帕林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15g:15mg)
[俊宏]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7粒x2板
[希尔安]茵花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金柯]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2片x5板

[佛仁制药]复方羊角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8gx10袋
[银河]氨基比林咖啡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曲靖]溃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3板
[雪樱花]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0粒x3板

[润都]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0粒
[德鑫]妇炎康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2gx12片x3板
[花城]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包

[中联]肚痛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g(每20粒重1g)
[潘高寿]治咳川贝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0ml

[南洋]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0支
[同益]小儿百部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瓶

[葵花]独活止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人福]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5支

[午时]金银花露(含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50ml
[严煞]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2板

[慧谷]枫蓼肠胃康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5gx12片x2板
[弘泰]银贝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8袋

[天福康]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00丸
[好及施]复方山金车花贴片(冷

感)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14cmx2贴

[六福堂]胃乐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8粒x3板
[仁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3板

[华阳]小儿清热止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7支
[乐泰]硝酸咪康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ml(2%)

[白云山]夏桑菊颗粒(低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20袋
[神农药业]清热镇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南雪]止咳宁嗽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4粒x2板
[华佗]止泻保童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肠炎 2.5gx8袋

[君沙克]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x3板
[在田]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18片
[石药]伤科跌打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7gx12片x3板
[广宇]连蒲双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永基]小儿止泻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6gx5袋
[仁和]氨酚烷胺那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1板

[克逗]阿达帕林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0.1%(30g:30mg)
[达芬霖]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20ml:10mg

[方略]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12袋
[竹安]清热消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粒x3板
[东新]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2%)
[京通美联]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3板
[宝瑞坦]复方感冒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天宁寺]复方青黛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0.5gx12粒x4板

[石家庄四药]人工牛黄甲硝唑
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中和]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7袋
[斯威]胃立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片x4板

[奥可安]甲硝唑口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mgx10片



[中联]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x6袋
[蒙药]外用溃疡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75gx4支

[石药]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5包
[本草堂]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片x2板
[九芝堂]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x3袋

[优卡丹]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8袋
[皇象]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36片

[岷州]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8袋
[双汇]异丙嗪胆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片x2板

[唐王]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4板

[新四方]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5板
[鼎泰]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ml

[康恩贝]紫草婴儿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红石]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2片x2板

[神鹿]儿泻停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gx12袋
[钧安]复方苦木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gx12粒x2板

[逢春]蒲公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9袋
[旺龙]氯唑沙宗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gx4片
[昊邦]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5片x4板

[广西药植]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包
[吴蛇]药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8gx10支

[仁和]抗宫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5粒x4板
[永康]九味羌活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12袋
[龙发]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3板

[康芝]止咳橘红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0袋
[恩威]洁尔阴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50ml
[诺得胜]众生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4板

[清川仁源]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12片x2板
[闪亮]羟丙甲纤维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50mg

[忠宁]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仁和]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8片x2板
[仁和]阿达帕林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0.1%)

[雅皓]丁硼乳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6g
[仁和]氨糖美辛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x2板
[昆明中药]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2板
[菲德力]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易亨]盐酸氨溴索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5mgx10粒
[利民]前列舒乐软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6gx18粒
[济仁]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2粒x4板

[杏林白马]清热通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9gx12片x2板
[天光]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2袋
[丁桂]小儿泻止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肠炎 3gx6袋
[大峻]连翘败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2板

[华新]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x2板
[大峻]藿香清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32gx20粒x2板

[仁和]复方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6粒(内附一次性
塑料卫生手指套)

[天水岐黄]附子理中丸(浓缩
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0丸
[知原]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50ml

[葵花]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片x5袋



[天目山]珍珠明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华太]四季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9gx12片x2板

[福建太平洋]复方氨酚烷胺胶
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1粒
[白云山]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重庆赛诺]蛇胆陈皮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湘江]愈美分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片

[永龙]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葵花]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lx6支

[得菲尔]新雪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6gx12片
[金寿]辣椒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片x2袋

[圣元]复方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颐生]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5gx18片x2板x2盒

[为诚]西青果颗粒(藏青果颗
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9袋

[南王]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15袋

[迪泰]喉舒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大力神]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70ml
[大力神]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70ml
[大力神]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70ml

[旺方]感冒止咳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9gx15片x2板
[逸舒]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粒

[余仁堂]辣椒风湿膏(高弹力微
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cmx6cmx5片x2袋
[白求恩]胃乐新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0袋
[怡瑞]西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10片x2板
[菲德力]胃膜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3板
[余仁堂]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cmx6cmx5片x2袋

[赛睿]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8丸
[葵花]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片x5袋

[国医堂]枫蓼肠胃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x2板
[泰诺林]对乙酰氨基酚混悬滴

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0ml(15ml:1.5g)

[皇象]强力止咳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1gx24片x2板
[皇象]复方龙胆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片x2板
[搏渭]复方龙胆碳酸氢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片x1板

[润洁]萘敏维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仁和]肺宁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9袋

[恒健]硝酸益康唑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1%)
[易舒特]聚维酮碘凝胶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g：0.5gx5支
[太极]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0ml
[葵花]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0袋

[华太]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12片x2板
[英雄]舒肝健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艾茵美]复方小儿退热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7gx5粒
[潘大夫]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12片x4板

[津华]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30粒
[山西恒泰]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石药]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8袋
[万德]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20片x2板
[和畅]美洛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2片

[太福]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片x3板



[贵州百灵]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40袋
[恒拓]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妈咪爱]枯草杆菌二联活菌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gx15袋
[江苏康美]药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8gx5支
[仁和]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9粒x3板

[修正药]氢溴酸右美沙芬分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片x2板
[海力医生]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汉宝]腰腿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gx5袋x3盒
[汉宝]腰腿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gx6袋

[济仁]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2粒x2板
[京润义海]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42粒

[龙泰]荨麻疹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x3袋
[顺健]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2粒x3板
[鑫辉]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6丸x5袋

[华侨]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8丸x8袋
[华侨]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8丸x10袋

[长龙生化]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6袋
[利华]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2粒x2板x3小

盒[敖喜]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
[华纳]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12片

[修正]双黄连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gx6片x3板
[盘龙云海]排毒养颜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4gx12粒x2板

[济仁]乳癖康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gx10粒x2板
[济仁]前列闭尔通栓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2gx6粒
[济仁]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0粒x2板x3小

盒[惠美佳]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贴x3袋
[天宏]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24片x2板
[天宏]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5片x2板

[强力阿莫仙]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钾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457gx6片
[江西民济]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润弘]阴痒康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0ml
[济世]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40丸

[圣鹰]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粒x2板
[得菲尔]川贝雪梨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8袋
[石药]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8包

[康源]麝香壮骨膏(微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0cmx4贴x2袋
[诺得胜]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诺捷康]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片x2板
[振霖]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5粒x3板

[罗裳山]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8袋
[伊利欣]氯雷他定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8袋
[岷州]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片x3板

[振霖]复方金刚烷胺氨基比林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片x3板
[君山]舒筋活血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7gx24片x4板

[科尔沁]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4贴x5袋
[大源]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0粒x2板
[天生]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2片x4板
[福寿堂]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8袋
[金丹]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2片x2板
[老君炉]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12片x2板
[白云山]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粒x2板



[千年健]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神奇]枇杷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粒

[修正药]穿心莲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宝珠]酚酞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0mgx30片x2板

[辽宁美大康]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1支
[粤威]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贴x2袋
[福康]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8片x2板

[荣仁药业]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斯威]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片x3板
[振霖]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4粒x3板

[可坦]愈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片x2板
[辰欣]兰索拉唑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mgx8片
[佰消安]黄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2粒x2板
[红石]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5粒x3板

[金太子]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逸舒升]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
[人民药业]唇齿清胃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5gx3袋x2小盒

[慧宝源]复方桔梗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2板
[羚康]补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3板
[芙蓉堂]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9gx24片x3板

[天生]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20片x3板
[中研]妇炎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5gx6袋

[修正]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2袋
[皇象]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6gx100片

[修正]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12片x2板
[云春]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8袋
[盛翔]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粤威]骨增生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7cmx10cmx4片x3袋

[沈阳红药]红药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6gx18片x2板
[升华牌]氨茶碱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00片
[得菲尔]柴胡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12支
[诺得胜]补脑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片
[恒健]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1%)
[快锐达]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万德]妇科止血灵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片x2板x2盒
[天光]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10袋

[丹龙]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万裕]盐酸非索非那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30mgx12片x2板

[华素]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金鸿]穿心莲内酯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mgx12粒
[济仁]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0粒x2板
[诺得胜]安神益脑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裕尔]磷酸铝凝胶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gx5袋(20g：2.5g)

[海沣]清眩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2片x3板
[汇元]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粒x3板

[大恒]双黄连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5gx15粒x2板
[张恒春]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5袋

[管城]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20片x2板
[力强牌]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贴x2袋
[东陵]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8贴



[太极]银翘解毒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2丸x4板
[人民药业]唇齿清胃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4.5gx12袋

[修正药]利咽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4gx12片x2板

[修正药]痛肿灵(酊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6ml

[中方]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益馨康]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0粒x5板
[中方]清脑复神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0mlx10支

[清川仁源]西青果颗粒(藏青果
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12袋

[恒健]吡罗昔康搽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30ml(50ml:0.5g)(带
喷头，方便使用)

[万通]咳克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2gx10粒x2板
[佳佳舒]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5袋

[心正]抗宫炎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0片x3板x3袋
[粤威]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3贴x2袋
[康尔佳]溃疡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3板

[力胜]苦参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片x3板
[午时]通宣理肺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9gx12袋

[阿华]伤湿祛痛膏(弹力微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x13cmx4片
[三金]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本草堂]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4片x2板

[百泉]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

[真元]利咽灵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2片x2板

[伊龙]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25gx24片
[川抗]硝呋太尔制霉素阴道软

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6粒

[九寨沟]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7cmx10贴
[道君]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贵妃舒]妇炎康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8片x4板(片芯重

0.25g)[华科]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8粒x2板
[康森]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和盛堂]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
[宝盛康]阿魏酸哌嗪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50mgx50片

盘龙七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2板
[红古豆]美辛唑酮红古豆醇酯

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粒

[老君炉]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12袋
[长恒]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12片x2板

[百泉]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2板
[仙宫]金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0ml

[葫芦爸]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9袋
[修正]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6片x1板

[鑫烨]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严必妥]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7片x2板
[新亚]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12片x2板

[诺安]复方樟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万德]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

[白云山]板蓝根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20袋
[芙必叮]地氯雷他定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0.5g:2.5mgx14袋



[安徽金马]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片x2袋
(肤色微孔透气)

[恒健]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2支
[白云山]清开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红石]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片x2板
罗浮山百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0ml

[银诺克]感冒清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济人]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3板

[福建太平洋]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x2板
[太极]龙胆泻肝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50袋

[三益]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4g(0.5%)
[得菲尔]金银花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0ml
[恩威]洁尔阴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60ml(内附冲洗器1

个)[葫芦爸]感冒清热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袋
[白云山]清开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8支
[雪芷泰]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20袋

[思密达]蒙脱石散(桔子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3gx10袋
[回音必]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2板

[南王]清火栀麦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4板
[奇正]青鹏软膏(曾用名：青鹏

膏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35g

[九寨沟]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7cmx5贴
[松辽]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6粒x2板

[得必泰]复方铝酸铋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3gx28袋
[松辽]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3板
[清川仁源]银花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金北药]咽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gx24片x1板

[白云山]抗病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粒x2板
[云昆]感冒消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片x3板

[方明]酮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2%)
[太极]风寒咳嗽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12袋

[三精]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3板
[鉴康]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5袋

[哈药]消风止痒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gx9袋
[丽珠]抗病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2袋

[花城]猴耳环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粒x2板
[葵花]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2袋
[铍宝]消炎癣湿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太极]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严济堂]金刚藤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粒x3板
[皇威]腰腿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gx8袋
[红石]乳宁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8片x3板

[鑫辉]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2支
[圣健]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片x4板(大片)
[跨海]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2板

[鹊牌]排石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5gx12袋
[万岁]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8袋

[石药]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片
[太平]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3板
[普健]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5板

[葫芦爸]肠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0粒x3板



[力美松]尼美舒利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0片
[伤泰]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3板

[森健]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4板

[可益甘]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5袋
[今越]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ml

[金宝]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4板
[东田]妇炎康复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9gx6片x3板

[太极]金银花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0ml
[葫芦爸]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5gx9粒x3板
[丰寸]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0粒x4板

[九芝堂]复方苦参水杨酸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6gx2袋
[吉祥娃娃]小儿清热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12袋
[加斯清]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10片

[太极]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9袋
[显通]珍珠层粉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

[通化长城]磷酸苯丙哌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24片x2板
[一康]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11袋

[林恒]双唑泰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片
[昭药]川贝枇杷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l

**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贴(药芯袋每贴装
1.2g，润湿剂每袋装

2.5ml)罗浮山百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2.5ml
[云昆]金花消痤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4gx9袋
[银诺克]康乐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2板x2小盒
[福寿堂]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16袋
[太子]川贝止咳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神奇]骨友灵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2贴x5袋(打

孔)[御金丹]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300丸
[葫芦爸]感冒咳嗽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gx16粒
[葫芦爸]消炎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6粒x2板

[管城]精制狗皮膏(高弹无纺 
微孔透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2贴x2袋
[采特]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ml(1%)

[特丰]复方甘草酸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5片x2板
[三仁堂]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

[切诺]桉柠蒎肠溶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12gx12粒
[欧氏]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2粒x1板

[兴安岭]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24片x1板

[杏林白马]保妇康凝胶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4gx1支
[金不换]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3板
[天济草堂]复方石韦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2粒x5板

[恒帝]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4粒x4板
[中杰]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5片x4板

[九州祥云]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2片x3板
[关德兴宝芝林]前列舒乐颗粒

(无糖型)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4gx9袋

[奥松]肚痛泻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gx150丸
[同人泰]藿香正气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gx10袋
[万寿宫]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

[明镜亨利]复方岩白菜素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片
[圣济堂]速效止泻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2板



[康刻尔]茴三硫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5mgx12片x2板
[侨星]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5袋
[骅成制药]天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5片x4板

[野虎]清凉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8.4g
[双倡]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0.3mg

[九州通]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3板
[佳泰药业]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6瓶

[福元]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10%)
[粤威]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

[仁丰]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和黄]胆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36gx60片
[华北制药]腺苷钴胺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2片x8板
[华太]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片x2板

[葫芦娃]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4gx8袋
[诺得胜]杏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鹊牌]祛痰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6支

[999必无忧]酮康他索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亚洲制药]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银诺克]风湿关节炎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4板

[天天乐]四味脾胃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6袋
[东泰]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6粒x3板

[鼎鹤]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1板
[三星堆]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4板

[天龙]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00ml
[百泉]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8片x10袋

[人民药业]通窍耳聋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6gx4袋
[汉源]银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银诺克]妇洁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95ml
[振霖]复方金刚烷胺氨基比林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振霖]胆香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2片x3板
[济仁]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0粒x4板

[德联]复方岗松止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20ml(附一次性使用

阴道冲洗器)
[红石]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5gx12片x3板

[振霖]复方金刚烷胺氨基比林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欧替药业]妇宁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gx4粒
[景忠山]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4板

[黄山]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80丸
[健民]足光散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x6袋

[彼欣]泛昔洛韦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6粒x2板
[恩威]洁尔阴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00ml
[太极]半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x2瓶

[松华]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25ml
[宝龙]复方酮康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

[雷氏]龙荟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0g
[圣威]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9袋

[同仁堂]感冒清热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6袋

[景忠山]咳喘舒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3板(薄

膜衣片)
[葫芦娃]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20ml

[万州绿色]枫蓼肠胃康合剂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0ml



[九州通]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4粒x2板
[万顺堂]复方聚维酮碘搽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ml

[中联]三维制霉素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7枚x2板(加投药器)
[山西黄河]养阴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14袋

[999]麝香壮骨膏(打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2贴x5袋
[宝乐安]酪酸梭菌活菌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0mgx15袋
[福建太平洋]联苯苄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5g：150mg)

[百神]活血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2粒x2板
[石家庄华诺]银黄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4板
[真元]炎立消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粒x3板
[广宇制药]安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gx72片
[俊宏]通舒口爽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5gx12片x2板

[鼎鹤]桂龙咳喘宁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4gx12片x4板
[金宝]热毒平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gx12袋
[振霖]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5袋

[同药集团]癃闭舒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gx12片
[力生]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

[益尔]重感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8片
[花红]金松止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5ml(内附冲洗器)
[回音必]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奇正]铁棒锤止痛膏(弹力胶布 
激光微孔)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1贴x5袋

[仁和]西青果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8袋

[云昆]天麻祛风补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片x4板
[三精]一清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7.5gx6袋

[万岁]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8袋
[羚锐]通络祛痛膏(骨质增生一
贴灵 激光超微切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10贴x1袋

[德亿]肠胃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24片x1板
[仁和]润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3gx12粒x2板
[701]跌打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7cmx4贴x2袋

[葵花]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松鹿]养阴清肺口服液(无蔗

糖)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天天明]冰珍清目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x2支
[瑞珠]聚乙烯醇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8mlx15支

[仙琚]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天舒欣]康复新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0ml
[维威]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40ml
[仁和中方]附桂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3片x2袋

[奇灵]麝香壮骨膏(微孔透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贴
[肤阴洁]复方黄松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80ml(附妇科冲洗

器)[乐赛仙]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包
[鹿王]感冒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12粒x2板
[盾克]盆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0gx10粒x4板
[鑫辉]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9袋

[国风]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12袋
[好大夫]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0片x4板
[中联]熊胆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5gx3支
[中兴]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9袋

[东泰]西帕依麦孜彼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25gx6粒x2板
[米阿卡]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9袋



[济人]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6板
[仁和]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5g(1%)

[广宇]冬凌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6gx60片

[仁和中方]少林风湿跌打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x9.5cmx5片x2袋
[惠美健]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30袋

[仁和]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100片
[优卡丹]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太极]风寒咳嗽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9袋
[仁和可立克]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1袋

[克快好]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6袋
[石药]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孔府]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7gx20片x2板(薄

膜衣片)
[云鹏]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8片x3板

[明康欣]阿达帕林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15g:15mg)
[康恩贝]消炎止咳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1gx12片x3板

[恩威]洁尔阴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3gx28片(内附给药

指套28个)
[仁和]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8袋
[仁和]芩芷鼻炎糖浆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0ml

[仁和]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4mgx18片x1板
[希力]丹参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5gx12粒x3板

[万方]百合固金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5gx9片x2板
[英太青]双氯芬酸钠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5gx2支(1%)

[盛翔]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8支
[海口奇力]枫蓼肠胃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7gx12粒x2板

[疁城]明胶空心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0粒(1号)
[云河]虎力散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6粒x2板
[孔府]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2板

[宜好]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5板
[津华]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7粒x4板
[泰恩康]麝香祛风湿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0cmx6cmx5片x2袋
[仁和]妇科白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6gx12片x3板
[博迪同]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0片x3板
[湔江]大黄通便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5gx6粒x3板
[普壮]独一味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9粒x5板
[人生]伸筋丹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15gx12粒x5板
[太极]独圣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9片x4板
[诺得胜]香连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3瓶

[致君]青柏洁身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内附1套外用
冲洗器)[方舟]一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5gx12片x3板

[小彤彤]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20袋
[得恩德]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6板

[晨牌]喉舒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3板

[乐泰]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00ml
[人福医药]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石药]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4板
[老山]胃乐宁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片x4板
[南洋]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ml(1%)



[仙宫]金归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维威]养阴清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5ml

[信龙]碘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50ml(2%)
[玉仁]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3板

[黄石卫材]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13cmx4贴x2袋
(弹力微孔型)

[通用]核酪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东信]复方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6粒x2板

[天福康]香砂养胃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60丸
[普济堂]感冒灵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12袋
[振兴]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午时]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维威]清火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6gx16片x2板
[商丘金马]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2袋
[乐佰赛]杏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40ml

[北京亚东]感冒清热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0.45gx12粒x2板

[天天乐]喉舒宁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1gx24片

[哈尔滨东方]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6袋
[和治]消食健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2片x2板

[仁皇]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云龙]复方鱼腥草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2gx12粒x2板

[息斯敏]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6片x2板
[远力健]清开灵片(薄膜包衣)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x3板

[千金]妇科千金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44片
[昊邦]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2片x3板

[唐王]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6板

[恒拓]妇炎舒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1gx15片x3板(薄

膜衣片)
[敖东]羚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生达]清肺抑火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12粒x3板

[三清山]氨咖黄敏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0ml
[天方]双黄连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0粒x3板

[康源]麝香壮骨膏(微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6贴x2包
[吗丁啉]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21片x2板
[万通]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玉林]湿毒清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0.62gx12片x2板
[瑞龙]天麻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gx8袋

[人生]小儿解表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mlx6支
[龙发]小柴胡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孚克森]清热暗疮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25gx15粒x2板
[奇特]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8gx12粒x3板x2袋
[金笛]复方鱼腥草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8瓶

[先大]氢溴酸右美沙芬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朗依君]硝呋太尔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4粒x1板

[永德兴]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0支
[华纳大药厂]裸花紫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片x3板

[粤威]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
[神农虎]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6贴x1袋
[万通]胃炎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4板



[万通]精制狗皮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6贴
[丽珠]前列安栓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2gx7粒(附指套两袋)

[粤威]麝香止痛贴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4片x2袋
[盾克]消肿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52gx9粒x3板x2小

盒[扬子洲]硝酸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
[同定妥]消炎镇痛膏(双弹无纺

布)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7片

[百益]麝香追风膏(弹力微孔透
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5片
[乐赛仙]东乐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cmx10cmx5贴

[英平]丹皮酚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8g
[天福康]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60丸x6板
[诺佰瑞]复方贝母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4片x2板

[聚誉堂]蛤蚧定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5袋
[石药]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9粒x2板
[好达舒]除湿止痒洗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0ml

[雪芷泰]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0袋
[丽珠]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20袋
[华山牌]摩罗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9gx9丸

[科伦]大山楂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12袋
[太极]安神补心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0片

[奇畅]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10袋
[方盛]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红绿灯]护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0片(糖衣片)
[长垣]舒筋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24片x5板

[方盛]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0mgx12片
[济仁]伤痛宁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0粒x3板
[平康]参梅养胃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gx12袋
[同兴康]复方黄连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0mgx18片x2板
[方盛]奥硝唑阴道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8粒

[羚康]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片x2板

[羚康]穿心莲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10gx15片x2板
[石药]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1板(大片)
[方盛]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4板

[桂西]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2板

[快益点]抗感解毒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1袋
[龙潭山]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0粒x4板
[岷州]杜仲壮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5gx10粒x4板

[科学家]补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20片x3板
[惠海希康]金莲花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5gx12粒x2板
[三益]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g(0.5%)
[岷州]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2片x2板
[岷州]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2片x3板

[思密达]蒙脱石散(桔子味)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5袋
[绿因]红金消结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3盒

[英平]感冒解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6袋
[仁和]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3板

[黄山]香砂六君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80丸
[同兴康]肾石通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4gx11袋

[方盛]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8粒x4板
[科伦]夏桑菊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gx12袋



[齐源堂]尿塞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15片x2板
[长龙]追风舒经活血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5片x1板
[小葵花]金银花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50ml
[余良卿号]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太极]橘红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8袋
[志速宁]美辛唑酮红古豆醇酯

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7粒

[天龙]口腔炎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l
[滇中]鼻舒适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3板

[尤畅]硝酸咪康唑阴道软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4gx3粒
[华峰]麻仁润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3.2gx12袋
[中族]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0袋
[太极]九味羌活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5gx6袋
[太极]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太极]除湿白带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6gx10袋(每20丸重

1g)[太极]加味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gx10袋
[千汇一号]银黄含化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5mgx128丸

[神奇]妇炎康复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9gx10片x3板
[凯因甘乐]复方甘草酸苷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9粒x2板

[惍世慷]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6袋
[郑环]宫瘤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0粒x3板
[瑞辉]熊胆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德济]喘咳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3板

[修正]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2板
[达仁堂]藿香正气软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45gx10粒x2板

[太极]藿香正气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2支
[白云山]小柴胡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gx10袋
[海王]熊胆黄芩滴眼液(黑宝)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

[坝上]金莲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8gx12袋
[亿通]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19gx18片x2板
[碧凯]保妇康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74gx8粒

[巴普乐]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2袋
[好医生]小儿解表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桂龙咳喘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gx9粒x3板
[白云山]口炎清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x16袋
[铍宝]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

[九寨沟]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5gx10袋
[龙润]绿及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8袋
[鑫瑞]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瑞龙]槟榔四消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8袋
[良济]云实感冒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60ml

[仙阁]润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g
[小儿力克舒]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8袋

[中华]清热镇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鑫生]清火养元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5gx12片x3板

[麦克欧音]西青果颗粒(藏青果
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6袋

[盖克]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1袋
[利君]复方胃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片x2板

[九寨沟]九味羌活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10袋
[贵州百灵]结石清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粒x2板
[白云山]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9袋



[杨济生]穿王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gx12粒x3板
[万年青]珠贝定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40丸(每丸含氨茶碱

8mg)[百灵鸟]复方消痔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7粒
[蒙药]桔梗八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3袋
[天辰]复方薄荷脑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28g
[米阿卡]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9袋

[得每通]胰酶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15gx20粒
[仁和]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g

[葫芦爸]维C银翘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3gx12粒x2板
[扬子江]荜铃胃痛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6袋
[龙牡]小儿解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5gx8袋

[迪康]肤痒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gx12袋
[贵州百灵]咳速停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l
[明仁]双唑泰阴道凝胶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gx2支
[克快好]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仁和]黄柏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粒
[迪康]通窍鼻炎颗粒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gx15袋
[克快好]橘红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1gx9袋
[邦诺]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8片

[双飞人]法国双飞人药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ml
[太和洞]久咳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7gx60粒
小林制药脚气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

[前列康]普乐安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75gx60粒
[可伊]新复方芦荟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43gx12粒x4板

[九州通]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太极]急支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0ml

[星辰牌]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72片
[安美露]特效消炎镇痛药液(弯

弯樽装)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6ml

[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5粒
[李万山]肚痛健胃整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50粒
[显微镜牌]九七四白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4g

[李众胜堂]保济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瓶
[寿世]西藏胃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小盒

保心安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0ml
[FORTOLIN]幸福止痛素(特强)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

和兴白花油(二号)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ml
[广西万通制药]复方金钱草颗

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3gx18袋

[康缘]金振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8支
[马世良堂]保胃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2g(0.64gx50片)

[蚱蜢为记]茂隆万应莪术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40ml
虎标万金油(红)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19.4g

[辅仁]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粒x2板
[星辰牌]蒲地蓝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5板

[COLTALIN]速效幸福伤风感冒
素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
[Hisamitsu]撒隆巴斯镇痛贴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cmx4.2cmx20贴
[百维]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片x2板

[天士力]痰咳净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3mgx150丸
[腾药]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司百得]精氨酸布洛芬颗粒(薄
荷口味)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gx14包
[振霖牌]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20粒x2板
[盛翔]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50ml



[尤伯松]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g(0.1%)
[宁宁]锡类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

[999]茵栀黄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mlx10支
[宏济堂]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6袋

[敏使朗]甲磺酸倍他司汀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6mgx10片x10板
[思密达]蒙脱石散(草莓口味)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乐珠]珍珠明目滴眼液(胶体溶

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5ml

[红香]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1%)
[绿约膏]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

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30g

[999]肾石通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5gx10袋
[立竿停]珍珠冰硼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
[益佰]妇炎消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粒x3板
[仁和]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4板

[琪康]麻杏止咳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10片x2板
[飞云]抗病毒口服液(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力强牌]小儿暖脐膏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5gx1张x3袋
[镇山虎]麝香壮骨膏(弹力微孔

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4贴x2袋

[百善为民]人工牛黄甲硝唑胶
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4片x1板
[鹊牌]祛痰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lx8支
[仁和]滴通鼻炎水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
[仁和]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片x3板

[信龙]解痉镇痛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5ml
[仁和]尿素维E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15%)

三金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29gx54片
[仁和]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4板

[思密达]蒙脱石散(草莓味)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5袋
依马打正红花油(大号装)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Counterpain]大正肯得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0g
斧标驱风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56ml
紫花油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26ml

[MOPIKO]宝贝湿疹膏(无比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5g
[唯达宁]硝酸益康唑喷雾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60ml(1%)
[仁和]复方谷氨酰胺颗粒(舍

兰)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7gx9袋

[鲁南]柴银口服液(启达清)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6瓶
[老方]金胃泰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2粒x2板x2盒

[仁和]感特灵胶囊(特力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gx12粒x2板

[仁和]喉痛灵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8袋

[仁和]绿梅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8袋
[仁和]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6gx10片x2板
[仁和]安络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其它 0.25gx12片x3板

[麦迪海]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千金]妇科千金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8片x7板

[新白内停]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3mlx15支
(0.3ml:1.5mg)[真仁堂]药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8gx2支x4袋

[积大帼妥]盆炎净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5gx12袋
[仁和]消炎止咳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8片

[万通]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万通]小儿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0ml
[康森]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5袋
[康森]玄麦甘桔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5袋



[白云山]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仁和]妇科白带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6gx12片x4板(薄

膜衣)[济民可信]复方小儿退热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gx4枚
[葵花康宝]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5袋

[济民可信]小儿热咳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5支
[仁和]重楼解毒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5ml

[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

[江中]复方草珊瑚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gx6片x3板

[感康]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片x3板
[仁和]齿痛消炎灵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gx6袋

[仁和]川贝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g
[仁和]氨咖黄敏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仁和]消炎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2gx12粒x2板
[999]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20袋

[宏宇]金喉健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0ml
[小葵花]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3gx6袋

[同仁堂]口腔溃疡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gx6瓶
[济民可信]小青龙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仁和]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9袋
[仁和]甲硝唑口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mgx10片x1板
[叶开泰]健民咽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6片x3板

[立可安]复方木香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2片
[仁和]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1gx12片x3板

[英太青]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0粒x3板
[安斯菲]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5片
[仁和]复方延胡索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l

[康恩贝]肠炎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2gx12片x5板
[舒康岸]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3板

[贵州百灵]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
[仁和可立克]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12粒x3板

[葫芦爸]肠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粒x4板
[济川]健胃消食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lx10支

[仁和]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g
[六棉牌]清凉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8片x2板

[风砺乐]活血止痛软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5gx9粒x2板
[九寨沟]荆防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18袋
[葵花]双黄连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9袋
[恒霸]伤科灵喷雾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潘高寿]杏仁止咳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仁和]双氯芬酸钾片(久宁)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10片x2板
[明太医]拔毒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2贴x2袋

[同仁堂]加味感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gx10袋
[万年青]胆石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65gx60粒
[万年青]莲胆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24片
[万年青]复方石淋通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00片

[云龙]复方鱼腥草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2gx12粒
[叶开泰]精制海马追风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8cmx13cmx1片x3袋
[长化]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葫芦爸]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6gx12片x2板
[维康清畅]银黄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7gx8袋



[万年青]筋痛消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0ml
[华葆]小柴胡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gx18袋
[康隆]强力枇杷露(无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凯宝]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九典]痔疮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4gx12粒x4板

[爱尔士]紫归治裂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cmx7cmx12贴
[百神]蛇胆陈皮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0ml
[白云山]清开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0gx10粒x3板
[远达]胃炎宁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5gx6袋

[华山牌]摩罗丹(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6丸x9袋
[江中]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12片x3板
[嘉应]双料喉风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2g

[小葵花]小儿柴桂退热颗粒(甜
橙口味)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10袋
[金雷立雅]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克快好]润肺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4粒x2板
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9袋

[午时]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支
[志邦]甲硝唑口颊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3mgx10片x2板
[石药]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0片x3板

[厚德大健康]玉叶清火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粒x2板
[仁和]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8gx12片x4板
[金时康]清火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8片x3板

[迈吉司]盐酸伐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6片x2板
[小儿力克舒]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20袋

[畅言停]蒙脱石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10袋
[葵花]阿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5g(3%)
[万通]感冒解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9袋

[少林寺]暖脐膏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3gx1张x3袋
[仁和]甲钴胺胶囊(乐亢)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2粒x4板

[仁和]复方鲜竹沥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瓶

[慢严舒柠]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2板

[仁和]清开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2片
[仁和]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0片

[芙必叮]地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x2板
[中一]腹可安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4gx24片x1瓶

[李众胜堂]普济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89gx10瓶
[黄连之乡]香连片(薄膜衣大

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5片x2板

[迪赛蓝精灵]口腔溃疡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3gx6片x3板
[仁和]消炎利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6gx120片(薄膜衣

小片)[仁和]克罗米通乳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5g(10g:1g)
[仁和]双黄消炎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0片x3板

[仁和]红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24片x2板
[仁和]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8袋

[整肠生]地衣芽孢杆菌活菌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25gx6粒x4板
[仁和]糠酸莫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g:5mg(0.1%)

[石药]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3板
[石药集团]利咽解毒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6gx6袋

[美东]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3板



[亚泰康派]鸡胆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9支
[济安堂]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1支
[首儿]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gx10袋

[松栢]治咳川贝枇杷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50丸
[同仁堂]参苓白术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一力]金莲花泡腾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5gx6片
[江中]口腔炎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ml

[仁泽]复方羊角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5片x4板
[鲁南]桔贝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支

[达喜]铝碳酸镁咀嚼片(曾用
名:铝碳酸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30片
[三金]双虎肿痛宁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0ml
[三金]舒咽清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ml

[争欣]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5ml:24.4mg)
[贝得宁]儿童咳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50ml

[肤阴洁]复方黄松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50ml
[潘高寿]小儿清热利肺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支
[999]盐酸氨溴索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5mgx6粒
[长化]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

[南国]肌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2gx100片
[刻舒宁]吡拉西坦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4gx15片x3板
[北方经开]辽源七厘散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gx10包

[普济堂]舒肝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4g(每100丸重20g)
[普济堂]保和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0g

[东大夫]朱砂安神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750丸
[东大夫]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750丸

[东大夫]人参健脾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750丸
[金合]蛤蚧定喘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gx8袋
[银塔]腰腿痛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9.6g

[葵花]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gx12袋
[南京同仁堂]天麻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6g
[问医堂]痰咳净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22片
[葵花]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9袋
[盟星]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6.5cmx10cmx10贴

[康利宁]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0.1%)
众生丸(薄膜衣 浓缩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24丸x3板
[信谊]柳氮磺吡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5板

[天津同仁堂]清咽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5片x1板

[铁拐李牌]祖师麻关节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4贴x1袋
[鑫烨]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马应龙]水杨酸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5%)
[速的消]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g

[惍世慷]柏子养心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6袋
[双龙]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2片x2板

[宝正]明目地黄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480粒
[百善为民]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2gx12片x1板

[宝正]健脾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80粒
[普济堂]通宣理肺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0丸

[惍世慷]柴胡舒肝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gx6袋
[龙潭山]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普济堂]清眩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6gx10丸



[宝正]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80粒
[东大夫]柏子养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750丸
[东大夫]天王补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750丸

[双士]天麻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60粒

[天宁寺]复方青黛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白癜风/银屑

病/斑秃
6gx9袋

[紫鑫]萆薢分清丸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6gx10袋
[仁和]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紫金山泉]开胸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石药]藤黄健骨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5gx8丸x3板
[普济堂]跌打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gx10丸

[普济堂]天王补心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4g
[东医生]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720丸
[丹龙]香砂养胃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丹龙]天王补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丹龙]朱砂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
[丹龙]牛黄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九郡]舒肝平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5gx8袋
[河西]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袋
[丹龙]舒肝和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恒帝]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丸x2板

[惍世慷]朱砂安神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6袋
[参鸽]舒筋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3gx4丸x3小盒

[紫金山泉]银翘解毒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10丸
[普济堂]舒肝和胃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0g
[美罗]海洋胃药(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2gx72片

[午时]强力枇杷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12袋
[芙原]积雪苷霜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30g(2.5%)

[天天乐]四味脾胃舒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9袋
[鼎鹤]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6gx20片x3板

[传国神麒]茵山莲颗粒(无糖
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gx10袋
[鼎鹤]化痔灵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片x4板

[安友]阿拉坦五味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0粒x2板
[舍兰]复方谷氨酰胺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67gx21袋

[红严]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5片x2板
[神奇]全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5gx12粒x3板
[丹龙]牛黄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丸
[乐仁堂]九制大黄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gx10袋
[唯正]复方大青叶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10支

[海天]炎热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2片x2板
[科田]聚维酮碘乳膏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gx5支(10%)
[三金]西瓜霜润喉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6gx12片x3板

[修正]肺宁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6支

[优克龙]柳栎浸膏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500mgx100粒
[老君炉]脑灵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片

[神奇]复方氯己定地塞米松膜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0片
[万通]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2袋

[葵花康宝]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5袋
[修正]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9袋

[会康]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8片x7板



[福元]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膏
(曾用名：无极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
[美罗]胃痛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片x3板

[可威]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5mgx2粒
[仁和]双氯芬酸钾凝胶(久宁)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g(10g:0.1g)

[明康欣]阿达帕林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0g(15g:15mg)
[特维丝]异维A酸软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mgx12粒x2板

[一洲]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6袋
[刻舒宁]乳酸菌素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2gx12片x2板

[好酷娃]珠芽蓼止泻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5gx8袋
[金笛]复方鱼腥草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瓶
[好酷娃]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8袋
[葵花]小儿淸解冲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0袋
[华畅]氯雷他定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10包

[楚迪]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0.25%)
[福瑞堂]景天祛斑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5gx10片x3板
[益佰]妇炎消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5gx12粒x4板

[天和]骨通贴膏(聚异丁烯型 
打孔透气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2贴x6袋
[仙林纳]泛昔洛韦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25gx6粒
[云昆]感冒疏风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8袋
[国嘉]茴三硫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5mgx15片

[天津同仁堂]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80片(基片重0.3g)
[诺邦]克拉霉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7片

[北华]枸橼酸钾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低钾血症
2gx20包(每包含枸橼

酸钾1.46g)
[久金]柏子养心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2片x5板
[红花牌]粘膜溃疡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8gx1瓶
[如日中天]清肺抑火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78gx12片x2板
[苏中药业]黄葵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炎 0.5gx15粒x2板
[美大康]橘红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5gx50粒
[鑫禹星]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gx24片x2板

[苏中药业]清宣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gx5袋
[五景]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济民可信]银黄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6袋
[雷宁]氯雷他定分散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
[立效]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24片

[东方博爱]养阴清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8袋
[隆顺榕]养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6gx12片x2板

[通天河]青鹏软膏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g
[龙仕康]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4粒x3板
[胜势堂]清火栀麦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片x2板

[天津太平洋]盐酸雷尼替丁胶
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5gx30粒
[达因]小儿布洛芬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0mgx5粒
[广盛原]辛芳鼻炎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25gx12粒x2板x3盒
[乐仁堂]芎菊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6gx10袋
[楚雅]阿达帕林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30g(30g:30mg(0.1%)
[金活]依马打正红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
[燕鱼]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德济]补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25gx110片
[鼎鹤]前列癃闭通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0片x2板

[金鸿堂]烂积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泰生]比沙可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mgx6片



[敢严]桂蒲肾清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35gx12片x2板
[如日中天]牛黄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65gx24片x2板

[如日中天]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73gx12片x4板
[同人泰]创灼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20g

[力克舒]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2支
[社区医生]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16粒x4板

[晶通]川贝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0ml
[信邦]脉血康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25gx12粒x3板
[以岭]连花清瘟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5gx48粒

[北方经开]木瓜丸(糖衣浓缩
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120丸
[达仁堂]抗骨质增生丸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3gx6袋
[普济堂]防风通圣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0丸
[正元盛邦]四消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袋
[天赐堂]五海瘿瘤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9gx8丸

[世康特]硫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
[舒甲]盐酸萘替芬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5g(10g:0.1g)
[麦芙欣]甲硝唑凝胶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5gx7支(0.75%)

[隆顺榕]黄连上清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6片x3板
[仁和]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9袋
[康王]酮康唑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ml(2%)
[康王]酮康唑洗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50ml(2%)

[隆顺榕]六经头痛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5gx12片x3板
[隆顺榕]泻白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瓶

[达仁堂]柏子养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隆顺榕]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达仁堂]清肺抑火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5gx10袋
[江中]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5粒x3板
[新博]柴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6袋

[杜拉宝]消旋卡多曲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0mgx16袋
[新博舒]利巴韦林泡腾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150mgx8袋

[新博]阿奇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0袋
[新博]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龙仕康]肺宁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5gx16片x2板

[安芙平]克痤隐酮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6g
[紫琉璃]感冒咳嗽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黄金贝乐]清金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0mlx6支

[百多邦]莫匹罗星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2%)
[泰恩康]藿香正气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60丸x1板

[仲景]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2支
[仁和]比沙可啶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5mgx8片
[美罗]人参健脾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10丸
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4gx8支

[神苗]小儿清肺化痰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gx15袋
[天基]小金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30gx6粒x2板

[卞宁]清热散结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3gx12粒x4板
[小快克]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7袋

[快克]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2片x3板

[小快克]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5袋



[小快克]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6袋
[小快克]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5袋
[快克西林]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3板

[御生堂]朱砂安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9gx10丸x1板
[同仁堂]活胃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gx10袋

[坦亮]苯磺贝他斯汀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x1板
[双蚁]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9袋
[马应龙]麝香痔疮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1.5gx6粒x3板
[药王山]妇炎舒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4板
[萌格旺]阿法骨化醇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25μgx10片

[康益药业]复方双花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仁和]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仁和]复方鱼腥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2gx12片x3板
[仁和]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0袋
[修正堂]参苓白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8粒x2板
[五景]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支
[克快好]治咳枇杷合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仁和]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片x3板
[康恩贝]蓝芩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6袋
[来生元]愈裂贴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cmx100cmx1卷
[鲁南]安神补脑液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20支
[字库山]穿心莲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2mgx15丸x9袋

[尼美欣]甲硝唑阴道凝胶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g:37.5mgx1支
[叶开泰]健民咽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咽喉肿痛 0.292gx24片
[龙牡]小儿解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2.5gx10袋

[龙牡]痱子粉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50g
[叶开泰]麻仁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6gx8袋

[叶开泰]丁香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6ml
[叶开泰]克伤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40ml
[仁和]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芝芝]维妇康洗液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00ml

[三角洲]金莲花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三角洲]酸枣仁合剂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0mlx6支

[明竹欣]盐酸伐昔洛韦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6粒x1板
[中华]妇炎净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4gx12粒x2板

[维嘻宁]头孢克肟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6片
[银朵兰]寒喘祖帕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2gx6袋

[明竹欣]盐酸伐昔洛韦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150mgx6包
[优卡丹]金银花露(含糖型)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30ml
[明开欣]盐酸布替萘芬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30g(10g:0.10g)

[独一味]宫瘤宁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0gx54粒
独一味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gx10袋

[独一味]前列安通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8gx12片x3板
[白马]裸花紫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gx12粒x4板x1袋

[欧氏]千喜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12片x2板
[妇炎洁]止带消糜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2gx6粒

[信丰]安康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0gx10袋
[康缘]桂枝茯苓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1gx10粒x4板
[万朗]裸花紫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gx12片x4板

[康缘]天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0.34gx10片x3板
[康缘]金振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5支



[回春堂]追风透骨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2gx12粒x2板
[星辰牌]蒲地蓝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3板

[丽科分]盐酸伐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5gx6片x1板
[易激健]参倍固肠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5gx12粒x3板
[联盛]克淋通胶囊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gx12粒x3板
[诚志]亮菌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mlx10支

[万彤喜]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0ml(10%)
[同济堂]通络骨质宁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6gx2贴
[莫欣]克拉霉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7片

[芙必叮]地氯雷他定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0.5g:2.5mgx10袋
[达坦近]氨溴特罗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60ml

[香泽]乳癖散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0.53gx12片x3板
[葵花]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片x1板
[安邦]银黄清肺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15gx12粒x3板

[紫金山泉]防风通圣丸(水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6gx10袋
[丹龙]附子理中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9gx10丸

[德海]安乐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8片x2板
[鲁抗]西洛他唑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50mgx12片x1板

[目然]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3支
[恒大夫]解痉镇痛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5ml

[卫太医]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x20支
[糖娃娃]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7袋

[修正]复方氨酚烷胺片(关新)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天津同仁堂]元胡止痛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20片x2板

[天津同仁堂]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1gx20片x2板
[天津同仁堂]小儿肺闭宁片(薄

膜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肺炎 0.25gx20片x1板

[天津同仁堂]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6.5x9.5cmx2贴x5袋
[金冲]复方金钱草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3gx16袋

[天士力]荆花胃康胶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80mgx6粒x3板
[旺方]百合固金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5gx12片x3板

[莫干山]阿昔洛韦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2板
[严复利康]氨酚烷胺那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仁和]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仁和]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6袋
[辅仁]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l:5mgx8支

[无忧娘娘]香砂养胃软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5gx12粒x3板
[优卡丹]小儿健脾散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5gx8袋

[正远]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无
糖型)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100ml:0.6g)
[洞渊阁]养血安神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50ml

[仁和]众生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7gx12片x3板
[圣博康]小儿咳喘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润洁]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x2支
[鱼峰山]跌打万花油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l
[双龙]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2片x10板

[利君集团]肤痒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4.5gx10袋
[红石]复方三七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25gx10粒x4板
[正远]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0粒x2板
[双龙]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2片x2板

[仁和]五苓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45gx12粒x1板
[仁和]龙泽熊胆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25gx12粒x2板

[科罗迪]复方α-酮酸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肾病综合征 0.63gx25片



[莫欣]克拉霉素缓释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3片
[瑞普康]枸地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8.8mgx6粒

[安珐特]复方牛胎肝提取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40mg(多肽)x12片x3
板[康缘]桂枝茯苓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2gx60片

[欧替药业]妇宁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6gx5粒
[药信]疏风解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52gx12粒x4板

[修正]炎可宁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2片x2板
[名草]羚羊清肺丸(小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泰罗]罗红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6片x2板
[弘益]五酯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23mgx50丸x9袋

[太龙]止咳橘红口服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8支
[仁和]金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7gx12袋

[兴格乐]清心沉香八味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粒x2瓶
[朗欧]痔疮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5片x4板

[太极]养血安神糖浆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150ml
[亿帆]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3板
[以岭]洁白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gx9粒x2板

[亿帆]元胡止痛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5gx12粒x3板
[亿帆]养血安神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0.25gx12片x3板
[安药]参麦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5gx9袋

[卓玛丹]十五味龙胆花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gx30丸x1板

[松栢]清咽滴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20mgx80丸x1瓶

[叶开泰]烧伤止痛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烧伤烫伤 20g
[玉林]银蒲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2片x2板

[一正]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lx4瓶(附冲洗器)
[同济堂]泻停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4gx10粒x1板

[五寅]风油精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蚊虫叮咬 9ml
[新光]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5袋x2中袋
[嘉效]喷昔洛韦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疱疹疣类 10g(1%)

[石药集团]盐酸氨溴索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75mgx6片x2板
[以岭]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10袋

[沙溪]加味藿香正气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3gx10袋
[珍珠]十滴水胶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25gx12粒x1板
[999]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8袋
[特一]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2片x2板
[步长]抗菌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7gx12粒x3板

[东泰]藿香清胃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gx10袋
[修正]仁丹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20粒

[修正]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仙河制药]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24片x2板
[珍宝岛]复方芩兰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仁和]抗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5gx9袋
[中族]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西利宾安]水飞蓟宾葡甲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1gx12片x2板
[甘泰]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4板
[静聪]小儿智力糖浆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mlx10支

[千红怡美]复方消化酶胶囊
(Ⅱ)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粒x2板
[华妍金丹]清热暗疮丸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6丸x2板
[卡波]非那雄胺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10片x1板
[星银]葛根汤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120ml



[立蒂诺]复方苯佐卡因凝胶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5g
[美罗]乳果糖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3支(10ml:5g)

[昆中药]宁神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4gx8袋
[王老吉]保济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mlx2瓶
[恩威]抗宫炎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9粒x3板

[五景]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2支
[山东汉方]复方黄柏液涂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ml

[西安正大]补脑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200丸(每10丸重
1.5g)[陈李济]补脾益肠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6gx20袋

[达芬霖]盐酸羟甲唑啉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5ml
(225喷)(10ml:5mg)[白云山]头孢氨苄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10粒x2板

[神威]杏苏止咳软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5gx12粒x2板
[成一制药]甲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10粒

[修正堂]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2粒x2板
[葫芦爸]肠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5粒x2板
[九州祥云]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gx12袋
[红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2片x5板

[金桃]愈酚喷托异丙嗪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5gx10包
[卫太医]蒲元和胃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5gx12粒x3板
[人福医药]土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0片
[彤愈乐]泻白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10瓶
[红妈妈]甲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gx100片

[华铭]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粒x2板
[九州祥云]小儿咽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9袋
[双蚁]元胡止痛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2片x2板

[仁和]咳喘舒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5gx12片x4板
[芬那克]双氯芬酸钠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30g:0.3g
[闪亮]复方氯化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mlx2支
[奇特]牛黄解毒丸(大蜜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3gx10丸
[诺捷康]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9袋

[奥皇]利胆排石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gx12片x2板
[奥皇]布洛芬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12粒x1板
[奥皇]复方胆通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gx12粒x2板

[满誉龙生]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39片
[奥皇]银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2gx12片x2板

[美伦]喉疾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0粒x3板

[华铭]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8片x4板

[奥皇]肿节风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5gx12粒x3板
[速纳]银黄含化滴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5mgx108丸
[集药]复方羊角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5片x3板
[泰瑞宁]牛磺酸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8包

[万托林]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
雾剂(曾用名：硫酸沙丁胺醇气

雾剂)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0μgx200揿

[仁和]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8袋
[慢严舒柠]复方青橄榄利咽含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1板

[舒美特]阿奇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25mgx6片
[康普]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12袋

[立宝舒]卡波姆眼用凝胶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g:20mg(0.2%)



[贵州百灵]小儿柴桂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12袋
[罗赛塔]盐酸非索非那定片(薄

膜衣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60mgx7片x2板

[珍视明]羟丙甲纤维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0.4mlx10支
(0.4ml:2mg)[法斯通]酮洛芬凝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g(1g:0.025g)

五塔标行军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二号)
[三力]开喉剑喷雾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5ml
[仁和]西地碘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mgx10片x2板
[仁和]二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gx12袋

[仁和]杏苏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gx10袋
[仁和]珍黄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gx10粒x2板

[中联强效]强力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3板
[仁和]环吡酮胺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10g(10g:0.1g)
[仁和]吲哚美辛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5ml(1%)
[香雪]藿香正气合剂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10支

[白云山]猴耳环消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4gx12片x3板
[美伦]肤痒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4gx9袋

[仁和]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0粒x3板
[仁和]黄芪建中丸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9gx10丸

[药都]槐角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6gx12袋
[仁和]鼻炎灵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0片x2板

[仁和]阿酚咖敏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仁和]氧氟沙星滴耳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耳科用药 10ml:30mg(0.3%)

[银涛]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2板

[仁和]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20ml
[仁和]穿心莲内酯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50mgx12片x2板
[中新]盐酸小檗碱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1gx40片

[华山牌]三黄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2板
[云龙]舒筋定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8gx10粒x2板

[贝克诺顿]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6粒x2板
[必奇]蒙脱石分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gx18片

[丹神]清咽六味散(高勒图宝日
-6)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gx6袋
[聚仁堂]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前列康]普乐安片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57gx150片(含油菜

花粉0.5g)
[希尔安]治偏痛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gx6袋(无蔗糖)
[白云山]清开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先声]复方锌布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8包
[美多信]莫匹罗星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0g(2%)
[祺笑]化瘀祛斑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0.32gx10粒x5板
[象王]狗皮膏(改进型)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4.5cmx5贴x1袋

[丽点]维A酸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20g(15g:3.75mg)
[来比新]双氯芬酸钠贴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0mgx2贴(每贴

5x10cm2)[珍宝岛]小儿热速清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太极]金银花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0ml

[强身]醋酸地塞米松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75mgx100片
[恩华]蒲地蓝消炎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2粒x3板
[一片天]清热祛湿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辰欣]盐酸金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5g(0.5%)

[国风]苦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41gx12片x1板



[同仁堂]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32g

[同仁堂]银翘解毒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6支
[仁和]三黄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4片x1板

[美多信]莫匹罗星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8g(2%)
[石药]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80ml

[米阿卡]头孢克肟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50mgx10袋
[仁和]消炎镇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7x10cmx5贴x2袋

[美山牌]牛黄蛇胆川贝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1gx12片x1板
[康辰]骨疏康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0.32gx10粒x3板
[亚宝]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恩威]消糜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3gx6粒x1板
[仁和]头孢克洛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1包

黄栀花口服液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澄海楼]祖师麻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gx18片x3板

[明益欣]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mg
[和定]恩替卡韦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mgx7粒x1板
[吉春]妇炎康复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8gx12粒x2板
[香雪]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0袋

[清大宝贝]小儿感冒退热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10支
[吉春]消食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6袋
[吉春]肺宁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16丸x9袋

[仁和]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9袋
[先声]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8片x3板
[双燕牌]卤米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10g:5mg)
[香雪]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16袋
[膜固思达]瑞巴派特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1gx12片x2板

[万邦医药]九味芩香含漱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50ml
[千金]聚维酮碘溶液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80ml(5%)
[千金]利巴韦林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50mgx36袋
[湘江]阿奇霉素颗粒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袋
[仁和]维C银翘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8片x1板

[仁和]盐酸伊托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0mgx15片x1板
[百灵鸟]伤湿祛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10cmx7cmx4片

[双龙出海]抗病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5支x2盒
[东泰]妇乐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5片x2板

[御海肤]百癣夏塔热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4gx12粒x2板
[东泰]一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18片x2板
[东泰]妇乐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20片x2板

[东泰]前列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38gx16粒x4板
[南京同仁堂]羚羊感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mlx10支

[复盛公]清开灵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支
[马应龙医药]金莲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8gx8袋

[香雪]橘红痰咳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2支
[金辉]比拜克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6gx14粒x2板

[仁和]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5片x3板

[百善为民]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32粒x1板

[宝瑞坦]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20袋
[悠如]奥硝唑阴道栓(曾用名：

奥硝唑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0.5gx8粒



[仁和]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36片x1板
[万通]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岷州]蒲地蓝消炎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8片x2板
[西帕]复方木尼孜其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2gx6袋

[安邦]蒙脱石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x8袋
[太极]黄连上清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6gx10袋
[善举]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52片
[白云山]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8袋

[白云山]复方金银花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8包
[陪都]蒲地蓝消炎片(薄膜包衣

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6gx15片x2板x1袋

[玉仁]明目上清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0片x4板
[南洋]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0粒x1板

[石药]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Ⅱ)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
[乐赛仙]通窍鼻炎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3gx12片x3板

[好娃娃]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10袋
[颈复康]麝香壮骨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7cmx10cmx10片
[圣健]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6粒x4板
[太极]香砂养胃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南洋]肤痒颗粒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9gx6袋

[乐赛仙]藿香正气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10粒x3板
[乐赛仙]熊胆痔灵栓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2gx7粒

[鑫福堂]咽炎片(糖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20片x3板

[安邦]四季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37gx15片x3板
[秀瞳]维生素B12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1ml:0.2mgx10瓶
[秀瞳]玻璃酸钠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8mg(0.1%)
[唐喜古]阿仑膦酸钠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疏松 70mgx2片x2板

[葵花]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
[琪茵源]阿昔洛韦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病毒用药 0.1gx12片x1板
[太极]龙胆泻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6gx10袋

[善举]川贝枇杷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gx9粒x2板
[太极]柏子养心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gx10袋
[欧维]甲钴胺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周围神经疾病 0.5mgx12片x2板

[善举]大败毒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疮疡肿毒 0.5gx15粒x4板
[摩美得]复方芙蓉泡腾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2gx3粒
[南洋]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粒x1板
[诺普伦]氯诺昔康分散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8mgx10片

[银涛]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2粒x4板
[仁和]麻杏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南洋]顽癣净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ml
[芽培]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7粒x3板
[仁和]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12片x3板
[诺金]百合固金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4gx45片
[白云山]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8袋

[圣健]麻杏止咳片(薄膜衣)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26gx20片
[安乐士]甲苯咪唑片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驱虫 100mgx6片

[云南白药]止泻保童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肠炎 5gx5袋
[威地美]铝碳酸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2片x3板

[替美]丙酸氟替卡松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10g(0.05%)
[白云山]清开灵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0gx8粒x3板
[利君]明目上清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8袋



[斯威]活络消痛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35gx15片x2板
[德济]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8袋

[迪康]肤痒颗粒(无糖型)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gx10袋
[乐赛仙]西咪替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gx12片x2板
[诺金]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辰欣]红霉素眼膏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2.5g(0.5%)

[Taisho 大正制药]乳酸菌理肠
剂(新表飞鸣S 细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45g

[芬必得]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3gx12粒x2板
[快力]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mgx24片

[万川医药]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1%)
[洁帕欣]夫西地酸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
[三金]复方罗汉果清肺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4gx8袋

[南洋]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3板
[美优]头孢克洛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x2板

[南洋]消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片x2板
[明同]地氯雷他定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5mgx6片x2板

[鹏鹞]阿奇霉素分散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宝瑞坦]复方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4gx10袋

[意可贴]醋酸地塞米松口腔贴
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0.3mgx10片
[珍生源]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2粒x2板

[美多信]莫匹罗星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g(2%)
[同邦]头孢克肟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10片

[同仁堂]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2袋
[万通]小儿暖脐膏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3gx1张x3袋
[永孜堂]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4gx12片x2板

[易喷爽]复方醋酸氯己定喷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30ml
[艾氟龙]氟米龙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5ml:5mg(0.1%)
[朗致]枳术宽中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43gx12粒x3板

[万通]妇炎康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3板
[贝瓦]小儿泻速停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3gx10袋
[鑫烨]阿达帕林凝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痤疮/祛痘 10g(0.1%)

[顺峰乐敏]氯雷他定糖浆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60ml
[万通]舒安卫生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1.5gx6粒x1板
[万通]多潘立酮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gx18片

[花红]罗汉果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0ml
[亚宝]丁桂儿脐贴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腹泻便秘 1.6gx4贴(透气无纺

布装)[万通]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3gx12袋
[安捷健]莫匹罗星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5g(2%(5g:0.1g)
[再林]阿莫西林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30袋
[坤立舒]苦参凝胶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5gx3支

[鲁南]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0mgx28片
[可可康]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30袋
[万通]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白云山]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0袋
[九州祥云]千柏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片x2板

[九州通]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5g
[九州祥云]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3粒x2板
[九州通]愈伤灵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3gx12粒x3板

[石药]复方氨酚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gx50袋
[九州通]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90ml



[九州通]胶体果胶铋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0mgx14粒x3板
[日田]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8袋
[仁和]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12粒x2板
[伊龙]桑菊感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8片
[利君]双黄连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mlx8支
[仁和]消炎退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4袋
[亚宝]强力脑清素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45片
[石药]保和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6袋
[九州通]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9粒x2板
[桂克]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九州通]桂龙咳喘宁片(薄膜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34gx15片x2板

[九州祥云]藏青果喉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5gx12片x3板

[均大]通窍鼻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2gx10片x3板
[九州通]感冒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425gx9粒x2板

[九州通]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袋
[九州祥云]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9袋

[九州祥云]咽炎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20片x2板

[石药]陈香露白露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3gx100片
[金鸡]健脾糖浆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20ml

[华北制药]对乙酰氨基酚栓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0.15gx6枚
[天奇]开郁舒肝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75gx10袋

[琪茵源]红霉素软膏(非无菌制
剂)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1%)
[仁和]桔香祛暑和胃茶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3.75gx12袋

[诺福丁]双氯芬酸钠肠溶缓释
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1gx16粒
[九州通]小儿咳喘灵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gx10袋

[九州通]通便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0.25gx12粒x2板

[维威]西青果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15gx10袋

[维威]橘红痰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gx12袋
[维威]大山楂颗粒(低糖型)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5袋

[舒力奇]养阴清肺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6袋
[葫芦娃]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4gx9袋

[葫芦爸]肠炎宁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0粒x4板
[药王邳彤]清艾条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25gx5支x2袋

[乐赛仙]复方醋酸地塞米松乳
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乐赛仙]维U颠茄铝胶囊II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4粒x1板
[参花]复方氨酚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0袋
[依科]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22袋
[信龙]开塞露(含甘油)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便秘 10mlx6支
[神威]清开灵软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4gx8粒x2板
[会康]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gx18片x3板
[恒帝]参苓白术散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5gx9袋

[九州通]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9袋
[欧意]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6粒
[思密达]蒙脱石散(草莓味)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3g

[九州通]氯雷他定胶囊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9粒
[九州通]抗病毒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9粒x2板
[九州通]非那雄胺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5mgx8粒
[彤医]百癣夏塔热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0.31gx12片x6板



[茂祥]抑眩宁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10gx9袋
[美舒通]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15袋
[正远]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0粒x3板
[美舒通]润肺止咳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5gx12粒x3板
[包中]藿香正气水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10mlx6支
[科瑞]红霉素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20g(1%)

[密之康]前列舒乐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6粒x2板
[朗欧]蛇胆川贝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8支
[密之康]藿香正气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中暑 0.3gx20片x10袋
[九州通]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5袋

[利君]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4片x2板
[九州通]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65片

[吉春]乳康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15丸x12袋
[茂祥]肝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2板

[九州通]护肝片(糖衣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08片
[复盛公]天王补心丸(水蜜丸)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60g

[紫琉璃]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2袋
[普济堂]止嗽青果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0丸

[汉王]舒胆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12片x4板
[长城]清淋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10gx6袋

[密之康]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6粒x2板
[协力甘宝]水飞蓟宾葡甲胺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50mgx12片x4板

[仁和]黄藤素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白云山星群]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28袋

[甘泽]恩替卡韦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5mgx12粒x2板
[神威]解郁安神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2gx10袋

[石药集团]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5gx12粒x2板
[太极]龙胆泻肝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0.45gx12片x3板

[绿约膏]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
胶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感染 15g:0.075g
[太龙]双黄连口服液(儿童型)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0mlx6支

桂龙咳喘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5gx12粒x2板
[汉森]四磨汤口服液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mlx8支
[永吉]养阴清肺糖浆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20ml
[九州通]羚贝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支
[太极]鼻窦炎口服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0mlx10支
[石药]清肺抑火丸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6gx6袋

[泽珠]诺氟沙星滴眼液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8ml:24mg
[999]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3gx11片x4板
[石药]开胸顺气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10袋
[九州通]栀子金花丸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9gx5袋

[石药集团]盐酸氨溴索口服溶
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30mg(0.3%)x6
瓶

[京都麒麟堂]活血止痛膏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8cmx13cmx5片x2袋

(6.5cmx5cm)
[德济]明目蒺藜丸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眼科用药 9gx12袋

[999]清热解毒口服液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9支
[迪菲特]罗通定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30mgx100片

[悦康]盐酸特比萘芬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25gx8片
[扶健]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盛西凯烁]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钾分散片(7:1)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228.5mgx5片x2板
[广信]清淋片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尿路感染 0.41gx12片x2板

[神奇]枇杷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gx15袋



[优卡丹]赖氨葡锌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5gx9袋
[儿正堂]保和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4.5gx7袋
[葵花]牛黄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2板

[仁和]益胆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其它 0.55gx24片x1板
[爱尼]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1片

[东方]肠胃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0.3gx12片x3板
[方盛]金刚藤咀嚼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5gx12片x5板

[蓝猫]泻白糖浆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10mlx6瓶
[仁和]甲硝唑含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5mgx36片
[仁和]大山楂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9gx30丸

[吉药]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14袋
[耀尊]解郁安神颗粒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失眠 5gx7袋
[万通]小儿清咽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6gx7袋

[好大夫]清火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2片x4板
[金牛牌]复方氨酚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50袋

[一正]天麻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风湿 0.25gx12粒x3板
[加力尔]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利华]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片x1板
[瑞贝欣]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20片x6板

[赛诺菲]精氨酸布洛芬颗粒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4gx10袋
[神苗]布洛芬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10mlx6支

[石四药]头孢克洛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12袋
[摩美得]妇炎康复胶囊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8gx12粒x3板
[九州通]肺宁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0.3gx15粒x2板

[九州通]蒲地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8片x3板
[红石]三七伤药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27片

[芽培]磷酸苯丙哌林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20mgx24片x1板
[福瑞堂]通窍鼻炎片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0.36gx12片x2板

[中大]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5mgx30片
[乐赛仙]鼻通宁滴剂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鼻科用药 12ml
[九州祥云]化痰平喘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6片x2板
[九州祥云]夏桑菊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gx16袋
[善举]克拉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9片
[善举]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10粒x2排
[善举]石淋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9袋

[九州通]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0粒x3板
[九州通]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0粒x4板
[乐赛仙]感冒灵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2袋

[乐赛仙]感冒清热颗粒(无蔗
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4gx12袋
[龙虎]硝酸咪康唑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20g(2%)
[凤凰城]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2袋

[盈博顿]克拉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9片
[九州通]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6粒x3板

[乐赛仙]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10片x4板
[妇炎洁]苦参碱栓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50mgx8枚
[乐赛仙]癣药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癣症 6gx2瓶

[石药]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25mgx20片x3板
[善举]银黄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4gx10袋

[九州祥云]复方板蓝根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gx18袋
[九州通]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1gx10粒x2板

[九州通]阿奇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九州通]阿奇霉素分散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8片
[九州通]罗红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0片x2板

[九州通]复方氨酚烷胺分散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
[九州通]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6片x2板

[九州祥云]独一味分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6gx24片
[九州通]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gx8袋
[九州通]消糜阴道泡腾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2gx7片x1板

[端康]午时茶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6gx18袋
[九州祥云]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8袋
[九州通]头孢克洛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6粒x1板

[龙牡]羌月乳膏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炎/湿疹 20g
[叶开泰]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8gx6片x4板
[龙牡]健胃消食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0.5gx6片x5板

[龙牡]小儿宣肺止咳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8gx8袋
[华铭]前列安通胶囊 中西药品 男科用药 前列腺 0.4gx10粒x5板
[喜玫瑰]妇炎康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25gx18片x7板
[仁和]珠黄吹喉散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2.4gx1瓶
[鼎鹤]酮洛芬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50mgx12粒x2板

[信谊]盐酸氨溴索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0粒
[妍悦肖]克林霉素磷酸酯阴道

凝胶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外用 2支(5g:0.1g)

[昆中药]小儿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12gx8袋
[中大]罗红霉素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50mgx12粒
[中大]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50mgx12粒
[养寿堂]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9袋

[中大]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5mgx20粒x3板
[潘舒泰克]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40mgx8片
[云昆]香砂平胃颗粒(无蔗糖)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5gx6袋

[中大]盐酸西替利嗪片 中西药品 皮肤用药 皮肤过敏 10mgx10片x1板
[昆中药]苦胆草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5片x2板
[普利洛]美洛昔康片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7.5mgx10片x2板

[药王孙真人]保和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240丸
[叶开泰]猴头菌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30片
[龙牡]小儿麻甘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10袋

[快童]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3gx10袋
[昆中药]百宝丹搽剂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mlx1瓶

[昆中药]糊药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0gx12包
[上海医药]阿奇霉素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

[上海医药]清感穿心莲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0.25gx12粒x4板
[中大]独一味分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0.5gx10片x3板
[中大]咳特灵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30粒
[中大]骨刺消痛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5粒x4板
[中大]复方氨酚烷胺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8片x2板

[二叶牌]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28粒
[乐赛仙]头孢克肟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100mgx9粒x1板

[康恩贝]抗宫炎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0.3gx18片x4板
[神威]按摩软膏(按摩乳)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30g
[美舒通]奥美拉唑肠溶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20mgx15片

[美舒通]痔速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痔疮 0.3gx12片x2板
[美舒通]感冒止咳糖浆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0ml
[美舒通]莲芝消炎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8gx12片x3板

[美舒通]精制银翘解毒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24片x2板



[仁和]酮洛芬缓释胶囊 中西药品 更多药品 止痛 0.2gx6粒x1板
[九州通]铝碳酸镁咀嚼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10片x3板

[中大]骨筋丸胶囊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3gx15粒x2板
[中大]清开灵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5gx10片x2板

[施儿乐]头孢拉定干混悬剂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抗菌消炎 0.125gx8袋
[中大]风热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gx10袋

[中大]胃灵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5gx10袋

[中大]清咽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25gx18片x4板

[达喜]铝碳酸镁咀嚼片(曾用名
称:铝碳酸镁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5gx20片
[乐赛仙]阿莫西林胶囊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粒x2板
[神奇]复方鱼腥草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8瓶
[中大]天麻头痛片 中西药品 神经用药 头晕头痛 15片x3板

[中大]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中西药品 五官用药 口腔疾病 12粒x2板
[神奇]二丁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20x6袋

[青峰]肾石通颗粒 中西药品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结石 15gx6袋
[青峰]独一味颗粒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跌打损伤 5gx9袋

[中大]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B12
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12袋
[复盛公]桂枝茯苓丸(浓缩丸)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妇科炎症 18丸x2板
[复盛公]开胸顺气丸(水丸)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6gx9袋

[中大]雪梨膏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60g
[中大]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10mlx15支

(10ml:30mg)[美舒通]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片x2板
[美舒通]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粒x2板

[美舒通]盐酸氨溴索口腔崩解
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0mgx18片
[美舒通]奥硝唑片 中西药品 抗感染用药 抗菌用药 0.25gx12片x2板
[美舒通]茶碱缓释片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哮喘咳嗽 0.1gx20片x1板
[石药集团]牛黄上清片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0.25gx12片x3板
[晨牌]夏枯草颗粒 中西药品 妇科用药 乳腺疾病 2gx10袋
[卡迪奇]强力枇杷露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止咳化痰 330ml

[益康]金莲花胶囊 中西药品 呼吸系统
急慢性咽炎/

气管炎
0.35gx12粒x4板

[真匠]藿香清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消化不良 18片x1板
[惠松]复方鱼腥草合剂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清热解毒 10mlx18瓶
[乐赛仙]风寒感冒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鼻塞流涕 8gx8袋

[乐赛仙]肠康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肠炎腹泻 10片x3板
[初心]抗骨增生片(薄膜衣片) 中西药品 风湿骨伤 骨质增生 0.21gx60片

[青峰]宝咳宁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咳喘 2.5gx8袋
[康恩贝]复方陈香胃片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28gx12片x3板
[鲁南]茵栀黄颗粒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肝胆胰 3gx15袋

[好医生]小儿解表颗粒 中西药品 儿童用药 小儿感冒 4gx6袋
[康恩贝]氨咖黄敏胶囊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0粒
[山庄]感冒清热颗粒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12gx10袋

[山庄]感冒清热颗粒(含乳糖) 中西药品 感冒用药 头痛发烧 3gx10袋
[好医生]胃康灵胶囊 中西药品 消化系统 胃炎胃溃疡 0.4gx36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