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 包装 备注

1 伏格列波糖片 华怡平 素片 0.2mg*20片 盒

2 伏格列波糖片 华怡平 素片 0.2mg*30片 盒

3 伏格列波糖片 华怡平 素片 0.3mg*20片 盒

4 伏格列波糖片 华怡平 素片 0.3mg*30片 盒

5 舍雷肽酶肠溶片 曲坦 肠溶片 5mg*28片 盒 国内独家

6 舍雷肽酶肠溶片 曲坦 肠溶片 10mg*20片 盒 国内独家

7 替硝唑阴道泡腾片 替尼津 阴道泡腾
片

0.2g*8片 盒

8 愈美缓释片 华可必 缓释片 860mg*6片 盒 国内独家

9 奥美拉唑钠肠溶片 利韦廷 肠溶片 20mg*7片 盒

10 奥美拉唑钠肠溶片 利韦廷 肠溶片 20mg*14片 盒

11 奥美拉唑钠肠溶片 利韦廷 肠溶片 10mg*28片 盒

12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伏乐新 薄膜衣片 0.125g*12片 盒

13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伏乐新 薄膜衣片 0.125g*24片 盒

14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伏乐新 薄膜衣片 0.25g*6片 盒

15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伏乐新 薄膜衣片 0.25g*12片 盒

16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伏乐新 薄膜衣片 0.5g*6片 盒

17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伏乐新 薄膜衣片 0.5g*12片 盒

18 头孢克洛胶囊 可洛 胶囊剂 0.5g*12粒 盒

19 头孢克洛颗粒 克弗 颗粒剂 0.125g*6袋 盒

20 头孢克洛颗粒 克弗 颗粒剂 0.125g*9袋 盒

21 头孢克洛颗粒 克弗 颗粒剂 0.25g*6袋 盒

22 头孢羟氨苄胶囊 律欣 胶囊剂 0.25g*12粒 盒

23 头孢羟氨苄胶囊 律欣 胶囊剂 0.5g*10粒 盒

24 聚卡波非钙片 利波非 片剂 0.5g*18片 盒

25 替米沙坦氢氯噻嗪片 文乐宁 片剂 （40mg+12.5mg)*14片 盒

26 替米沙坦氢氯噻嗪片 文乐宁 片剂 （40mg+12.5mg)*28片 盒

27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伏乐新 粉针剂 0.75g 瓶

28 注射用头孢拉定 粉针剂 0.5g 瓶

29 注射用头孢拉定 粉针剂 1.0g 瓶

30 注射用头孢米诺钠 蓓乐新 粉针剂 0.5g 瓶

31 注射用头孢尼西钠 卫乐新 粉针剂 0.5g 瓶

32 注射用头孢尼西钠 卫乐新 粉针剂 1.0g 瓶

33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全舒达 粉针剂 1.0g(1:1) 瓶

34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欣乐新 粉针剂 1.0g 瓶

35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悦乐新 粉针剂 1.0g 瓶

36 注射用头孢硫脒 拜乐新 粉针剂 0.5g 瓶

37 注射用头孢硫脒 拜乐新 粉针剂 1.0g 瓶

38 注射用头孢地嗪钠 利乐新 粉针剂 0.5g 瓶

39 注射用头孢地嗪钠 利乐新 粉针剂 1.0g 瓶

40 注射用盐酸头孢吡肟 沃乐新 粉针剂 1.0g 瓶

41 格列齐特片（II） 片剂 80mg*30片 盒 低价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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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吉非罗齐胶囊 洁脂 胶囊剂 0.3g*30片 盒 低价药

43 美洛昔康片 莫乐新 素片 7.5mg*10片 盒 低价药

44 替硝唑胶囊 替尼津 胶囊剂 0.5g*8粒 盒 低价药

45 罗红霉素胶囊 力弗 胶囊剂 0.15g*6粒 盒 低价药、谈判备选

46 罗红霉素胶囊 力弗 胶囊剂 0.15g*10粒 盒 低价药、谈判备选

47 替米沙坦片 毓乐宁 片剂 40mg*7片 盒 低价药、谈判备选

48 替米沙坦片 毓乐宁 片剂 40mg*14片 盒 低价药、谈判备选

49 替米沙坦片 毓乐宁 片剂 80mg*7片 盒 低价药、谈判备选

50 盐酸西替利嗪片 希瓦丁 片剂 10mg*12片 盒 低价药、谈判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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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 包装 备注

1 盐酸氟西汀胶囊 无 胶囊剂 20mg*28片 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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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 包装 备注

1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粉针剂 1.0g 瓶

谈判备选

2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粉针剂 2.0g 瓶

谈判备选

3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 粉针剂 3.0g 瓶

谈判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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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2-66060668-8087

13862411251

岳经理、彭经理、鲍苏婷（招商专员）

010-63101597、010-63150205、18013530789、0512-66060620

邓春野

王晓燕（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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