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97 种谈判成功药品名单

序号 类别 药品名称

一、新增 70个药品名单

1 西药 艾考恩丙替片

2 西药 艾尔巴韦格拉瑞韦片

3 西药 来迪派韦索磷布韦片

4 西药 索磷布韦维帕他韦片

5 西药 丙酚替诺福韦片

6 西药 重组细胞因子基因衍生蛋白注射液

7 西药 盐酸阿来替尼胶囊

8 西药 呋喹替尼胶囊

9 西药 注射用雷替曲塞

10 西药 奥拉帕利片

11 西药 马来酸吡咯替尼片

12 西药 帕妥珠单抗注射液

13 西药 信迪利单抗注射液

14 西药 芦可替尼片

15 西药 波生坦片

16 西药 利奥西呱片

17 西药 马昔腾坦片

18 西药 司来帕格片

19 西药 麦格司他胶囊

20 西药 特立氟胺片

21 西药 苹果酸奈诺沙星胶囊

22 西药 贝达喹啉片

23 西药 德拉马尼片

24 西药 利多卡因凝胶贴膏

25 西药 乌美溴铵维兰特罗吸入粉雾剂

26 西药 茚达特罗格隆溴铵吸入粉雾剂用胶囊

27 西药 注射用奥马珠单抗

28 西药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

29 西药 托法替布片

30 西药 注射用英夫利西单抗

31 西药 注射用尤瑞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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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西药 注射用重组人组织型纤溶酶原激酶衍生物

33 西药 罗沙司他胶囊

34 西药 阿卡波糖咀嚼片

35 西药 艾塞那肽注射液

36 西药 达格列净片

37 西药 恩格列净片

38 西药 卡格列净片

39 西药 利司那肽注射液

40 西药 甘草酸单铵半胱氨酸氯化钠注射液

41 西药 精氨酸谷氨酸注射液

42 西药 注射用艾普拉唑

43 西药 沙库巴曲缬沙坦片

44 西药 地拉罗司分散片

45 西药 羟乙基淀粉 130/0.4 电解质注射液

46 西药 硫培非格司亭注射液

47 西药 阿柏西普眼内注射溶液

48 西药 地塞米松玻璃体内植入剂

49 西药 他氟前列素滴眼液

50 西药 多种油脂肪乳(C6～24)注射液

51 西药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Ⅴ-SF)

52 西药 钆特醇注射液

53 中成药 冬凌草滴丸

54 中成药 金花清感颗粒

55 中成药 麻芩消咳颗粒

56 中成药 射麻口服液

57 中成药 痰热清胶囊

58 中成药 血必净注射液

59 中成药 八味芪龙颗粒

60 中成药 杜蛭丸

61 中成药 芪芎通络胶囊

62 中成药 脑心安胶囊

63 中成药 芪黄通秘软胶囊

64 中成药 参乌益肾片

65 中成药 芪黄颗粒

66 中成药 芪丹通络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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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中成药 西红花总苷片

68 中成药 注射用丹参多酚酸

69 中成药 注射用益气复脉(冻干)

70 中成药 食道平散

二、续约成功的 27 个药品名单

1 西药 尼妥珠单抗注射液

2 西药 贝伐珠单抗注射液

3 西药 盐酸厄洛替尼片

4 西药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

5 西药 注射用曲妥珠单抗

6 西药 依维莫司片

7 西药 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

8 西药 甲磺酸阿帕替尼片

9 西药 西达本胺片

10 西药 碳酸镧咀嚼片

11 西药 碳酸司维拉姆片

12 西药 阿利沙坦酯片

13 西药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

14 西药 富马酸喹硫平缓释片

15 西药 盐酸帕罗西汀肠溶缓释片

16 西药 吗啉硝唑氯化钠注射液

17 西药 泊沙康唑口服混悬液

18 西药 注射用重组人尿激酶原

19 西药 利拉鲁肽注射液

20 西药 注射用重组人脑利钠肽

21 西药 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

22 西药 雷珠单抗注射液

23 中成药 银杏二萜内酯葡胺注射液

24 中成药 银杏内酯注射液

25 中成药 参一胶囊

26 中成药 注射用黄芪多糖

27 中成药 复方黄黛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