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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互联网医院特定药品清单

特定药品清单 A，赔付比例 20%：

商品名 通用名 生产厂家

来生元 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浙江鼎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舒晴 诺氟沙星滴眼液 长春长庆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采能 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江苏晨牌邦德药业有限公司

太平洋 醋酸氟轻松乳膏 天津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鑫烨 冰硼散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

亚宝 三黄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迈啉光 阿莫西林胶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左沙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兴源 复方穿心莲片 河南兴源制药有限公司

六棉牌 清凉喉片 中山市恒生药业有限公司

晶灿 氧氟沙星滴眼液 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

千汇 阿奇霉素颗粒 山西千汇药业有限公司

坦舒宁 盐酸氨溴索片 上海衡山药业有限公司

亚宝 三黄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远清 复方氯化钠滴眼液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福瑞堂 丹参舒心胶囊 焦作福瑞堂制药有限公司

鑫齊 铝碳酸镁咀嚼片 山东鑫齐药业有限公司

老君炉 四季感冒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春人民 归龙筋骨宁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盖克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百灵鸟 维 C 银翘片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同邦 洛伐他汀片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亚力希 罗红霉素胶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宝珠 吲哚美辛肠溶片 临汾宝珠制药有限公司

远清 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广宇制药 冬凌草片 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五景 滴眼用利福平 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

潘大夫 舒筋活血片 河南金鸿堂制药有限公司

东信 氟康唑片 武汉东信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抒坦清 盐酸氨溴索分散片 山西仟源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霜菊 清凉油 江苏华神药业有限公司

真匠 清咽片 山西华元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爱茵美 复方小儿退热栓 黑龙江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秀瞳 萘敏维滴眼液 广东宏盈科技有限公司

万森 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安徽万森制药有限公司

欣馨宝贝 小儿咳喘灵颗粒 黄石燕舞药业有限公司

力生 氯化钾片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时珍康 氧化锌软膏 陕西功达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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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先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烟台巨先药业有限公司

广健 痰咳净片 广州粤华制药有限公司

维福佳 维生素 B2 片 华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老君炉 复方贝母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黄石燕舞 午时茶颗粒 黄石燕舞药业有限公司

同达莫星 甲硝唑片 山西同达药业有限公司

梁湖 知柏地黄丸 湖北瑞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益尔 野木瓜片 广东和平药业有限公司

德济 肾复康胶囊 通化金恺威药业有限公司

以岭 健胃消食片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安徽长江药业有限公司

太福 加味益母草膏 武汉太福制药有限公司

新迪威 益母草颗粒 四川省迪威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仙牌 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膏 漳州无极药业有限公司

德济 小儿增食片 吉林白山正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恒帝 杜仲平压片 吉林京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易亭 尼美舒利分散片 南昌市飞弘药业有限公司

俊宏 藿香清胃胶囊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光辉 盐酸洛哌丁胺胶囊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国金 银黄颗粒 河北国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路林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四川华新制药有限公司

白敬宇 红霉素眼膏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俊宏 通舒口爽片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美优 头孢克洛胶囊 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

罗浮山国药 咳特灵胶囊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立效 清胃黄连丸 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岭 克拉霉素片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老君炉 归龙筋骨宁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蜀中/依科 复方丹参片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银诺克新一代 康尔心胶囊 长春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鑫齐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山东鑫齐药业有限公司

愈芙 复方樟脑乳膏 黑龙江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鑫烨 铝碳酸镁咀嚼片(鑫烨)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桔王 宫炎平胶囊 江西桔王药业有限公司

ChanGee 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甘肃成纪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太极水墨 六味地黄胶囊 陕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郡筹 银柴颗粒 云南郡筹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民济 宫炎平胶囊 江西民济药业有限公司

一洋 布洛芬混悬液 扬州一洋制药有限公司

恒奥 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冰克 克拉霉素分散片 四川省旺林堂药业有限公司

立效 桂枝茯苓丸 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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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赛欣 清火片 伊春金北药制药有限公司

金太子 川贝清肺糖浆 湖北太子药业有限公司

普林松 藿香清胃胶囊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莎普爱思 头孢克肟颗粒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 头孢克肟胶囊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积雪苷片 积雪苷片 陕西君碧莎制药有限公司

坤康 沉香化滞丸 商丘市金马药业有限公司

朗美 克痤隐酮乳膏 黑龙江天辰药业有限公司

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复方罗汉果止咳颗粒 广西贵港市峡山制药厂

旺方 百合固金片 广东万方制药有限公司

上龙 知柏地黄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康奇力 感冒止咳颗粒 广东康奇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堂 罗汉果茶 广西正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玉仁 耳聋左慈丸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黄连之乡 风寒感冒颗粒 湖北香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丹宏 多潘立酮片 丹东宏业制药有限公司

罗汀 泛昔洛韦片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静青 吲哚美辛栓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康良 头孢拉定胶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粤威 少林风湿跌打膏 广东粤威制药有限公司

燕鱼 水杨酸苯酚贴膏 天津金虹胜利药业有限公司

侨星 妇科调经颗粒 福建省泉州罗裳山制药厂

红石 痔速宁片 吉林省红石药业有限公司

唐柯柠 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片(Ⅰ) 通化久铭药业有限公司

旺方 肺气肿片 广东万方制药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 腺苷钴胺片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御隆 泌尿宁胶囊 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孔孟 保和丸 山东孔圣堂制药有限公司

皇城 脑心舒口服液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笴力克 依托红霉素颗粒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康定好 滴耳油 江西德成制药有限公司

济民 西青果颗粒 广西济民制药有限公司

天瑞
庆大霉素普鲁卡因维 B12

颗粒
浙江天瑞药业有限公司

人福医药 氟轻松维 B6 乳膏 湖北人福成田药业有限公司

济民 感冒灵颗粒 广西济民制药有限公司

力贻苹 格列美脲片（力贻苹） 重庆康刻尔制药有限公司

太福 强力枇杷露 武汉太福制药有限公司

Ⅰ) (舒甚/唐柯 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片(Ⅰ) 通化久铭药业有限公司

昆鹰 复方黄连素片 云南明镜亨利制药有限公司

百灵鸟 陈香露白露片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 喉症丸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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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矫气
复方十一烯酸锌曲安奈德

软膏
湖北科田药业有限公司

金太子 脑心舒口服液 湖北太子药业有限公司

常州四药 赛庚啶乳膏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久欣 胃康灵胶囊 四川泰乐制药有限公司

南岛 葡萄糖酸锌片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

根本 肾石通颗粒 江苏苏南药业实业有限公司

观鹤 壮腰健肾丸 广东省罗浮山白鹤制药厂

人福医药 足光散 湖北人福成田药业有限公司

張恒春 香砂养胃丸 芜湖张恒春药业有限公司

鑫齊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山东鑫齐药业有限公司

立效 人参健脾丸 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立效 麻仁润肠丸 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远清 硫酸锌尿囊素滴眼液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怡 心可舒胶囊 河北国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京新 连翘败毒片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张恒春 香砂六君丸 芜湖张恒春药业有限公司

罗浮山国药 消炎利胆片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伊百芝 氯雷他定糖浆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武药 安乃近片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万人 龙胆泻肝丸 河南兴源制药有限公司

伊欧芬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山东益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冠峰 野木瓜片 广西泰诺制药有限公司

珍药师 川贝清肺糖浆 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

上龙 六味地黄丸(浓缩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羚通 明目蒺藜丸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沃莎 脑得生片 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

新峰药业 消炎利胆片 广东新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小罗曼 对乙酰氨基酚滴剂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宛衡 氢溴酸右美沙芬片 北京天衡药物研究院南阳天衡制药厂

孔孟 木香顺气丸 山东孔圣堂制药有限公司

武都 复方羊角颗粒 甘肃佛仁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金花 转移因子胶囊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金

花制药

亿代 头孢丙烯胶囊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百仕妥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滴眼液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健通 强力天麻杜仲胶囊 通化利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赫阳 胃乐新胶囊 吉林省百年六福堂药业有限公司

六棉牌 金鸡颗粒 中山市恒生药业有限公司

百年康鑫 黄连上清丸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鹅城 莲芝消炎胶囊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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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品 姜枣祛寒颗粒 陕西白云制药有限公司

沙药 猴头菌片 福建省三明天泰制药有限公司

Ⅰ) (唐柯柠 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片(Ⅰ) 通化久铭药业有限公司

張恒春 六味地黄丸 芜湖张恒春药业有限公司

鑫烨 糠酸莫米松乳膏 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

上龙 金锁固精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戒欺 附桂骨痛片 安国市天下康制药有限公司

蜀中/依科 大山楂颗粒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珍芝堂 前列桂黄片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彼压洛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多酶片 多酶片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御室 舒肝和胃丸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青平 复方氢氧化铝片 上海青平药业有限公司

余仁堂 消炎镇痛膏 广东粤威制药有限公司

晨牌 产妇安颗粒 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来 厄贝沙坦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汝立康 解郁安神颗粒 吉林京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百年康鑫 木香顺气丸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金太子 脑心舒口服液 湖北太子药业有限公司

银河 藤黄健骨丸 吉林省银河制药有限公司

鑫烨 止痒酊 黑龙江天辰药业有限公司

鑫华 华佗膏 湖北科田药业有限公司

燕峰 复方羊角颗粒 承德燕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羚通 追风舒经活血片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亚宝 复方罗布麻片Ⅰ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汉王 槟榔四消丸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

宗医师 银花芒果片 广西南珠制药有限公司

轰克 维 A 酸乳膏 湖北康正药业有限公司

利君沙 琥乙红霉素颗粒 西安利君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老君炉 脑心舒口服液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太福 雪梨膏 武汉太福制药有限公司

晕动 苯巴比妥东莨菪碱片 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龙门 腰痛片 洛阳天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晶灿 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安徽省双科药业有限公司

皇隆/易达乐 缬沙坦分散片(易达乐)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迪康 贝诺酯片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

恒帝 肤痒颗粒 吉林省华侨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双井 小儿健脾颗粒 贵阳济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沙药 安络痛片 福建省三明天泰制药有限公司

东信 脑心舒口服液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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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鹏 猴头菌片 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

消玉 复明胶囊 陕西金象制药有限公司

爱弥尔 甲硝唑阴道泡腾片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馬應龍 麝香祛痛搽剂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密之康 暖胃舒乐片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西可韦 盐酸西替利嗪片 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春萌 制霉素阴道栓 江苏远恒药业有限公司

百琦通 前列癃闭通片 吉林百琦药业有限公司

普林松 荨麻疹丸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 斑秃丸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红药集团 追风透骨丸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哈药 维生素 C 咀嚼片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奥吉娜 阿司匹林肠溶片 沈阳奥吉娜药业有限公司

佳宇 伊曲康唑胶囊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喜人 护肝片 上海皇象铁力蓝天制药有限公司

力生 碳酸氢钠片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大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哈尔滨同一堂药业有限公司

田医生 维 D2 磷酸氢钙片 江西仁齐制药有限公司

万岁 加味逍遥丸 河北万岁药业有限公司

和恩 恩替卡韦分散片（和恩） 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九芝堂 足光散 成都九芝堂金鼎药业有限公司

康恩贝 妇炎舒片 云南希陶绿色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锐列安 瑞格列奈片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端康 强力枇杷露 武汉太福制药有限公司

午时 抗病毒口服液 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濟 六味地黄胶囊 白城市亿正药业有限公司

今越 热淋清片 合肥今越制药有限公司

云丰 普乐安片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九郡 舒肝平胃丸 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乐夫泰 地红霉素肠溶片 湖北舒邦药业有限公司

芮普森 维生素 C 咀嚼片 山西汾河制药有限公司

旺方 肺气肿片 广东万方制药有限公司

景忠山 心脑欣片 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

康普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立效 参苓白术散 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宝瑞坦 复方感冒灵颗粒 广西宝瑞坦制药有限公司

双龙 肾炎四味胶囊 武汉双龙药业有限公司

依马打 依马打正红花油 深圳金活利生药业有限公司

彼迈乐 盐酸舍曲林片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康森 复方板蓝根颗粒 四川彩虹制药有限公司

新峰药业 抗骨增生片 广东新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方箄 肠胃宁片 河南省新四方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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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得邦 莫匹罗星软膏 湖北人福成田药业有限公司

荆江源 宝咳宁颗粒 湖北荆江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正清 正清风痛宁片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同仁堂 艾附暖宫丸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

厂

白云山 复方丹参片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珍药师 川贝清肺糖浆 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

盛杰奥 排毒养颜片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舒甚 复方石韦胶囊 黑龙江天翼药业有限公司

严济堂 金刚藤软胶囊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东方福瑞达 丹皮酚软膏 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长龙 前列桂黄片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利君沙 琥乙红霉素片 西安利君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和平制药 金钱草颗粒 重庆和平制药有限公司

绿岛 盐酸特拉唑嗪片 海南绿岛制药有限公司

毕克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

御室 舒肝和胃丸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泛谷 心脑欣丸 山东仙河药业有限公司

欧迪贝 盐酸吡格列酮片 石药集团远大(大连)制药有限公司

克银迪 盐酸伊曲康唑胶囊 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奥司惠
阿法骨化醇软胶囊(奥司

惠)
广州白云山星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岷海 杜仲壮骨胶囊 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羚康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沈阳管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天泰 丹栀逍遥丸 吉林省天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敖喜 坤复康片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胜艾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

片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大力神 川贝清肺糖浆 广西大力神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安隆 复方醋酸曲安奈德溶液 广东恒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德济 滑膜炎片 通化金恺威药业有限公司

盾克 壮阳春胶囊 吉林道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新宝 赖诺普利片 江苏黄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焦作联盟 温经止痛膏 焦作联盟医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湘雅 益脉康片 湖南湘雅制药有限公司

新光 金胆片 浙江新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畅舒康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哈尔滨同一堂药业有限公司

玉仁 益气养血口服液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利君沙 琥乙红霉素片 西安利君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莎普爱思 头孢克肟颗粒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嘉健唐迪 格列齐特片 河南中杰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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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新金比通/戒欺 附桂骨痛片 安国市天下康制药有限公司

通化 二丁胶囊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乾方 二丁颗粒 上海庆安药业集团宿州制药有限公司

百慈 热淋清胶囊 贵州弘康药业有限公司

中联 牛黄上清丸 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康强 六味地黄胶囊 白城市亿正药业有限公司

众生 众生片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生堂 参芪健胃颗粒 江苏中兴药业有限公司

美汝康妍 暖宫孕子丸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同仁堂 跌打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

药厂

好医生 复方陈香胃片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丽芙/知原 甲硝唑凝胶 江苏知原药业有限公司

颐村 仙茸壮阳口服液 通化颐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好娃娃 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华润三九（唐山）药业有限公司

Ⅱ) (京康运宝 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片(Ⅱ) 吉林省华威药业有限公司

日缘 复方益肝灵胶囊 湖南恒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龙 口腔炎喷雾剂 黑龙江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华西牌 通窍鼻炎颗粒 四川川大华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花红 消肿止痛酊
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宏大 根痛平胶囊 临江市宏大药业有限公司

东泰 排毒养颜片 宁夏紫荆花制药有限公司

豫普 消旋山莨菪碱片 河南普瑞制药有限公司

恬倩 布洛芬混悬液 扬州市三药制药有限公司

金口馨 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江苏晨牌邦德药业有限公司

茂祥 五加参蛤蚧精 茂祥集团吉林制药有限公司

健通 前列舒乐软胶囊 通化利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康缘 黄芪精 江苏康缘阳光药业有限公司

武汉鑫瑞 阿归养血糖浆 武汉鑫瑞药业有限公司

鼎鹤 参茸鞭丸 大连天山药业有限公司

辽安 清淋颗粒 盘锦恒昌隆药业有限公司

天强 参术儿康糖浆 通化仁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彼迪 格列齐特片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若朋 厄贝沙坦片 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远大 雷公藤多苷片 远大医药黄石飞云制药有限公司

可伦 赖诺普利片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道邦克 参梅养胃颗粒 江苏中兴药业有限公司

敬修堂 追风透骨丸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顺通 苍耳子鼻炎胶囊 长春海外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亚邦 呋塞米片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999 小儿感冒颗粒 华润三九(枣庄)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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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乐多 五维赖氨酸颗粒 南京厚生药业有限公司

藏莲 利肺片 山西仁源堂药业有限公司

九芝堂 杞菊地黄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克菲尔 磷酸哌嗪宝塔糖（克菲尔） 江苏黄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仁民 风寒感冒颗粒 通化仁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仁堂 久强脑立清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补达秀 氯化钾缓释片 广州誉东健康制药有限公司

吉林制药 格列喹酮片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 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嘉应 双料喉风散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珍视明 四味珍层冰硼滴眼液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马应龙 麝香痔疮栓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缬欣 缬沙坦分散片 桂林华信制药有限公司

维诺沙 金龙舒胆胶囊 武汉双龙药业有限公司

常泰 口炎清颗粒 延安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博骏 头孢地尼分散片 广东博洲药业有限公司

乐达非 羚贝止咳糖浆 吉林金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玉仁 益气养血口服液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思考林 胞磷胆碱钠胶囊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海王/银可络 银杏叶片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方荆 洛索洛芬钠分散片 山东裕欣药业有限公司

中联 补脑安神片 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地奥 地奥心血康胶囊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伊顺 莲芝消炎滴丸 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

万通 感通片 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玉仁 益气养血口服液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龙泰 羚贝止咳糖浆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神威 藿香正气软胶囊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吉灵参 补中益气颗粒 北京汉典制药有限公司

玉仁 益气养血口服液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御室 气血双补丸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中泰 胎盘片 山东中泰药业有限公司

聚荣 黄芪精 江苏聚荣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999 壮骨关节丸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 板蓝根颗粒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缬平 马来酸氨氯地平分散片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弘源康 脑肽胶囊 吉林省长源药业有限公司

奇力 乳疾灵胶囊 四川奇力制药有限公司

白敬宇 萘普生片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国缔 复方醋酸氟轻松酊 葫芦岛国帝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明仁 东方活血膏 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南 薄芝片 浙江瑞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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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 呋塞米片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沈阳红药集团 乳癖消片 沈阳红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凯合荣 复方丹参片 上海凯合荣图们药业有限公司

人福 红霉素肠溶片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桃 雪梨膏 湖北盛通药业有限公司

吉灵参 补中益气颗粒 北京汉典制药有限公司

彤医 前列安通胶囊 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司

麦特美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东泰 麝香心脑乐胶囊 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万邦 联苯双酯滴丸 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泰 甲亢灵胶囊 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英平 心脑康胶囊 长春英平药业有限公司

亚泰药业 六合维生素丸 大连水产药业有限公司

万通 咳克平胶囊 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仁堂 加味逍遥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

药厂

玉仁 益气养血口服液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星昊美彤 复方消化酶胶囊 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

999 肾石通颗粒 华润三九(郴州)制药有限公司

999 感冒灵颗粒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 感冒灵颗粒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

云山何济

新峰药业 感冒灵颗粒 广东新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华怡平 伏格列波糖片 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

乐天 美索巴莫片 甘肃省西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孔孟 乌鸡白凤丸 山东孔圣堂制药有限公司

维和 血塞通片 云南维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 保济口服液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奥邦 盐酸特比萘芬片 成都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诺金 湿毒清片 广州诺金制药有限公司

联邦/阿莫仙 阿莫西林胶囊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

司

999 牌 小柴胡颗粒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 安神补脑液 广州白云山星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邦 翁沥通胶囊 吉林省华威药业有限公司

盖诺真 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

星瑞克
曲安奈德鼻喷雾剂(星瑞

克)
南京星银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必康唯正 平溃散 西安必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同仁堂 壮腰健肾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

药厂

京新 连翘败毒片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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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牌 清泻丸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秀愈 复方黄藤洗液 广西德联制药有限公司

白云山/敬修堂 化痔栓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珍德 曲安奈德鼻喷雾剂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红花牌 养血生发胶囊 天津宏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同仁堂 六味地黄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

药厂

国华 天麻首乌片 湖南国华制药有限公司

思金 依巴斯汀片 杭州澳医保灵药业有限公司

美优安 盐酸米诺环素胶囊 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赑康 益气养血口服液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安华 灭菌结晶磺胺 安徽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瑞珠 氧氟沙星滴眼液 湖北远大天天明制药有限公司

步長 参芍胶囊 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

新托妥 瑞舒伐他汀钙片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葵花 胃康灵胶囊 黑龙江葵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弘益 五酯滴丸 南昌弘益药业有限公司

君碧莎 红草止鼾胶囊 陕西君碧莎制药有限公司

莫欣 克拉霉素缓释片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依康宁 银杏叶片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朗致 桂枝茯苓丸 朗致集团万荣药业有限公司

天舒欣 康复新液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纽兰 雪梨膏 湖北纽兰药业有限公司

维尔固 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洛格乐 替米沙坦片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

以岭 连花清瘟胶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济 血栓心脉宁胶囊 通化金恺威药业有限公司

半边天 肾宝糖浆 江西半边天药业有限公司

维尔固
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维

尔固）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山西

同达药业

泰美尼克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辽宁诺维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人福 吡拉西坦片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豹哥 参茸鞭丸 大连天山药业有限公司

马应龙 马应龙麝香痔疮膏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回音必 断血流片 安庆回音必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玉林 正骨水 广西玉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碑林 金嗓开音丸 西安碑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鹿顶丹 全鹿丸 吉林省华侨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独一味 参芪五味子片 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北卫 少腹逐瘀颗粒 北京北卫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风言康 鹿茸口服液 通化仁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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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炉 海珠喘息定片 厦门中药厂有限公司

999 养胃舒颗粒 合肥华润神鹿药业有限公司

马应龙 龙珠软膏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鼎诺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晋城海斯制药有限公司

玉仁 益气养血口服液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仁民 参术儿康糖浆 通化仁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岷州 黄疸茵陈颗粒 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可盛 盐酸米诺环素胶囊 上海华源安徽仁济制药有限公司

立效 参茸珍宝片 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中央 双清合剂 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富露施 乙酰半胱氨酸片 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

光辉 丙硫氧嘧啶片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昊福 脑血康胶囊 山东昊福药业集团制药有限公司

桑莲牌 赛胃安胶囊 福建省泉州亚泰制药有限公司

999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华润三九(黄石)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雍合堂 阿胶益寿口服液 甘肃省金羚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普林松 参茸鞭丸 大连天山药业有限公司

铍宝 消炎癣湿药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玉仁 益气养血口服液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安多美 格列美脲片 贵州天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阜药 安神镇惊二十味丸 阜新蒙药有限责任公司

常为康 枫蓼肠胃康颗粒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同仁堂 偏瘫复原丸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

厂

畅欣达 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青岛黄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九芝堂 天麻钩藤颗粒 成都九芝堂金鼎药业有限公司

新托妥 瑞舒伐他汀钙片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铍宝 消炎癣湿药膏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奥星 肿痛安胶囊 河北奥星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金太阳 氯霉素片 安徽金太阳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唯康乐 多维铁口服溶液 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胶囊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皇隆/易达乐 缬沙坦分散片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诺涛 乳核内消液 洛阳顺势药业有限公司

同仁堂 羚翘解毒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

药厂

舒泰得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彤可欣 小儿肺咳颗粒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迪皿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杰士邦避孕套 天然胶乳橡胶避孕套 SURETEX LIMITED

天远今通 益脑宁片 哈尔滨市龙生北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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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拓赛 托拉塞米片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德昌祥/强力 儿童回春颗粒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白云山/中一 消渴丸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敖东 安神补脑液 吉林敖东延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99 正天丸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卓峰 甘桔清咽颗粒 郑州卓峰制药有限公司

九芝堂 桂枝茯苓丸(浓缩水丸) 成都九芝堂金鼎药业有限公司

美林 布洛芬混悬液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

同仁堂 五子衍宗丸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

厂

力斯得 门冬氨酸氨氯地平片 浙江尖峰药业有限公司

曼宁 头孢克洛缓释胶囊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舒丽启能 马来酸曲美布汀片 天津田边制药有限公司

云丰 参苓健脾胃颗粒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浦惠旨 普伐他汀钠片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德良方 柏花草胶囊 贵州德良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缘 腰痹通胶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川抗
硝呋太尔制霉素阴道软胶

囊
国药集团川抗制药有限公司

新络纳 枸橼酸莫沙必利分散片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派瑞松 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地奥 脂必泰胶囊 成都地奥九泓制药厂

西利宾安 水飞蓟宾葡甲胺片 江苏中兴药业有限公司

金甘 金钱草颗粒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严济堂 安乐胶囊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梨城 甲状腺片 山东省惠诺药业有限公司

信誼 柳氮磺吡啶肠溶片 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雍和堂 阿胶益寿口服液 甘肃省金羚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红旗制药 利福平胶囊 沈阳红旗制药有限公司

谓葆 猴头菌提取物颗粒 山西康欣药业有限公司

芬必得 布洛芬缓释胶囊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苏中 复方硫酸软骨素片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亚邦 盐酸普萘洛尔片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香雪 抗病毒口服液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波依定 非洛地平缓释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快力 枸橼酸莫沙必利片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凯蒙 三味檀香胶囊 内蒙古凯蒙药业有限公司

马应龙 地奥司明片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京通美联 消疲灵颗粒 江西京通美联药业有限公司

邦民制药 心脉通片 广东邦民制药厂有限公司

旭华 胆石片 四川旭华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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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达君 金刚藤颗粒 广西润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济生堂 胆舒胶囊 四川济生堂药业有限公司

(济川药业) 川芎清脑颗粒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辅仁堂 益心通脉颗粒 河南辅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泰嘉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泰嘉)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众生 复方血栓通胶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玉林 鸡骨草胶囊 广西玉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馬應龍 马应龙八宝眼膏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息斯敏 氯雷他定片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康缘 桂枝茯苓胶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奥 地榆升白片 成都地奥集团天府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谓葆 猴头菌提取物颗粒 山西康欣药业有限公司

地奥 地奥心血康软胶囊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唯他停 盐酸舍曲林片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丁桂/宝宝一贴灵 丁桂儿脐贴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智 乌金活血止痛片 鹤壁市中药有限公司

怡开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健美滋 乳果糖口服溶液（丹东康） 丹东康复制药有限公司

百多邦 莫匹罗星软膏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太极 四君子合剂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

白云山 复方丹参片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季德胜 季德胜蛇药片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为快乐 瑞巴派特片 浙江远力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康缘 散结镇痛胶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安达 铝镁加混悬液 扬州一洋制药有限公司

利了 布美他尼片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卡奇尔 维 D2 磷葡钙片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齐容 芪蓉润肠口服液 北京北卫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帅能 复方甘草酸苷片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好医生 康复新液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水林佳 水飞蓟宾胶囊 天津天士力圣特制药有限公司

美普清 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 广东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上药牌 胆宁片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

正大素克 克洛己新干混悬剂 江苏正大清江制药有限公司

松栢 速效救心丸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

中药厂

康辰 骨疏康胶囊 辽宁康辰药业有限公司

力哥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智励天才 补脑丸 陕西金象制药有限公司

正大 补脑丸 西安正大制药有限公司

康寿 生血宝颗粒 湖南康寿制药有限公司

达舒通 风湿骨痛片 安徽美欣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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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伦平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凯因甘乐 复方甘草酸苷胶囊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健民集团 小金胶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伊可新 维生素 AD 滴剂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谷参 复方谷氨酰胺肠溶胶囊 地奥集团成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补佳乐 戊酸雌二醇片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尤诺 苯溴马隆片 常州康普药业有限公司

山高制药 参芪十一味颗粒 江西山高制药有限公司

漢方 黄芪颗粒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鲁南 小儿消积止咳口服液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京万红 橡皮生肌膏 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

(白马) 八珍胶囊 江西杏林白马药业有限公司

健兴 肺力咳合剂 贵州健兴药业有限公司

康王 复方酮康唑发用洗剂 滇虹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盛堂 藤黄健骨片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元治 盐酸贝尼地平片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万仪 奥卡西平片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奥克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血康宝 阿胶补血口服液 福寿堂制药有限公司

碑林 和血明目片 西安碑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百多邦 莫匹罗星软膏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众生 复方血栓通胶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万胜 生精片 贵州万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联 金叶败毒颗粒 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正清 正清风痛宁缓释片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蜀中 氯芬黄敏片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申维 艾地苯醌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富丁乐 硫辛酸胶囊 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蒲公英 安脑片 哈尔滨蒲公英药业有限公司

阿斯德 铝镁匹林片(Ⅱ) 山东中健康桥制药有限公司

敏使朗 甲磺酸倍他司汀片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明仁 颈痛颗粒 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阿拓莫兰 谷胱甘肽片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松栢 速效救心丸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

中药厂

丽科乐 更昔洛韦胶囊 湖北科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久正 蛭蛇通络胶囊 陕西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拜唐苹 阿卡波糖片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

康辰 骨疏康胶囊 辽宁康辰药业有限公司

捷诺维 磷酸西格列汀片 Merck Sharp & Dohme

阿房宫 妇科养荣胶囊 陕西得安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正稳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 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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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福和 消银片（薄膜衣片） 黑龙江福和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戈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

云山制药

凯那 贝前列素钠片（凯那）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艾迪莎 美沙拉秦缓释颗粒 上海爱的发制药有限公司

世博金都 六味五灵片 山东世博金都药业有限公司

朗迪 碳酸钙 D3 颗粒 北京振东康远制药有限公司

安达唐 达格列净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阿拓莫兰 谷胱甘肽片（阿拓莫兰)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信谊
硫酸沙丁胺醇雾化吸入溶

液
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泰魁 复方环磷酰胺片 通化茂祥制药有限公司

密丽 除疤膏 郑州密丽药业有限公司

绿因 参丹散结胶囊 山东绿因药业有限公司

万艾可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爱乐维 复合维生素片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启东分公司

溶之 龙脑安神丸 吉林恒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阿阿胶 复方阿胶浆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中跃 阿胶 山东济水阿胶有限公司

特定药品清单 B，赔付比例 30%：

商品名 通用名 生产厂家

尧华 维生素 B12 片 山西亨瑞达制药有限公司

马应龙 尿素软膏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千汇 诺氟沙星胶囊 山西千汇药业有限公司

润津 盐酸氨溴索片 山东裕欣药业有限公司

凯蕊 乙酰螺旋霉素片 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神豆 罗红霉素胶囊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护蕾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湖北盛通药业有限公司

珍棒 阿莫西林胶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康良 头孢拉定胶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牧霖 大山楂丸 山西万辉制药有限公司

东信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武汉东信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远恒 硝酸咪康唑乳膏 江苏远恒药业有限公司

远清 依诺沙星滴眼液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太湖美 珍珠明目滴眼液 苏州太湖美药业有限公司

明太医 拔毒膏 安阳中智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恩肤霜 丙酸氯倍他索乳膏 广东华润顺峰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百灵 牛黄解毒片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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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霖 三七伤药片 山西万辉制药有限公司

笴力克 阿奇霉素颗粒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广宇制药 舒筋活血片 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刻唐 格列吡嗪片 江苏平光制药(焦作)有限公司

红石 三七伤药片 吉林省红石药业有限公司

宁新宝 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江苏黄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盐酸二甲双胍片 盐酸二甲双胍片 上海寿如松药业泌阳制药有限公司

天武 西地碘含片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太平 风油精 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恒健 麝香祛风湿油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三精 诺氟沙星胶囊 哈药集团三精千鹤望奎制药有限公司

志得快 槐角丸 河南金鸿堂制药有限公司

乐宁 卡托普利片 上海衡山药业有限公司

益金方 消食健胃片 洛阳顺势药业有限公司

蜀中 大山楂颗粒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巨先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烟台巨先药业有限公司

鹅城 清热散结片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舒乐康 辛伐他汀片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民济 藿香正气合剂 江西民济药业有限公司

集佳 百癣夏塔热片 陕西君碧莎制药有限公司

百年六福堂 胃乐新胶囊 吉林省百年六福堂药业有限公司

殊捷 依托红霉素颗粒 山西澳迩药业有限公司

新活力 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临汾宝珠制药有限公司

天泰 速效止泻胶囊 吉林省天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龙门 桑菊感冒片 洛阳天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西可新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水仙 风油精 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博祥 参苓白术散 吉林省通化博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栢吉堂 通窍鼻炎片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鹅城 复方鱼腥草片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东新 蒲公英颗粒 沈阳东新药业有限公司

科晖 小儿氨咖黄敏颗粒 贵州省科晖制药厂

春梦 女宝胶囊 吉林济邦药业有限公司

盾克 安神胶囊 吉林省康福药业有限公司

恒健 新霉素氟轻松乳膏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冠芬 双氯芬酸钠缓释胶囊 南京易亨制药有限公司

欣臻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欣臻) 北京天衡药物研究院南阳天衡制药厂

太福 麻仁丸 武汉太福制药有限公司

维康 牛磺酸颗粒 赤峰维康生化制药有限公司

无极膏 复方倍氯米松樟脑乳膏 上海延安药业(湖北)有限公司

藏藤 风湿安泰片 山西仁源堂药业有限公司

珍母素 小儿化毒散 广西南珠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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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鹤 壮腰健肾丸 广东省罗浮山白鹤制药厂

东风 盐酸多西环素片 河北东风药业有限公司

殊欣 小儿咽扁颗粒 山西澳迩药业有限公司

真元 消栓通络片 吉林真元制药有限公司

天蓝康 屏美 吲达帕胺片 济南高华制药有限公司

庆瑞 乳酸菌素片 黑龙江康麦斯药业有限公司

太平 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黄石力康 麝香壮骨膏 黄石市力康药业有限公司

众锐 法莫替丁片 郑州瑞康制药有限公司

哈尔滨天地 腰息痛胶囊 哈尔滨天地药业有限公司

海珠泰乐 胃刻宁片 吉林双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大洋 盆炎净胶囊 哈尔滨大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地纳彤泰 乳酸菌素颗粒 黑龙江省地纳制药有限公司

道君 胃康灵胶囊 吉林道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龙门 补肾强身片 洛阳天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岷海 蒲地蓝消炎片 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盛杰奥 清热解毒片 商丘市金马药业有限公司

毅达 头孢羟氨苄颗粒 贵州汉方制药有限公司

德成 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江西德成制药有限公司

龙虎 风油精 上海中华药业南通有限公司

罗浮山国药 咳特灵片 广东罗浮山国药股份有限公司

强必林 阿莫西林颗粒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

药谷 逍遥丸(浓缩丸) 湖北瑞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双泉 小儿七星茶颗粒 广西圣民制药有限公司

明仁 四季感冒片 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 曲咪新乳膏 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神旗 三合钙咀嚼片 江西仁齐制药有限公司

老君炉 三肾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维芙膏 氟轻松维 B6 乳膏 江苏远恒药业有限公司

景忠山 愈风宁心片 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

粤威 少林风湿跌打膏 广东粤威制药有限公司

星元清 氯雷他定片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馬休醫生 氧氟沙星凝胶 江苏万禾制药有限公司

力胜 苦参片 吉林省力胜制药有限公司

岷海 蒲地蓝消炎片 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德濟 鼻渊片 吉林白山正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老君炉 唇齿清胃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鑫福堂 清火片 伊春金北药制药有限公司

佛仁制药 五味子颗粒 甘肃佛仁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晟世 活力源片 吉林省抚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羚康 追风舒经活血片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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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松 奥沙普秦肠溶片 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

同仁堂 四神丸 北京同仁堂天然药物(唐山)有限公司

海外 安神补脑片 长春海外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扬子洲 滴耳油 江西德成制药有限公司

愈芙/天友 氧氟沙星凝胶 黑龙江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南国 三磷酸腺苷二钠片 广东南国药业有限公司

金日制药 甲硝唑片 金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河南兴源 感冒咳嗽颗粒 河南兴源制药有限公司

雅泰 头孢氨苄胶囊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鑫明波 盆炎净胶囊 陕西白云制药有限公司

京通 抗宫炎片 江西京通美联药业有限公司

李夫人 肠康片 湖南中和制药有限公司

栢吉堂 降脂宁片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续金 安神胶囊 吉林省康福药业有限公司

英雄 黄连上清丸 河南省康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药 唇齿清胃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粤威 伤湿祛痛膏 广东粤威制药有限公司

俊宏 藿香清胃片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弘飞康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南昌市飞弘药业有限公司

恒帝 脂降宁片 通化金恺威药业有限公司

维朴芬 醋氯芬酸肠溶片 四川维奥制药有限公司

精瑞 伤科跌打片 大连天山药业有限公司

嘉应 消炎利胆片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宗药师 复方金银花颗粒 山西迈迪制药有限公司

新峰药业 抗骨增生片 广东新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珍生源 清热解毒片 商丘市金马药业有限公司

朗倍 阿奇霉素分散片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隆福堂/神乐堂 止咳枇杷颗粒 广西恒科药业有限公司

凯蕊 头孢拉定胶囊 北京京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普林松 复方石韦胶囊 贵阳济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银贝 甲硝唑维 B6 片 上海皇象铁力蓝天制药有限公司

神威 酚氨咖敏颗粒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兴源 半夏糖浆 河南兴源制药有限公司

燕峰 复方羊角颗粒 承德燕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比特力 盐酸西替利嗪片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凯合荣 复方丹参片 上海凯合荣图们药业有限公司

诺得胜 午时茶颗粒 湖北诺得胜制药有限公司

華意 阿苯达唑片 华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正道邦克 猴头菌片 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

万岁 感冒清热颗粒 河北万岁药业有限公司

卫好 多潘立酮口腔崩解片 广东人人康药业有限公司

天天乐 感冒清热颗粒 广西天天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

麦科特 清热散结片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佰消安 清热散结片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宝泰理通 多潘立酮片 山西宝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和盛堂 新生化颗粒 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翼康 三肾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散列通 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观鹤 加味藿香正气丸 广东省罗浮山白鹤制药厂

德济 痔速宁片 通化吉通药业有限公司

中族 罗汉果茶 桂林中族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科田 冻疮膏 湖北科田药业有限公司

国缔 双唑泰栓 葫芦岛国帝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美福临 固肾生发丸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佰消安 复方羊角片 大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九连山 肾石通颗粒 江西九连山药业有限公司

金诺宝 小儿七星茶颗粒 广西圣民制药有限公司

俊宏 藿香清胃胶囊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岷州 蒲地蓝消炎片 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德济 强力天麻杜仲胶囊 通化利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泰多安 荨麻疹丸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特普宁 头孢克肟颗粒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旷世 清心明目上清丸 吉林省辉南三和制药有限公司

敢严 复方黄连素片 吉林省银河制药有限公司

喜适康 吡罗昔康搽剂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红绿灯 刺五加片 通化爱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午时 川贝清肺糖浆 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万通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吉林万通药业集团梅河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岷州 肾石通颗粒 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得仁堂 维生素 C 咀嚼片 山西汾河制药有限公司

白云山 感冒灵颗粒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

云山何济

幸孚 阿昔洛韦分散片 湖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

老君炉 三肾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常青树 暖胃舒乐片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易草堂 降脂宁片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欣易得 阿莫西林颗粒 上海华源安徽仁济制药有限公司

E 洁 珍珠明目滴眼液 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

德药师 海珠喘息定片 洛阳天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双龙 蒲地蓝消炎片 武汉双龙药业有限公司

哈药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斯威 活络消痛片 通化斯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宇惠牌 氯雷他定胶囊 石家庄宇惠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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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帝金匮肾气丸 6g*10s 金匮肾气丸 葫芦岛国帝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唯佳宁 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江苏万禾制药有限公司

紫琉璃 安神胶囊 吉林省康福药业有限公司

康威迪克 洛索洛芬钠胶囊 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莫愁 活血止痛胶囊 南京中山制药有限公司

索通 大黄通便颗粒 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赫阳 根痛平胶囊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强必林 阿莫西林胶囊 海南三叶制药厂有限公司

惍世慷 胃乐新胶囊 吉林省百年六福堂药业有限公司

仁源堂 痛风舒片 山西仁源堂药业有限公司

祺笑 除脂生发片 山西仁源堂药业有限公司

御室 加味逍遥丸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百灵鸟 木香顺气丸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昭药 杜仲降压片 昭通市骅成制药有限公司

顺达欣 骨肽片 安徽宏业药业有限公司

俊宏 暖胃舒乐片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百年康鑫 龙胆泻肝丸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普林松 颈康胶囊 吉林真元制药有限公司

诺捷康 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黑龙江诺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德济 小儿止泻灵颗粒 吉林巨仁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濟 解郁安神颗粒 吉林京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九 肾骨胶囊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万岁 通脉颗粒 河北万岁药业有限公司

彤医 百癣夏塔热片 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司

诺得胜 复方黄连素片 湖北诺得胜制药有限公司

白云湖 肌苷片 济南明鑫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永龙 正红花油 万源(福州)药业有限公司

德济 肤痒颗粒 吉林省华侨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德济 贞芪扶正颗粒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远洋 胃力胶囊 洛阳远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彼优素 头孢克肟干混悬剂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会通 维生素 C 咀嚼片 山西汾河制药有限公司

圣泰 小儿热速清颗粒 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德濟 解郁安神颗粒 吉林京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优卡丹 小儿氨酚烷胺颗粒 江西铜鼓仁和制药有限公司

武都 清胃黄连丸 甘肃佛仁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五寅 麝香祛痛搽剂 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

嘉效 糠酸莫米松乳膏 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

永龍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万源(福州)药业有限公司

老君炉 脑心舒口服液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康角丫 水杨酸复合洗剂 乐泰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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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尔宁 替米沙坦胶囊 山东益健药业有限公司

鑫字牌 妇炎康片 广东德鑫制药有限公司

三精 氨金黄敏颗粒 哈药集团三精儿童大药厂(有限公司)

知恩 滑膜炎片 通化金恺威药业有限公司

抚河牌 全鹿丸 江西仁丰药业有限公司

羚康/天宏 康乐鼻炎片 黑龙江天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龙仕康 通窍耳聋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韩都 癃闭舒片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马应龙 麝香祛痛搽剂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普林松 前列舒乐胶囊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燕峰 愈风宁心片 承德燕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久保舒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

凯合荣 复方丹参片 上海凯合荣图们药业有限公司

德济 明目蒺藜丸（水丸） 吉林省辉南三和制药有限公司

保利 参芪颗粒 江西保利制药有限公司

美多信 莫匹罗星软膏 杭州朱养心药业有限公司

孔府 健儿消食口服液 山东孔府制药有限公司

中泰 熊胆痔灵栓 山东中泰药业有限公司

南珠 消朦片 广西南珠制药有限公司

新博 柴黄颗粒 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龙仕康 藤黄健骨丸 吉林省鑫辉药业有限公司

倍他乐克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倍他

乐克)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委托阿斯利

康药业(

路林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四川华新制药有限公司

天方 苍苓止泻口服液 河南天方药业中药有限公司

德海 降脂灵片 湖南德海制药有限公司

地纳新能 维生素 C 泡腾片 黑龙江省地纳制药有限公司

安士 盐酸伐昔洛韦片 安士制药(中山)有限公司

盛品堂 朱砂安神丸 吉林省鑫辉药业有限公司

欧化雅舟康 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广州欧化药业有限公司

九郡 连翘败毒丸 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金康毕克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哈尔滨同一堂药业有限公司

普林松 痔炎消胶囊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锦立欣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福他宁 普伐他汀钠片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玉仁 复方益肝丸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喘康 麻杏止咳糖浆 武汉太福制药有限公司

白云山 感冒灵颗粒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

云山何济

南海恒诚制药 感冒清热颗粒 广东恒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济仁 前列安通胶囊 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司

辰欣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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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山 枫蓼肠胃康片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瑞年 氧氟沙星滴眼液 南京瑞年百思特制药有限公司

德濟 降脂宁颗粒 吉林白山正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嘉 二丁颗粒 四川古蔺肝苏药业有限公司

永治 化痔胶囊 郑州韩都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维朴芬 醋氯芬酸肠溶片 四川维奥制药有限公司

福瑞堂 脑络通胶囊 焦作福瑞堂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御生堂 壮腰健肾丸 北京御生堂集团石家庄制药有限公司

苏适 厄贝沙坦片(苏适)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胜艾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

片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老君炉 荡石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维尔固 盐酸氨基葡萄糖胶囊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湘江 利巴韦林颗粒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彼康王 复方酮康唑软膏 滇虹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御室 金匮肾气丸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宜软佳 复方醋酸氟轻松酊 浏阳津兰药业有限公司

联环 叶酸片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恒帝 胃炎宁颗粒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同仁堂 益母草颗粒 北京同仁堂天然药物(唐山)有限公司

扬子洲 滴耳油 江西德成制药有限公司

至灵 至灵胶囊 大同市利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京丰 小儿清肺化痰颗粒 北京长城制药有限公司

德昌祥 坤宝丸 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司

嘉应 金菊五花茶颗粒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俊宏 藿香清胃胶囊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天龙药业 口腔炎喷雾剂 黑龙江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森平 缬沙坦分散片 山东益健药业有限公司

斯睿达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箭康 二十五味驴血丸 青海省格拉丹东药业有限公司

路能 银杏叶分散片 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 橘红痰咳颗粒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亚宝 珍菊降压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花 转移因子口服溶液
金花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金

花制药

仙泰 舒筋胶囊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天强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龙泰 羚贝止咳糖浆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吉加 厄贝沙坦片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潜江制药 托吡卡胺滴眼液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龙仕康 荨麻疹丸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太福 川贝清肺糖浆 武汉太福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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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龙 氧化锌软膏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愈畅 萘哌地尔分散片 蓬莱金创药业有限公司

贺甘定 拉米夫定片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小明仁/福瑞达 小儿解感颗粒 山东明仁福瑞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奇乐 消风止痒颗粒 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老君炉 冠心苏合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津奉 烧伤喷雾剂 荆州市津奉药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龙 脑络通胶囊 辽宁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贵妃舒 妇炎康片 广东德鑫制药有限公司

坤世堂 荨麻疹丸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九州通 双黄连口服液 河南福森药业有限公司

兆誉隆 脂脉康胶囊 辽源誉隆亚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会通 缩泉丸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衡立乐 非诺贝特片 上海衡山药业有限公司

安利博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胶囊 元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一味 参芪五味子片 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帅能 复方甘草酸苷片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会通 前列康舒胶囊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湘江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御室 气血双补丸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快点 维 A 酸乳膏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赛汗/额木奇 舒肝平胃丸 内蒙古九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宁敏/晶 色甘酸钠滴眼液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 清开灵颗粒 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

易蒙停 盐酸洛哌丁胺胶囊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定律 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溶液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康尔佳 复方金银花颗粒 河北国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乐天 胃舒宁颗粒 甘肃省西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特安欣
复方吡拉西坦脑蛋白水解

物片
长春长庆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彤医 骨筋丸胶囊 哈尔滨同一堂药业有限公司

优立通 非布司他片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同仁堂 牛黄解毒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

药厂

西其汀 盐酸倍他司汀口服液 黑龙江中桂制药有限公司

红石 乳宁片 吉林省红石药业有限公司

金桃 枸橼酸铁铵维 B1 糖浆Ⅱ 湖北盛通药业有限公司

圣泰 小儿热速清颗粒 哈尔滨圣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喜人 维 D2 磷酸氢钙片 上海皇象铁力蓝天制药有限公司

老君炉 藤黄健骨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步長 红核妇洁洗液 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

瑞健 马来酸曲美布汀胶囊 山西振东安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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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泰 荨麻疹丸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康普 阿魏酸哌嗪片 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泽 恩替卡韦胶囊(甘泽）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玉仁 益气养血口服液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思维源 复方脑蛋白水解物片 吉林省长源药业有限公司

诺贝先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颗粒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家庄)有限公司

京万红 京万红痔疮膏 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有限公司

严济堂 金刚藤软胶囊 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

AZ 盐酸伐昔洛韦片 安士制药(中山)有限公司

雷氏 六神丸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联邦阿莫仙 阿莫西林胶囊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

司

敏使朗 甲磺酸倍他司汀片 卫材(中国)药业有限公司

德联 复方黄藤洗液 广西德联制药有限公司

多力康 长春西汀片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尤卓尔 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同仁堂 气管炎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

药厂

力哥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同仁堂 牛黄降压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

药厂

版纳 双姜胃痛丸 西双版纳版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隆信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胶囊

(Ⅰ)
广东隆信制药有限公司

银朵兰 寒喘祖帕颗粒 新疆银朵兰维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龙 知柏地黄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上龙 杞菊地黄丸 上海宝龙安庆药业有限公司

鉴康/猛 全鹿丸 吉林省华侨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辛可 辛伐他汀分散片 广州南新制药有限公司

白云山/陳李濟 壮腰健肾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999 温胃舒胶囊 合肥华润神鹿药业有限公司

白云山 清开灵颗粒 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

育泰 参茸强肾片 吉林佳泰制药有限公司

康恼灵
复方吡拉西坦脑蛋白水解

物片
辽宁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碑林 金嗓清音丸 西安碑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 头孢丙烯胶囊 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肛泰 肛泰栓 烟台荣昌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 螺内酯片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吲舒 吲哚美辛巴布膏 武汉兵兵药业有限公司

步长/倍佳 盐酸特比萘芬溶液 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

地纳新能 维生素 C 泡腾片 黑龙江省地纳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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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金方 乳核内消液 洛阳顺势药业有限公司

优鼻 鼻通宁滴剂 贵州苗一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仁和可立克 风寒感冒颗粒 山东孔府制药有限公司

体美 减肥胶囊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尤诺 苯溴马隆片 常州康普药业有限公司

康恼灵
复方吡拉西坦脑蛋白水解

物片
辽宁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常为康 枫蓼肠胃康颗粒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世扶尼 头孢地尼胶囊 天津医药集团津康制药有限公司

佛慈 内消瘰疬丸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常药 卡托普利片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哈药 妇宁栓 哈药集团世一堂制药厂

草之楼 乙肝灵胶囊 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丽珠得乐 枸橼酸铋钾胶囊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玉屏山 妇科止痒片 广西万寿堂药业有限公司

信谊 卡马西平片 上海福达制药有限公司

银朵兰 寒喘祖帕颗粒 新疆银朵兰维药股份有限公司

好护士 乳癖消片 辽宁上药好护士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芙必叮 地氯雷他定分散片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杰风节克 伸筋活络丸 河南中杰药业有限公司

同仁堂 愈风宁心片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

药厂

999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华润三九(黄石)药业有限公司

恒帝 护肝片 通化利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雲昆 参苓健脾胃颗粒 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

远大 雷公藤多苷片 远大医药黄石飞云制药有限公司

孚松 卤米松乳膏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锄根 泌尿宁胶囊 甘肃省西峰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山雄 万通筋骨片 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久和 苯磺酸氨氯地平分散片 南通久和药业有限公司

康瑞 瑞格列奈片 天津市康瑞药业有限公司

司乐平 拉西地平片 哈药集团三精明水药业有限公司

彤医 天杞补肾胶囊 哈尔滨同一堂药业有限公司

牡丹江灵泰 补肾益脑胶囊 牡丹江灵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乡 血塞通滴丸
云南金不换(集团)有限公司药业分公

司

朵英 盐酸吡格列酮片 烟台正方制药有限公司

东泰 妇乐片 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唐太医 舒胆胶囊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瑞 参茸鞭丸 大连天山药业有限公司

泌列克 翁沥通胶囊 吉林省华威药业有限公司

和颜 坤泰胶囊 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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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碧阿胶 阿胶益寿口服液 四川旭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汉方 康艾扶正胶囊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得必泰 复方铝酸铋颗粒 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

泰白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搏力高 坎地沙坦酯片 浙江永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尤佳 阿托伐他汀钙胶囊 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易坦静 berry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瑞彤 盐酸吡格列酮片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济 补金片 通化百信药业有限公司

易明 美消丹 红金消结片 四川维奥制药有限公司

同仁堂 散寒活络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

药厂

万通 益气养血口服液 通化万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 消糜栓 通药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双湖 盐酸苯海索片 常州康普药业有限公司

斯利安 叶酸片 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

步長 红核妇洁洗液 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

泰康 红金消结片 深圳市泰康制药有限公司

三精 逐瘀通脉胶囊 哈药集团三精千鹤制药有限公司

诺迪康 诺迪康胶囊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泰 八正颗粒 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速力菲 琥珀酸亚铁片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

厂

瑞婷 阿那曲唑片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松鹿 养阴清肺口服液 呼伦贝尔松鹿制药有限公司

鲁南 桔贝合剂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银诺克 前列康舒胶囊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维阿露 复方卡力孜然酊 新疆维阿堂制药有限公司

丽珠维可 缬沙坦胶囊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万生力乐 盐酸帕罗西汀片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妥抒 来氟米特片（妥抒） 福建汇天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药材 虫草清肺胶囊 青海普兰特药业有限公司

平光制药 消栓通络颗粒 江苏平光信谊(焦作)中药有限公司

同仁堂 皮肤病血毒丸 北京同仁堂制药有限公司

金戈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

云山制药

迪菲特 罗通定片 四川迪菲特药业有限公司

蒙王 珍宝丸 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

康恩贝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唐瑞 那格列奈片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唯达宁 硝酸益康唑喷雾剂 辽宁新高制药有限公司

碧凯 保妇康栓 海南碧凯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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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卫 九味镇心颗粒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百适可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太极 独圣活血片 太极集团四川绵阳制药有限公司

廖氏 化风丹 贵州万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清之品 清浊祛毒丸 广西清之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斯利安 叶酸片 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

九连山 肾宝颗粒 江西九连山药业有限公司

保列治 非那雄胺片(保列治)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百适可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明之欣 他克莫司软膏 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天丁 马来酸恩替卡韦片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富丁乐 硫辛酸胶囊 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汇仁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陈李济 壮腰健肾丸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名正 阿德福韦酯胶囊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丽科乐 更昔洛韦胶囊 湖北科益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特定药品清单 C，赔付比例 40%：

商品名 通用名 生产厂家

秀瞳 妥布霉素滴眼液 广东宏盈科技有限公司

卓峰 盐酸环丙沙星滴眼液 郑州卓峰制药有限公司

卓峰 氧氟沙星滴眼液 郑州卓峰制药有限公司

平光 阿司匹林肠溶片 江苏平光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环渤淼 碘酊 河北健宁药业有限公司

昂生 复方熊胆薄荷含片 山西昂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雅泰 盐酸环丙沙星片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蜀中/依科 复方氨酚烷胺片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坤世堂 清火片 吉林省康福药业有限公司

天瑞 辛伐他汀片 浙江天瑞药业有限公司

海口奇力 阿昔洛韦片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蒙欣 阿昔洛韦片 赤峰蒙欣药业有限公司

紫玲 喉舒宁片 广西恒力宝药业有限公司

易菲莎 曲咪新乳膏 山东良福制药有限公司

人福医药 对乙酰氨基酚栓 湖北人福成田药业有限公司

敏菲尔 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上海皇象铁力蓝天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 人丹 广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瑞盈 腰息痛胶囊 哈尔滨天地药业有限公司

西苑 吲达帕胺片 烟台巨先药业有限公司

云鹏 地巴唑片 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

比特力 盐酸西替利嗪片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凯合荣 复方丹参片 上海凯合荣图们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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惍世慷 理气舒心片 吉林省鑫辉药业有限公司

华药 复方羊角片 内蒙古仁泽药业有限公司

顺势 消食健胃片 洛阳顺势药业有限公司

亚宝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亚宝药业太原制药有限公司

志得快 鼻炎灵片 河南金鸿堂制药有限公司

迪康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

远清 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龙虎 风油精 上海中华药业南通有限公司

远清 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依利亚安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回马枪 麝香镇痛膏 黄石燕舞药业有限公司

福尔泰 复方金刚烷胺氨基比林片 吉林省福尔泰药业有限公司

东药 吲达帕胺片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双鹤药业 非洛地平片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百派 复方贝母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广宇制药 冬凌草片 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百年康鑫 黄连上清片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特力素 头孢克肟颗粒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天泰 复方北豆根氨酚那敏片 吉林省天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晟世 降脂宁片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蓝天 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上海皇象铁力蓝天制药有限公司

金桃 五维 B 颗粒 湖北盛通药业有限公司

万人 牛黄解毒片 河南兴源制药有限公司

佰消安 喉痛灵片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惍世慷 清瘟解毒片 哈尔滨三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彼新舒 辛伐他汀片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龙门 首乌延寿片 洛阳天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白药 云南白药创可贴 云南白药集团无锡药业有限公司

健通 天麻头风灵胶囊 通化利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中大 格列吡嗪片 山西津华晖星制药有限公司

观鹤 骨刺平片 广东省罗浮山白鹤制药厂

晶灿 盐酸洛美沙星滴眼液 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

仁颐 猴头菌片 福建省三明天泰制药有限公司

德济 刺五加颗粒 吉林白山正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送康族 开胸消食片 吉林省密之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今辰 牛黄上清片
上海海虹实业(集团)巢湖今辰药业有

限公司

长恒 安络痛片 吉林省长恒药业有限公司

迪德 辛伐他汀片 山西鑫煜制药有限公司

狗皮王 麝香壮骨膏 黄石市力康药业有限公司

民舟 保儿安颗粒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龙泰 通窍鼻炎片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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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鹞 炉甘石洗剂 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

小彤彤 小儿咽扁颗粒 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威马 叶酸片 福建明华制药有限公司

顺峰 曲咪新乳膏 广东华润顺峰药业有限公司

铭杰 风寒咳嗽颗粒 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

用 咽炎片 伊春金北药制药有限公司

岷州 小儿感冒颗粒 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华新 阿苯达唑颗粒 威海华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中 小儿麻甘颗粒 云南楚雄云中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彼迪 灯盏花素片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怡川 克拉霉素分散片 广东隆信制药有限公司

金桃 雪梨膏 湖北盛通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兴源 橘红颗粒 河南兴源制药有限公司

六棉牌 保儿安颗粒 中山市恒生药业有限公司

老君炉 通窍鼻炎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舒乐康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真还珠 银花芒果片 广西南珠制药有限公司

鹅城 抗骨增生片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珍元 风寒咳嗽颗粒 云南铭鼎药业有限公司

百派 复方贝母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盘龙 痛风舒片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兰悉多 兰索拉唑肠溶片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老专家 天麻胶囊 河北万岁药业有限公司

药当家 咽炎含片 西安博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德济 贞芪扶正颗粒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瑞诺林 舒筋活血片 河南中杰药业有限公司

粤威 麝香祛风湿膏 广东粤威制药有限公司

彼优素 头孢克肟干混悬剂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轰克 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湖北康正药业有限公司

广健 藿胆丸 广州粤华制药有限公司

愈眸 萘敏维滴眼液 邯郸康业制药有限公司

彼迪 法莫替丁片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侨星 绿梅止泻颗粒 福建省泉州罗裳山制药厂

桔王 益母草颗粒 江西桔王药业有限公司

孔孟 栀子金花丸 山东孔圣堂制药有限公司

德濟 接骨续筋片 通化百信药业有限公司

宝安宁 血塞通分散片 江苏中雍红瑞制药有限公司

乌苏里江 刺五加片
黑龙江乌苏里江制药有限公司哈尔滨

分公司

石药 布洛芬颗粒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人福 土霉素片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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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君炉 脑灵素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美抒特 尿素维 E乳膏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人民 牛黄上清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鹅城 消炎利胆片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唯比力 盐酸伊托必利片 云南永安制药有限公司

九典 盐酸班布特罗胶囊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南岛 葡萄糖酸钙片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

晶灿/鑫烨 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

芙容丽 宫炎康颗粒 山西澳迩药业有限公司

久邦 头孢克肟胶囊 江苏亚邦强生药业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金益跶 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知原 阿昔洛韦凝胶 江苏知原药业有限公司

翼康 根痛平胶囊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中诺艾林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片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家庄)有限公司

喜适康 吲哚美辛搽剂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惍世康 五福化毒丸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诺得胜 杏苏止咳糖浆 湖北诺得胜制药有限公司

德康 胃痛宁片 湖南德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俊宏 藿香清胃胶囊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太平 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英平 丹皮酚软膏 长春英平药业有限公司

丹宏 甲硝唑芬布芬胶囊 丹东宏业制药有限公司

定律 氢溴酸右美沙芬口服溶液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康德平 格列齐特缓释片 浙江康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吉加/恒瑞 厄贝沙坦片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宇制药 苦参片 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正茂 清脑降压片 吉林白山正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宗药师 明目上清片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怡川 克拉霉素分散片 广东隆信制药有限公司

太平 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 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工业 硝苯地平缓释片(Ⅰ) 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

太平 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东药 氧氟沙星凝胶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益馨康 天麻胶囊 吉林省七星山药业有限公司

麦达啉 多潘立酮片 江西捷众制药有限公司

水仙 风油精 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冰莲 健肝灵胶囊 山西仁源堂药业有限公司

珍芝堂 杜仲平压片 吉林京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宇 冬凌草片 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汉方 罗汉果止咳胶囊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远达 骨折挫伤胶囊 哈尔滨中药六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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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宝 养血安神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世扶尼 头孢地尼胶囊 天津医药集团津康制药有限公司

德济 丹参舒心胶囊 焦作福瑞堂制药有限公司

观鹤 消炎利胆片 广东省罗浮山白鹤制药厂

百派 通窍耳聋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美大康 阿奇霉素分散片 四川美大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宇康 前列癃闭通片 吉林百琦药业有限公司

德济 肾复康胶囊 通化金恺威药业有限公司

常青树 藿香清胃胶囊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張恒春 补中益气丸 芜湖张恒春药业有限公司

皇隆/奇卫 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回马枪 午时茶颗粒 黄石燕舞药业有限公司

鑫烨 阿达帕林凝胶 江苏福邦药业有限公司

神济 风痛安胶囊 中美华医(河北)制药有限公司

武都 五味子颗粒 甘肃佛仁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佳泰药业 甲硝唑氯已定洗剂 广东佳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亿 肠胃宁片 河南省新四方制药有限公司

东信 吲哚美辛呋喃唑酮栓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言净欣 罗红霉素颗粒 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尔有限公司

珍元 半夏露颗粒 云南万裕药业有限公司

天天乐 止泻颗粒 广西天天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元 尿素维 E乳膏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诺得胜 香连丸 湖北诺得胜制药有限公司

麥科特 骨刺平片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晟世 金匮肾气丸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东新 天麻头痛片 沈阳东新药业有限公司

鼎柔 老鹳草软膏 黑龙江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苗泰 大山楂颗粒 葵花药业集团(襄阳)隆中有限公司

恒健 水杨酸苯酚贴膏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百派 醒脑再造胶囊 吉林亚泰明星制药有限公司

芙寶 老鹳草软膏 健民集团叶开泰国药(随州)有限公司

新活力 谷维素片 临汾宝珠制药有限公司

圣邦杰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山东司邦得制药有限公司

旭阳 通脉颗粒 四川旭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德济 明目蒺藜丸 吉林省辉南三和制药有限公司

威门 当归调经颗粒 贵州威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泰方 奥硝唑分散片 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俊宏 消渴降糖片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阿漠平/雅泰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

片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鑫烨 熊胆粉滴眼液 长春长庆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张恒春 明目地黄丸 芜湖张恒春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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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氏 阿奇霉素分散片 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

立效 舒肝丸 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口馨 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江苏晨牌邦德药业有限公司

鑫烨 喷昔洛韦乳膏 湖北科田药业有限公司

双鹤药业 非洛地平片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有限公司

太福 强力枇杷露 武汉太福制药有限公司

格拉丹东 流感丸 青海省格拉丹东药业有限公司

普林松 感冒灵胶囊 长春大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彼优刻 头孢克洛颗粒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恒帝 清热暗疮丸 吉林九鑫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济仁 百癣夏塔热片 黑龙江省济仁药业有限公司

妍婷/东信 甲硝唑栓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朗致 桂枝茯苓丸 朗致集团万荣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新世通 氯雷他定片 海南新世通制药有限公司

民舟 障眼明胶囊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和盈药业 川贝枇杷糖浆 江西和盈药业有限公司

千金湘药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玉仁 复方和血丸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冰克 克拉霉素分散片 四川省旺林堂药业有限公司

白云山 咳特灵颗粒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吉林黄栀花 接骨丸 吉林黄栀花药业有限公司

紫琉璃 化痔灵片 吉林省康福药业有限公司

德济 橘红丸 吉林省华侨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安普索 盐酸氨溴索片 山德士(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康普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纽兰 生脉饮(党参方) 湖北纽兰药业有限公司

山羊 胎盘片 山东希力药业有限公司

林平 缬沙坦分散片 山东益健药业有限公司

开济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老君炉 三肾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万寿堂 跌打扭伤灵酊 广西万寿堂药业有限公司

博曼欣 头孢泊肟酯片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亿代 头孢丙烯颗粒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克林 聚维酮碘乳膏 武汉迪奥药业有限公司

博利康尼 硫酸特布他林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云鹏 呋喃唑酮片 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

伊人 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江苏晨牌邦德药业有限公司

海尔思 通宣理肺颗粒 江西海尔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恒涛堂 妇洁舒洗液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雪立丁 夏枯草颗粒 江苏晨牌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忧娘娘 补中益气丸 湖北瑞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艾悦 左炔诺孕酮炔雌醚片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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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达 藿香清胃片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德通宝 哮喘片 西安北方药业有限公司

独一味 前列安通片 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唐喜 格列齐特缓释片 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百派 排毒养颜片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易启康 伊曲康唑胶囊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沃佳康 强力脑心康胶囊 通化吉通药业有限公司

玉仁 开郁舒肝丸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滕王阁 强力枇杷露 江西滕王阁药业有限公司

老拨云堂 加替沙星滴眼液 楚雄老拨云堂药业有限公司

金口馨 浓替硝唑含漱液 江苏晨牌邦德药业有限公司

普林松 三肾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青雪 白癜风丸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纽兰 雪梨膏 湖北纽兰药业有限公司

远达 胃炎宁颗粒 哈尔滨中药六厂有限公司

集佳 百癣夏塔热片 陕西君碧莎制药有限公司

俊宏 藿香清胃胶囊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参鸽 风寒双离拐胶囊 黑龙江参鸽药业有限公司

康华 复方氯己定地塞米松膜 西安康华药业有限公司

世纪鑫威 滑膜炎片 通化金恺威药业有限公司

泰力平 长春西汀片 浙江泰利森药业有限公司

依姆多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聚荣 安神补脑液 江苏聚荣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华素片 西地碘含片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 风寒感冒颗粒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恒恩 羟苯磺酸钙分散片 海南林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珍通 口腔炎喷雾剂 江西珍视明药业有限公司

仁和可立克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江西铜鼓仁和制药有限公司

百神 蛇胆陈皮口服液 江西百神昌诺药业有限公司

力生 异烟肼片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羚康 止痛化癥片 吉林省天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传平 利肺片 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

保贝牛 赖氨葡锌颗粒 长沙东风药业有限公司

奥为仙 盐酸伊托必利片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吐蕃仙草 健脾润肺丸 青海省格拉丹东药业有限公司

好医生 桑姜感冒胶囊 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立效 参苓白术颗粒 山西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白金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常山生化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靰鞡草 舒筋丸 黑龙江参鸽药业有限公司

圣元药业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沈阳圣元药业有限公司

伊顺 莲芝消炎滴丸 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

泰白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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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济 贞芪扶正颗粒（无糖型）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曲优 盐酸舍曲林片 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保节力 硫酸氨基葡萄糖片 新兴同仁药业有限公司

孟和 羚贝止咳糖浆 吉林金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濟堂 虫草清肺胶囊 青海普兰特药业有限公司

方荆 洛索洛芬钠分散片 山东裕欣药业有限公司

金爵 乙肝灵胶囊 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

湘江 格列齐特片(Ⅱ)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生堂 复方益肝灵片 江苏中兴药业有限公司

百灵鸟 咳速停糖浆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问医堂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山西华元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强健 绞股蓝总甙片 安康正大制药有限公司

臣功 盐酸特比萘芬片 南京臣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嘉效 丙酸氟替卡松乳膏 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

宝丽婷 克霉唑阴道片 浙江圣博康药业有限公司

康博士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囊 辽宁康博士制药有限公司

维拉斯 丹黄祛瘀片 长春海外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伊众捷 盐酸二甲双胍肠溶胶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朗致 小建中胶囊 贵州太和制药有限公司

银朵兰 祖卡木颗粒 新疆银朵兰维药股份有限公司

珍宝岛 血栓通胶囊 哈尔滨珍宝制药有限公司

鲁南 茵栀黄颗粒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爱尔士 醋酸氯己定溶液 杨凌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惍世慷 糖尿乐片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易特欣 非洛地平缓释片 南京易亨制药有限公司

克林净 克银丸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京新 康复新液 内蒙古京新药业有限公司

瑞阳/康尔伴 复方甘草酸苷胶囊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瑞阳/康尔伴 复方甘草酸苷胶囊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百新哈 地氯雷他定糖浆 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明竹欣 盐酸伐昔洛韦片 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代丁 阿德福韦酯片 天津药物研究院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保节力 硫酸氨基葡萄糖片 新兴同仁药业有限公司

阿甘定 阿德福韦酯片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喜运 培坤丸 陕西紫光辰济药业有限公司

双药 桃红清血丸 吉林双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葵花 康妇消炎栓 葵花药业集团(伊春)有限公司

格拉丹东 双参龙胶囊 青海省格拉丹东药业有限公司

旺方 肺气肿片 广东万方制药有限公司

蒙王 珍宝丸 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

汉典 参苓白术颗粒 北京汉典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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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專家 威灵骨刺膏 河北万岁药业有限公司

邦之 匹伐他汀钙片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风友 磷酸钠盐口服溶液 海南三风友制药有限公司

贝希 阿卡波糖胶囊 四川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平奇 孟鲁司特钠片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扶他林 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新代克白灵 苏孜阿甫片 陕西君碧莎制药有限公司

冠爽 匹伐他汀钙片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复瑞彤
吡格列酮二甲双胍片

(15mg/500mg
江苏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奇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悉林 阿莫西林舒巴坦匹酯片 浙江亚峰药厂有限公司

康缘 天舒胶囊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唐王 乌金活血止痛片 陕西天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同济 便乃通茶 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戚光 蒲郁胶囊 四川诺迪康威光制药有限公司

天元 龙鹿丸 山西康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天士力 复方丹参滴丸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御室 补肾填精丸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万业强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常山生化药业(江苏)有限公司

漢方 妇科再造胶囊 贵州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金纽尔 复方丙酸氯倍他索软膏 江苏知原药业有限公司

力哥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万菲乐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特定药品清单 D，赔付比例 50%：

商品名 通用名 生产厂家

科伦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红树 清火栀麦片 广西北部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桥牌 食母生片 广东五洲药业有限公司

五景 珍珠明目滴眼液 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

东药 甲硝唑凝胶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冰叶 清火栀麦片 广西正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复尔必妥 氧氟沙星滴眼液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盖克 氯芬黄敏片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冰中仙 冰硼散 河南蓝天药业有限公司

湿速宁 复方保泰松鸡血藤片 吉林市鹿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霏 氧氟沙星滴耳液 南京天朗制药有限公司

愉泰 清脑降压片 四川省三星堆制药有限公司

左芙 盐酸左氧氟沙星胶囊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马应龙 对乙酰氨基酚栓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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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峰 双氯芬酸钠肠溶片 白云山汤阴东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舒乐康 辛伐他汀片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云鹏 吲哚美辛肠溶片 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

鲁西 复方氨酚烷胺片 山东鲁西药业有限公司

今辰 阿莫西林颗粒
上海海虹实业(集团)巢湖今辰药业有

限公司

施锐 炎可宁片 重庆陪都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观鹤 喉舒宁片 广东省罗浮山白鹤制药厂

科伦 诺氟沙星胶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东信 阿昔洛韦分散片 湖北东信药业有限公司

屏美 吲达帕胺片 济南高华制药有限公司

大红鹰药业 美洛昔康片 宁波大红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格罗特明 阿奇霉素片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

赛睿 大山楂丸 上海赛睿宿州药业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 头孢氨苄颗粒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德济 小儿解感片 吉林白山正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玉仁 安胃片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晟世 消食健胃片 洛阳君山制药有限公司

俞氏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

本草堂 麻杏止咳片 吉林天药本草堂制药有限公司

北方经开 理气舒心片 吉林省鑫辉药业有限公司

燕舞 麝香壮骨膏 黄石卫生材料药业有限公司

双药 咽炎片 吉林双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苑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烟台巨先药业有限公司

普林松 消炎止痢灵片 黑龙江康麦斯药业有限公司

盾克 根痛平胶囊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维芙膏/鑫烨 氟轻松维 B6 乳膏 江苏远恒药业有限公司

康业 氯霉素滴眼液 邯郸康业制药有限公司

岷州 小柴胡颗粒 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怡康寿 辛伐他汀片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

正尔 元胡止痛片 湖北美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怡冲 尼莫地平片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

汉光妥 头孢克肟胶囊 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得恩德 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浙江得恩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水仙 风油精 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扬子洲 红霉素软膏 江西德成制药有限公司

拜敏万全 氯雷他定片 万全万特制药(厦门)有限公司

顺达欣 骨肽片 安徽宏业药业有限公司

鑫烨 盐酸洛美沙星乳膏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德济 肾复康胶囊 通化金恺威药业有限公司

迊春 三磷酸腺苷二钠片 福建古田药业有限公司

老君炉 四季感冒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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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氏 尼美舒利颗粒 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

普林松 唇齿清胃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俞氏/同邦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

鑫齐 辛伐他汀片 山东鑫齐药业有限公司

龙捷康 益肝灵片 辽宁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迪赛诺 甲钴胺片 江苏迪赛诺制药有限公司

康利宁 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湖北舒邦药业有限公司

九典 奥硝唑片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为健 盐酸伊托必利片 哈药集团制药六厂

白云湖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济南明鑫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天乐 防芷鼻炎片 广西天天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伊龙 安络痛片 洛阳伊龙药业有限公司

震元 克拉霉素片 浙江震元制药有限公司

普林松 伤痛宁膏 湖北康源药业有限公司

太平 白花油 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岷州 蒲地蓝消炎片 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科田 冻疮膏 湖北科田药业有限公司

喜适康 醋酸曲安奈德乳膏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长垣 鼻炎灵片 河南金鸿堂制药有限公司

桑美 克拉霉素胶囊(桑美)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鑫齐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山东鑫齐药业有限公司

润平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梁湖 补中益气丸 湖北瑞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景忠山 妇科调经片 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

瑞赛欣 清火片 伊春金北药制药有限公司

新迪 复方氨酚烷胺片 哈药集团制药六厂

彼新舒 辛伐他汀片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玉仁 明目上清片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天武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華青 红霉素眼膏 新乡华青药业有限公司

黄连之乡 天麻片 湖北香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真元 心脑康胶囊 吉林真元制药有限公司

奇舟 奥硝唑片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

紫玲 老年咳喘片 广西恒力宝药业有限公司

蓉通 板蓝根颗粒 四川康福来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禅方 咳特灵胶囊 广西禅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蜀中 三七片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三精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哈药集团三精明水药业有限公司

绿色博爱 银黄颗粒 西安博爱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住邦护蕾 阿苯达唑颗粒 湖北盛通药业有限公司

梁湖 槐角丸 湖北瑞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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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 硝酸咪康唑乳膏 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普林松 橘红片 吉林道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雅泰 氯唑沙宗片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湘江 利巴韦林颗粒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鑫齐 铝碳酸镁咀嚼片 山东鑫齐药业有限公司

天耀 炎热清片 吉林天药本草堂制药有限公司

双药 胃灵颗粒 吉林双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望天树 益脉康胶囊 西双版纳雨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三益 盐酸萘甲唑啉滴鼻液 国药集团三益药业(芜湖)有限公司

比特力 盐酸西替利嗪片 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

毕克 双氯芬酸钠缓释片 浙江迪耳药业有限公司

顺静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四川省百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绿约膏 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

益馨康 藤黄健骨丸 吉林省正辉煌药业有限公司

俞氏 罗红霉素分散片 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

寿堂/石药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鼎鹤 清火栀麦片 四川旭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众克 舒筋丸 黑龙江参鸽药业有限公司

会通 复方黄连素片 吉林省银河制药有限公司

普林松 四季感冒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景忠山 脑得生片 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

景致/弹力王 精制狗皮膏 湖北康源药业有限公司

长寿松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上海寿如松药业泌阳制药有限公司

可由 喷昔洛韦乳膏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盘龙 痛风舒片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龍 耳聋左慈丸 兰州太宝制药有限公司

俞氏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

护蕾 小儿硫酸亚铁糖浆 湖北盛通药业有限公司

BYF 诺氟沙星胶囊 白云山汤阴东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德济 舒神灵胶囊 吉林省天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方明 氧氟沙星凝胶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真元 消栓通络片 吉林真元制药有限公司

百民医生 乳酸菌素片 黑龙江康麦斯药业有限公司

中南 氯氮平片 湖南中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Ⅱ) (瑭结终 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片(Ⅱ) 吉林省华威药业有限公司

都乐 丹七片 广西金嗓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双井 复方石韦胶囊 贵阳济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花地 甲硝唑氯己定洗剂 广州花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敖东 人工牛黄甲硝唑胶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

特普特 降脂宁片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惠松 氨糖美辛肠溶片 浙江惠松制药有限公司

益金方 罗红霉素分散片 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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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感力克新 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 武汉东信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美福临 藿香清胃胶囊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安捷健 头孢克肟颗粒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美抒特 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欣暻 引阳索 吉林白山正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biocause 布洛芬颗粒 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

愈妍 复方杏香兔耳风片 湖北广仁药业有限公司

玉仁 消栓通络片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宗药师 小儿化毒散 广西南珠制药有限公司

纽兰 雪梨膏 湖北纽兰药业有限公司

敏迪 特非那定片 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敢严 舒肝和胃丸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亚宝 吲达帕胺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灭达 头孢拉定胶囊 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

宏大 大黄䗪虫片 临江市宏大药业有限公司

俞氏 辛伐他汀片 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

天天乐 午时茶颗粒 广西天天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九惠药业 清淋颗粒 惠州市九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金力舒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

悬剂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

云山制药

龙泰 风寒感冒颗粒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参鸽药业 舒筋丸 黑龙江参鸽药业有限公司

木严青/南岛 胆木浸膏片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

天洋 双唑泰栓 安徽天洋药业有限公司

德济 蟾麝救心丸 通化金恺威药业有限公司

花朵 化痔灵片 吉林省康福药业有限公司

新峰药业 感冒灵颗粒 广东新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升和 痛风定胶囊 四川升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瑞琪 枸橼酸莫沙必利片(瑞琪)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品修堂 溃疡灵胶囊 通化永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坦静 盐酸氨溴索口服溶液 四川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南峰牌 固本咳喘片 台州南峰药业有限公司

御室 舒肝和胃丸 承德御室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小彤彤 小儿咽扁颗粒 兰州和盛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力魂 灵芝益寿胶囊 郑州韩都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工业 硝苯地平缓释片(Ⅰ) 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

中天泰科 丹七片 甘肃中天金丹药业有限公司

鲁南贝特 复方氯唑沙宗片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仁和 消炎止咳片 洛阳天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泊松 复方甘草酸苷胶囊 潍坊中狮制药有限公司

严量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沈阳管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齐鲁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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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人乐 胃灵合剂 绵阳一康制药有限公司

丁克 盐酸特比萘芬喷雾剂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鲁抗 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

盛杰奥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沈阳管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易康明 苄达赖氨酸滴眼液 河北医科大学制药厂

灵方 消炎镇痛膏 重庆灵方三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一片天 清热祛湿颗粒 广东一片天医药集团制药有限公司

吉华舒 五福化毒丸 吉林省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浙海 磷酸哌嗪宝塔糖 四川德元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郭晓庄 腰痛宁胶囊 颈复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纽兰 十全大补膏 湖北纽兰药业有限公司

百派 参雄温阳胶囊 长春银诺克药业有限公司

苗大夫 鼻通宁滴剂 贵州苗一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至灵 至灵胶囊 大同市利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特安呐 血塞通片 云南特安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三仁堂 益脑片 贵州三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松鹿/胡慶餘堂 养阴清肺口服液 呼伦贝尔松鹿制药有限公司

三仁堂 益脑片 贵州三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长龙 明目蒺藜丸
吉林省辉南长龙生化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贝希 阿卡波糖胶囊 四川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秦胜唐 风湿骨康片 陕西省雄风制药有限公司

舒泰得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碑林 复明片 西安碑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启元 金莲清热颗粒 宁夏启元国药有限公司

傲士 银杏酮酯滴丸 浙江九旭药业有限公司

普林松 参茸鞭丸 大连天山药业有限公司

顺医堂 清眩治瘫丸 辽宁源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利君 妙济丸 陕西利君现代中药有限公司

维阿舒 疗癣卡西甫丸 新疆维阿堂制药有限公司

修正 二丁颗粒 修正药业集团长春高新制药有限公司

中联 鼻炎片 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诺邦 克拉霉素缓释片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帅信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神奇 银盏心脉滴丸 贵州神奇药业有限公司

百神 健脾八珍糕 江西百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民 神农镇痛膏 广东湛江吉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永吉 复方雪莲胶囊 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

万菲乐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三仁堂 乳块消口服液 贵州三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龍精寶 龙鹿丸 山西康威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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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药品清单 E，赔付比例 60%：

商品名 通用名 生产厂家

天视 妥布霉素滴眼液 南京天朗制药有限公司

益克/蜀中 氨咖黄敏胶囊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旺林堂 对乙酰氨基酚片 四川省旺林堂药业有限公司

五景 氧氟沙星滴耳液 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

瑞诺林 舒筋活血片 河南中杰药业有限公司

康麦尔 复方龙胆碳酸氢钠片 上海皇象铁力蓝天制药有限公司

西苑 吲达帕胺片 烟台巨先药业有限公司

龙门 舒筋活血片 洛阳天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亚宝 尼莫地平片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雅泰 阿昔洛韦片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恒健 盐酸环丙沙星乳膏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嘉恒 复方贝母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渭仙 复方胰酶片 陕西博森生物制药股份集团有限公司

轰克 氧氟沙星凝胶 湖北康正药业有限公司

彼迪 阿莫西林颗粒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白云峰 羧甲司坦片 白云山汤阴东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瑞林 炉甘石洗剂 山东鲁西药业有限公司

南国 喉舒宁片 广东南国药业有限公司

俞氏 尼美舒利颗粒 苏州俞氏药业有限公司

武药 甲硝唑片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好大夫 盐酸左西替利嗪片 北京天衡药物研究院南阳天衡制药厂

欣敢胺 复方氨酚烷胺片 长春迪瑞制药有限公司

感 A 复方氨酚烷胺胶囊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嘉效 盐酸洛美沙星滴耳液 武汉诺安药业有限公司

天友 萘敏维滴眼液 邯郸康业制药有限公司

鹅城 复方感冒灵片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恒健 曲安奈德新霉素贴膏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海王 阿昔洛韦片 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

太湖美 珍珠明目滴眼液 苏州太湖美药业有限公司

雅泰 盐酸二甲双胍片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老君炉 牛黄清胃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老君炉 荡石片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易服宁 阿苯达唑颗粒 威海华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恒 咳特灵胶囊 吉林省长恒药业有限公司

轰克 克林霉素磷酸酯凝胶 湖北康正药业有限公司

福瑞堂 盐酸二氧丙嗪颗粒 焦作福瑞堂制药有限公司

鑫齐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山东鑫齐药业有限公司

优里 甲硝唑口腔粘贴片 山西迈迪制药有限公司

瑞眸舒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长春迪瑞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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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得胜 麻仁丸 湖北诺得胜制药有限公司

万岁 腰息痛胶囊 河北万岁药业有限公司

昊神 咽炎含片 宁夏金太阳药业有限公司

盘龙药业 腰痛片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梁湖 归脾丸 湖北瑞华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宇制药 冬凌草片 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马休医生 盐酸特比萘芬凝胶 江苏万禾制药有限公司

李夫人 葡萄糖酸氯己定软膏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蜜雪儿 头孢拉定干混悬剂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立方立清 丹皮酚软膏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太福 槐角丸 武汉太福制药有限公司

岷州 蒲地蓝消炎片 甘肃岷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迪北 格列美脲片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今妹 健胃消食片 洛阳天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珍元 复方熊胆薄荷含片 山西昂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科田 华佗膏 湖北科田药业有限公司

天泰 化痔灵片 吉林省天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中 乳酸菌素片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普尔丁 糖尿乐片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水丸) (玉仁 六味地黄丸(水丸) 吉林玉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法 复方苦参洗剂 浙江中法制药有限公司

悦彤 小儿咽扁颗粒 黑龙江龙桂制药有限公司

为立美 肠胃宁片 河南省新四方制药有限公司

朗欧 叶酸片 烟台中洲制药有限公司

浦纾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南京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 紫丹活血胶囊 四川泰华堂制药有限公司

普尔丁 降脂宁片 长春万德制药有限公司

司邦得 蒙脱石散 山东仙河药业有限公司

小密达 蒙脱石散 湖南中和制药有限公司

诺金 百合固金片 广州诺金制药有限公司

三阳康泰 复方益肝灵胶囊 湖南恒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丽珠维可 缬沙坦胶囊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康森 复方板蓝根颗粒 四川彩虹制药有限公司

臣康安 头孢丙烯分散片 上海美优制药有限公司

半边天 十二乌鸡白凤丸 江西半边天药业有限公司

洛阳天生 笑月 健胃消食片 洛阳天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桑美 克拉霉素胶囊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舒诺欣 托西酸舒他西林胶囊 陕西西岳制药有限公司

东盛 热淋清片 合肥今越制药有限公司

品修堂 颈康胶囊 吉林真元制药有限公司

白云山 复方丹参片 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

奇归 芪归胶囊 河北龙海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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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诚/正意 安康胶囊 江西心诚药业有限公司

仁源堂 六经头痛片 山西仁源堂药业有限公司

中联 鼻炎片 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阿甘定 阿德福韦酯片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万朗 裸花紫珠分散片 成都华宇制药有限公司

胜艾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分散

片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芙必叮 地氯雷他定分散片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芮康 清热暗疮丸 吉林九鑫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艾普丁 恩替卡韦分散片 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全智 乌金活血止痛片 鹤壁市中药有限公司

楽透福 格列吡嗪控释片 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

优立通 非布司他片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特定药品清单 F，赔付比例 70%：

商品名 通用名 生产厂家

恒健 复方土槿皮酊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壹源堂蔺堂主 盐酸曲美他嗪片 湖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

太平洋 风油精 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

宝彤 利巴韦林滴眼液 湖北潜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环球 氧氟沙星滴眼液 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野虎 清凉油 上海中华药业南通有限公司

东药 吲达帕胺片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克可宓 氢溴酸右美沙芬颗粒 广东和平药业有限公司

鹅城 腹可安片 广东省惠州市中药厂有限公司

凯秀 三黄片 贵州安顺西秀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愉泰 消炎止咳片 四川省三星堆制药有限公司

湖北康源 风油精 湖北康源药业有限公司

舒乐康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康奇力 腹可安片 广东康奇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紫玖 喉舒宁片 广西恒力宝药业有限公司

新華 辛伐他汀片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制药一厂

万人 复方公英片 河南兴源制药有限公司

鹏鹞 益肝灵分散片 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

同心茂源 痛风舒片 贵州省科晖制药厂

广宇制药 冬凌草片 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密之康 消食健胃片 洛阳顺势药业有限公司

双泉 清火片 广西圣民制药有限公司

中智 消炎止咳片 中山市恒生药业有限公司

荔花牌 三磷酸腺苷二钠片 广西浦北制药厂

民康 金明和胃胶囊 湖北民康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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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民 麝香追风膏 广东湛江吉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幸孚 盐酸曲美他嗪片 湖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

鲁抗 格列齐特缓释片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

九连山 元胡止痛片 江西九连山药业有限公司

远清 氧氟沙星滴眼液 江苏汉晨药业有限公司

汝立康 通窍鼻炎片 通化颐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宇制药 舒筋活血片 三门峡广宇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霡欣 缬沙坦胶囊 北京恩泽嘉事制药有限公司

以清 匹伐他汀钙片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大唐奥舒 醒脾开胃颗粒 西安大唐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欧美宁 替米沙坦片 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黄石飞云 抗病毒口服液 远大医药黄石飞云制药有限公司

万通 胃康灵胶囊
吉林万通药业集团梅河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庆鸿/百科方 宫瘤清片 广东百澳药业有限公司

鉴康 固肾生发丸 吉林省俊宏药业有限公司

華青 硫软膏 新乡华青药业有限公司

顺静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四川省百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同济 便乃通茶 武汉同济现代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僮乐 赖氨酸磷酸氢钙颗粒 陕西诚信制药有限公司

以岭 厄贝沙坦分散片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精鑫 麝香接骨胶囊 吉林省精鑫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湘江 多潘立酮片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普林松 藤黄健骨丸 吉林省正辉煌药业有限公司

花红 花红片
广西壮族自治区花红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美兰特
复方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

片（美兰特）
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坤达 萘哌地尔片 通化吉通药业有限公司

利宝 乳酸钙颗粒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万星宁 盐酸莫西沙星片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康缘 金红片 江苏康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诺贝先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颗粒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家庄)有限公司

绿太阳 白玉软膏 贵州绿太阳制药有限公司

丹博瑞 复方金凤搽剂 贵州济生制药有限公司

新博 柴黄颗粒 四川百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和盈 川贝枇杷糖浆 江西和盈药业有限公司

宝源制药 赖氨酸磷酸氢钙颗粒 山西新宝源制药有限公司

优克 石椒草咳喘颗粒 云南优克制药公司

特定药品清单 G，赔付比例 80%：



46

商品名 通用名 生产厂家

鑫齐 辛伐他汀片 山东鑫齐药业有限公司

旭阳 清火栀麦片 四川旭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京必妥新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景忠山 壮腰健肾片 景忠山国药(唐山)有限公司

扬子洲 林可霉素利多卡因凝胶 江西德成制药有限公司

新亚力普 西尼地平片 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

恒健 四环素软膏 广东恒健制药有限公司

康乐 益母草膏 武汉康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清山 感冒止咳糖浆 江西和盈药业有限公司

颐君 通窍鼻炎片 通化颐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泰 化痔灵片 吉林省天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佳邦护蕾 大山楂颗粒 湖北盛通药业有限公司

威尔舒 碳酸钙甘氨酸胶囊 天津金虹胜利药业有限公司

用 咽炎片 伊春金北药制药有限公司

惍世慷 降脂宁颗粒 通化新东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清力平 瑞舒伐他汀钙胶囊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雷迪欣 复方醋酸棉酚片 西安北方药业有限公司

丁克 盐酸特比萘芬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天立威 头孢克肟分散片 浙江巨泰药业有限公司

知恩 蟾麝救心丸 通化金恺威药业有限公司

注：保险人保留对特定药品清单中的药品进行变更的权利。如果特定药品清单中的药

品发生变更，保险人将在泰康在线官方渠道（包括但不限于官网、官微）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