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医保政策工作问答

问题 1：现在公立医疗机构做核酸检测的价格是多少？

答：核酸检测收费是按照有关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为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临时新增的医疗服务项目，随

着试剂盒、提取试剂等主要材料成本的变化，其价格在动态调

整。目前，核酸检测最高限价为 132 元/次，自 5 月 16 日起全

省执行。上述价格为政府指导价，不得上浮，下浮不限。

问题 2：到基层医疗机构看病，收取一般诊疗费，请问这是

一项什么收费，为什么到医院未收取呢？

答：按照国家规定，基层医疗机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现行的一般诊疗费是将原

有的挂号费、诊查费、注射费以及药事服务成本合并在一起，

并按疗程收费 ，医院仍按各项目分别收取。

问题 3：一般诊疗费的收费标准是多少？

答：一般诊疗费的现行收费标准为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的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 13 元/人次、一疗

程，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的村卫生室 8 元/人次、一疗程。

问题 4：社会零售药店的药品价格为什么会不一样？

答：由药店自主制定，社会零售药店销售的药品价格实行

市场调节，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大家前往药店购药时可根

据自身需求货比三家予以选择。

问题 5：为什么有的医院会对挂号费开展优惠减免活动，有



的医院就不开展这种优惠减免活动呢？

答：挂号费属于基本医疗服务，按照现行政策，公立医疗

机构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各医疗机构可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在一定幅度内下浮医疗服务价格。

问题 6：公立医疗机构的病房床位费怎么管理？

答：按照现行政策，公立医疗机构的病房床位包括普通病

房床位、特需床位和其他床位。普通病房床位是指医疗机构为

保障大多数患者基本医疗需求设置的，具备基本医疗服务设施

条件的病房（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四人及以上间）床位。

特需病房床位是指医疗机构为满足少数患者特殊医疗需求设置

的，在设施、面积、功能、环境及服务等方面明显优于普通病

房的高档病房的床位。其他床位包括层流洁净病房床位、重症

监护病房床位、特殊防护病房床位、新生儿床位和门/急诊留观

床位等。

公立医疗机构除特需病房床位外的床位价格实行政府指导

价管理。医疗机构可根据自身实际确定具体执行价格，但不得

突破价格、卫生主管部门制定的指导价格，下浮不限。特需病

房床位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具体由医疗机构自行确定，

报主管部门备案。

问题 7：公立医疗机构确因实际需要，在现有病房外走廊、

过道临时增加的病床如何收费？

答：公立医疗机构因实际需要在病房外走廊、过道临时增

加的病床，三级医疗机构按不超过 10 元/床日，二级及以下医



疗机构按不超过 6 元/床日执行；此类病床不得收取空调费和取

暖费。

问题 8：公立医疗机构的床位费是按日收取吗？

答：公立医疗机构的床位费按整日数计算，计入不计出，

即入院当天按 1 日计算，出院当天不计日数，当天入院又当天

出院的按 1 日计算。

问题 9：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如何管理？

答：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

问题 10：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如何管理？

答：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自

主制定。

问题 11：公立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加成率是多少？

答：按照现行政策，公立医疗机构所有药品（中药饮片除

外）一律实行零差率销售。

问题 12：医疗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是什么意思？

答：公立医疗机构的基本医疗服务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

即医疗机构执行时不得上浮，下浮不限。

问题 13：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用耗材可以加成吗？

答：按照现行政策，自 2019 年 11 月 30 日起，公立医院医

用耗材一律实行零差率销售。

问题 14：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所有医疗服务都执行政府指

导价吗？

答：按照现行政策，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部分特需医疗服

务及市场竞争充分、个性化需求强的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实行市



场调节价。

问题 15：在公立医疗机构门诊挂号时收取的诊查费是什么

费用？

答：门诊诊查费是一项医疗服务项目，其项目内涵是医务

人员提供（技术劳务）诊疗服务。诊查费按照提供诊疗服务医

务人员的职称对应收取，现有医师（含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

主任医师和知名专家四类。该项费用在门诊挂号时与挂号费一

并收取。

问题 16：公立医疗机构的诊查费都执行政府指导价吗？

答：按照现行政策，自 2018 年 11 月 15 日起，湖北省公立

医疗机构的知名专家诊查费价格由公立医疗机构自主制定并保

持相对稳定。各级公立医疗机构制定的知名专家诊查费须报本

级卫健、价格管理部门备查后执行。

问题 17：开展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是哪个机构？

答：由医疗保障部门和采购联盟医疗机构代表组成的市药

械联合采购办公室。

问题 18：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的交易平台是

哪个平台？

答：湖北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 。

问题 19：武汉市第一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的落地

实施时间是？

答：2020 年 5 月 1 日。

问题 20：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相关药品

医保支付标准由哪个部门制定？

答：由省医保局制定。



问题 21：武汉市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国家 4+7 集中采购和

使用试点扩围工作？

答：2019 年 12 月 15 日。

问题 22：国家 4+7 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中选药品有多

少种？

答：25 种。

问题 23：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的采购周期是

多久？

答：从中标结果执行日起，每 12 个月为 1 个周期。

问题 24：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的回款时间是

多长？

答：医疗机构在中选药品到货验收合格入库后 1 个月内与

企业结算药款。

问题 25：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的主体是哪些？

答：武汉地区药械集中带量采购联盟全部成员单位。

问题 26：武汉市第一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的采购周

期是多长？

答：从 2020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

问题 27：武汉市第一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医疗机

构的约定采购量确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答：根据带量采购原则，以中选企业梯度报价后获得的全

市采购总量，参照各医疗机构实际使用情况，经专家论证，分

配给各联盟成员单位作为约定采购量。

问题 28：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工作思路是什么？

答：政府组织、联盟采购、平台操作。



问题 29：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工作措施有哪些？

答：带量采购，以量换价；招采合一，保证使用；基金垫

付，及时回款；确保质量，保障供应。

问题 30：武汉市第一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的支付

标准有哪些规定？

答：适用于我市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及生育保险基金作为支

付患者使用中选药品的结算基准，由患者和医保基金按规定比

例分担。非中选药品以集中带量采购同一通用名同一质量层次

中选价格作为支付标准；同一通用名同剂型同规格同一质量层

次的中选药品有两个的，以其中中选药品的最低价格作为非中

选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患者要求使用价格高于支付标准的药

品，超出医保支付标准的部分由患者自付；患者使用价格低于

医保支付标准的药品，按实际价格支付。

问题 31：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药费医保基金预付机制

有哪些？

答：根据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的采购价格、医疗机构与

企业合同约定的采购品种及采购数量测算带量采购药品费用总

额。

医保经办机构按照合同约定中选药品采购金额分两次预付

给医疗机构，首次预付比例 50%，于采购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

日内完成；第二次预付比例 50%，于采购合同开始执行六个月后

完成。

两次预付金全部从医保统筹基金中划拨。

问题 32：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及时结算机制有哪些？



答：收到采购药品，经验收合格并确认入库后，30 天内与

企业及时结算。配送企业应按合同规定及时与药品生产企业结

算。医疗机构要确保预付金专款专用并按规定结算药款。医保

经办机构在首次预付完成 3 个月后，分 4 次从医保结算费用中

抵扣。药品采购协议期结束后 1 个月内，将医保药品预付金全

部抵扣结清。

问题 33：武汉市药械集中带量采购联盟成员单位的构成有

哪些？

答：武汉地区公立医疗机构（含部队医疗机构）、部分医保

定点非公立医疗机构、医保定点门诊重症（慢性）疾病药房。

问题 34：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政策协同机制有哪

些？

答：医保支付标准与采购价格协同、药品采购与价格形成

机制转化与公立医疗机构改革协同、责任落实与确保使用协同。

问题 35：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形式有哪些？

答：根据每种药品入围的生产企业数量分别采取相应的集中带

量采购方式。入围生产企业在 3 家及以上的，采取招标采购的

方式。入围生产企业为 2 家的，采取议价采购的方式。入围生

产企业只有 1 家的，采取谈判采购方式。

问题 36：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范围有哪些？

答：集中带量采购药品在国家、省组织谈判、集中带量采

购药品以外的药品中遴选集中带量采购药品品种。对不适宜带

量采购的药品,按质优价廉原则依法依规进行集中谈判议价采

购。

问题 37：医院只能使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



品吗？

答：按照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有关政策规定，医疗

机构应优先采购和合理使用中选品种，约定采购量以外的剩余

用量，医疗机构可采购同通用名下其他价格适宜的非中选品种。

对群众有合理用药需求的非中选药品，医疗机构应予以保障。

问题 38：国家集采中选品种恩替卡韦分散片在零售药房执

行中选价格吗？

答：恩替卡韦分散片是国家组织第一批带量采购药品，按

照有关政策规定，公立医院执行国家组织带量采购药品中选价

格，零售药店药品价格根据市场竞争形成；药店也可按自愿原

则参与国家带量采购，在中选价格基础上适当加价。

问题 39：武汉市拜糖苹的价格是多少？

答：拜糖苹（阿卡波糖片，拜耳医药保健公司生产）不是

国家集中带量采购湖北中选品种，湖北中选品种为阿卡波糖胶

囊（四川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但拜糖苹最近也下调了

价格，在湖北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上挂网价为：0.1g*30

片，32.64 元/盒；50mg*30 片，19.20 元/盒。

问题 40：药品价格是政府定价吗？

答：2015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联合发文规定，为

推进药品价格改革，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药

品政府定价，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

问题 41：乙肝用药替诺福韦酯在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

购范围吗？

答：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在国家第一批带量采购湖

北中选品种范围（300mg*30 片/瓶，杭州苏泊尔南洋药业有限公



司生产，医保支付标准 11.37 元）。

问题 42：武汉市的白蛋白紫杉醇价格是多少？

答：注射液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为国家第二批集中采

购中选药品，由石药集团欧意药业公司供应湖北，中选价格为

747 元/支。

问题 43：《武汉市药品备案采购实施办法》的适用范围是什

么？

答：《武汉市药品备案采购实施办法》适用于联盟医疗机构，

在集中采购周期内，使用纳入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目录内

的非中选药品的采购。

问题 44：哪些情况下，联盟医疗机构可申请备案采购非中

选品种？

答：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联盟医疗机构可申请备案采购非

中选品种：

（1）科研项目所需品种；

（2）医院论证临床需要的品种；

（3）中选生产企业因原材料供应、生产线改造等因素不能

正常供应，临床用药需选用非中选的同通用名品种；

（4）中选品种因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中选范围内其他品种

不能替代的，需选用非中选同通用名品种；

（5）属于传染病、职业病、精神病、恶性肿瘤及突发事件、

中毒、急（抢）救等特殊治疗的品种。

问题 45：不得纳入武汉市药品备案采购范围的是哪些品

种？

答：具有以下情形之一，不得纳入武汉市药品备案采购范



围：

（1）中选品种在采购周期内被取消中选资格的品种；

（2）被药监等管理部门列入不良记录的品种；

（3）违反国家药品相关规定的品种。

问题 46：武汉市备案采购有哪些原则？

答：先备后采原则。除临床急（抢）救药品外，联盟医疗

机构应先申请备案后实施采购, 不得擅自采购非中选品种。

价格合理原则。联盟医疗机构备案采购品种，应对备案采

购品种进行询价或谈判，备案采购品种的价格不得高于同期全

国各省最低挂网价格。

确保中选品种优先使用原则。联盟医疗机构备案采购非中

选品种时，应确保同类中选品种采购约定量的完成；中选品种

能够满足临床需要的，原则上不予备案采购非中选品种。

问题 47：备案采购有哪些方式？

答：单次备案、批量备案。

问题 48：单次备案的要求有哪些？

答：备案采购一般实行单次备案采购的方式，联盟医疗机

构根据患者需要，实行一患者一备案。采购目录内品种，同通

用名同质量层次同品规有中选品种的，使用非中选品种时，只

能单次备案。使用未纳入采购目录规格的非标准（药典目录）

规格品种，只能单次备案。

问题 49：批量备案的要求有哪些？

答：采购目录内同通用名同质量层次同品规没有中选的品

种，联盟医疗机构经医院专家论证，可以对非中选品种申请批

量备案采购；同质量层次同通用名同规格的品种，医疗机构只



能备案一个企业生产的品种。

问题 50：备案采购程序有哪些？

答：联盟医疗机构在武汉市药械集中带量采购服务平台（网

址：http://wh.eliansun.com/）完成药品备案采购流程。

（1）提出申请

单次备案采购由联盟医疗机构临床使用科室医生提出申请，

按照医院的采购流程经院分管领导（或备案的授权人）签字同

意盖章后，向市联采办申请备案（见附件 1）。

批量备案采购由联盟医疗机构提出申请，经院药事委员会讨论、

院领导同意签字盖章后，向市联采办申请备案（见附件 2）。

（2）专家审核

市联采办在接收到备案申请后，及时提交采购联盟专家组，

专家组对该药品是否符合备案采购范围、拟采购价格是否合理

进行审核，符合备案采购条件的，予以备案。联盟医疗机构按

照备案采购价进行采购。

（3）备案公示

市联采办定期公布实施备案采购的品种及数量，接受联盟

成员、药品生产企业及经营企业的监督。

问题 51：实施单次备案采购的药品用量要求有哪些？

答：实施单次备案采购的药品，每次备案采购数量原则上不超

过单个患者 1 个疗程治疗所需数量；实施批量备案的药品，年

采购量不得超过该品种在上年度本医疗机构同通用名同规格同

质量层次总用量的 30%。

问题 52：批量备案采购药品的采购价格有哪些规定？

答：批量备案采购药品的采购价格，在全国最低价的基础

http://wh.eliansun.com/


上，按照量价挂钩原则，由采购联盟专家组与药品生产企业谈

判议定，谈判议定的价格作为医疗机构与企业批量备案采购价

格。未达到低于全国最低价的不予备案。

问题 53：关于临床急需药品的备案采购有什么规定？

答：因急（抢）救危重病人而临床急需的药品，联盟医疗

机构可先采购使用，采购量限于急需情况下用量，并在 10 个工

作日内补办备案采购手续。

问题 54：医院在哪里进行备案采购？

答：联盟医疗机构在武汉市药械集中带量采购服务平台（网

址：http://wh.eliansun.com/）完成药品备案采购流程。

问题 55：武汉市 2020 年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是怎样

确定的？

答：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

公室关于印发第一批国家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化药及

生物制品）的通知》（国卫办医函〔2019〕558 号)、湖北省卫健

委《关于印发《湖北省第一批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目录》的

通知》（鄂卫办通〔2019〕124 号）和武汉市各医疗机构制定的

重点监控药品目录清单为依据，经专家论证，制定 2020 年重点

监控合理用药议价药品目录。

问题 56：2020 年重点监控合理用药集中议价中选品种采购

周期是怎样规定的？

答：本次采购周期为一年，采购周期满一年后，若未进行

新的议价仍按照原方案继续执行。采购周期内，入围品种与其

他地区该品种价格差异较大的，经专家组论证，可适时邀请企

业再次议价。

http://wh.eliansun.com/


问题 57：医疗机构能采购 2020 年重点监控合理用药集中议

价未入围品种吗？

答：未入围品种暂停湖北省挂网，医疗机构不得进行采购，

确因临床需要的可申请单次备案采购。

问题 58：重点监控合理用药集中议价结果执行范围是什

么？

答：2020 年 10 月 20 日起，集中采购的议价结果经省医疗

保障局同意，将在全省范围内联动执行。

问题 59：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实施范围有哪些？

答：我省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驻鄂军队医疗机构。鼓

励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和医保定点零售药店自愿参与。

问题 60：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的执行时间

是怎样规定的？

答：2020 年 6 月 20 日，湖北省相关各类医药机构全面启动

采购和使用工作。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按相关规定执行。

问题 61：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品种是多

少？

答：32 个。

问题 62：医疗机构采购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品

种，在完成约定采购量后，还能继续采购吗？

答：在完成约定采购量后，医疗机构继续采购的，医保基

金应结合中选药品实际采购量继续予以预付，医疗机构应继续

保证及时回款。

问题 63：我省在加强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品种

质量监管方面有哪些措施？



答：明确中选药品生产企业是保障中选药品质量和供应的

第一责任人，确保按照约定采购量足量供货，建立生产企业应

急储备、库存和产能报告制度。加强对中选药品生产、流通、

使用全链条质量监管，提高抽检频次，加强不良反应监测，加

大违法违规企业追责力度。加强药品配送企业和医疗机构对药

品的规范、合规管理，确保流通、使用环节的质量安全。建立

中选药品供应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对中选企业药品供应保障情

况的监督，对不能履行供应义务的企业，可采取约谈、责令整

改、暂停或取消我省中选资格等措施进行管理，确保中选药品

供应。鼓励中选药品生产企业选择配送能力强、信誉度好的经

营企业配送中选药品，通过协议规范配送行为。

问题 64：第一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的品种是

什么？

答：冠脉支架类。

问题 65：湖北省组织的第一医疗机构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品种有哪些？

答：冠脉扩张球囊、精密输液器、医用胶片等三种。

问题 66：武汉地区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的采购平台是哪

个？

答：湖北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

问题 67：武汉市所有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收费标准是不是

都是一样的，有没有区别？

答：武汉市公立医院按医疗级别三级、二级、一级执行《湖

北省武汉市医疗服务价格》。按照《省物价局、省卫生计生委、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在汉国家委属委管医院综合改

革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方案的通知》（鄂价农医〔2017〕64 号）

规定，目前同济、协和医院因专科水平全国排名靠前、综合技

术实力较强的实际因素，有部分诊查、手术、治疗项目与其他

同级医院有适度价差。

问题 68：医疗机构对现行医疗服务项目有修订意见的，如

何申请修订？

答：医疗机构需要对全省现行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所

列项目和执行的正式项目编码、名称、内涵、除外内容、计价

单位、说明等进行调整的，应按《湖北省新增和修订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管理办法》的规定，向市卫健、医保部门提出申请，

由市级主管部门提交省级主管部门审核。

问题 69：在公立疗机构做磁共振，需要同时做到多个部位

时怎么收取费用呢？

答：按现行政策，每增加一个部位按第一个部位的 50%收费。

问题 70：带家里的小朋友去儿童医院做支气管镜检查怎么

比我之前在中心医院做同样的项目的费用要高一些呢？

答：按照现行政策，为促进儿童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

展，我市公立医疗机构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375 项医疗服务

项目价格对六岁以下儿童可加收 20%。

问题 71: 在公立疗机构做 CT，需要同时做到多个部位时怎

么收取费用呢？

答：按现行政策，每增加一个部位按第一个部位的 50%收费。

问题 72：现在公立医疗机构做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价格



是多少？

答：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最高限价为 40 元/项，

自 5 月 16 日起全省执行。上述价格为政府指导价，不得上浮，

下浮不限。

问题 73：请问武汉市医保局对现在市场售卖的口罩是否有

相关价格规定？

答：按照现行有关规定，一次性医用口罩实行市场调节价

管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相关部门将严厉打击对口罩等

防控物资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违规行为，市民可向相关

部门举报。

问题 74：武汉市现在挂号费是多少钱？

答：按照现行政策，武汉市公立医疗机构挂号费三级医院

为 1.5 元/次、二级医院为 0.8 元/次、一级医院为 0.5 元/次。

问题 75：武汉市现在普通门诊诊查费是多少钱？

答：按照现行政策，武汉市公立医疗机构普通门诊诊查费

三级医院为 3 元/次、二级医院为 2 元/次、一级医院为 0.5 元/

次。

问题 76：武汉市现在急诊诊查费是多少钱？

答：按照现行政策，武汉市公立医疗机构急诊诊查费的价

格为不同级别医师门诊诊查费基础上加收 1 元。

问题 77：武汉市现在主任医师门诊诊查费是多少钱？

答：按照现行政策，同济、协和医院为 25 元/次，我市其

它公立医疗机构的价格为三级医院 20 元/次、二级医院 16 元/

次、一级医院 12 元/次。

问题 78：武汉市现在副主任医师门诊诊查费是多少钱？



答：按照现行政策，同济、协和医院为 17 元/次，我市其

它公立医疗机构的价格为三级医院 13 元/次，二级医院 10 元/

次，一级医院 5 元/次。

问题 79：2019 年，武汉市公立医疗机构取消医用耗材加成

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答：自 2019 年 11 月 30 日取消公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加成

政策，同步有升有降的结构性调整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主要依

靠大型仪器、实验室试剂开展的检验项目 437 项，提高体现医

务人员劳动价值、技术难度的诊疗、手术、康复、中医等医疗

服务价格 616 项。

问题 80：1.国家 4+7 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湖北中选品

种及医保支付标准有哪些？

答：详见下图：

序号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医保支付标准

1 阿托伐他汀钙片 片剂 10mg 14 片/盒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1.68

2 阿托伐他汀钙片 片剂 20mg 14 片/盒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2.86

3 瑞舒伐他汀钙片 薄膜衣片 5mg 28 片/盒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29

4 瑞舒伐他汀钙片（薄膜衣）薄膜衣片 5mg 14 片/盒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9

5 瑞舒伐他汀钙片 薄膜衣片 10mg 28 片/盒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60

6 瑞舒伐他汀钙片（薄膜衣）薄膜衣片 10mg 10 片/盒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8

7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薄膜衣片 25mg 20 片/盒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河

南新帅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72

8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薄膜衣片 25mg 20 片/盒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河

南新帅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4.72



9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薄膜衣片 25mg 10 片/盒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河

南新帅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68

10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薄膜衣片 75mg 10 片/盒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河

南新帅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9.40

11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薄膜衣片 75mg 10 片/盒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河

南新帅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9.40

12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薄膜衣片 75mg 7 片/盒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河

南新帅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85

13 厄贝沙坦片 素片 75mg 12 片/盒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2.30

14 厄贝沙坦片 片剂 0.15g 12 片/盒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原海正辉

瑞制药有限公司）

3.91

15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片剂

5mg(按

C20H25C1N

205 计)

14 片/盒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0.96

16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片剂

5mg(按

C20H25C1N

205 计)

7 片/盒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0.49

17 恩替卡韦分散片 分散片 0.5mg 21 片/盒 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3.83

18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薄膜衣片 5mg 21 片/盒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47.47

19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薄膜衣片 10mg 14 片/盒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54.60

20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片剂 10mg 7 片/盒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28.00

21 盐酸帕罗西汀片 片剂 20mg 30 片/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6.08

22 盐酸帕罗西汀片 薄膜衣片

20mg（按

C19H20FN0

3 计）

20 盒/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18



23 盐酸帕罗西汀片 薄膜衣片

20mg（按

C19H20FN0

3 计）

14 盒/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2.11

24 奥氮平片 片剂 5mg 14 片/盒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0.42

25 奥氮平片 片剂 10mg 14 片/盒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34.72

26 头孢呋辛酯胶囊 胶囊剂 125mg 12 粒/盒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

限公司（原深圳致君制药有限

公司）

2.52

27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125mg 12 片/盒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

限公司（原深圳致君制药有限

公司）

2.52

28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250mg 24 片/盒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

限公司（原深圳致君制药有限

公司）

8.35

29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250mg 18 片/盒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

限公司（原深圳致君制药有限

公司）

6.33

30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250mg 12 片/盒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

限公司（原深圳致君制药有限

公司）

4.28

31 头孢呋辛酯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250mg 6 片/盒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

限公司（原深圳致君制药有限

公司）

2.19

32 利培酮片 薄膜衣片 1mg 30 片/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3.60

33 利培酮片 薄膜衣片 2mg 20 片/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4.14



34 吉非替尼片 薄膜衣片 0.25g 10 片/盒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257.00

35 福辛普利钠片 素片 10mg 14 片/盒

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

司

11.80

36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素片

150mg/12.

5mg

7 片/盒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 7.60

37 赖诺普利片 素片 10mg 28 片/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45

38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

片

片剂 300mg 30 片/瓶

杭州苏泊尔南洋药业有限公

司（原浙江南洋药业有限公

司）

11.37

39 氯沙坦钾片 片剂 50mg 28 片/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8.67

40 氯沙坦钾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50mg 14 片/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70

41 氯沙坦钾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50mg 7 片/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54

42 氯沙坦钾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50mg 7 片/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54

43 氯沙坦钾片 片剂 0.1g 14 片/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99

44 氯沙坦钾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100mg 7 片/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82

45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素片 5mg 16 片/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5.25

46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素片 10mg 16 片/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

份有限公司

8.93

47 左乙拉西坦片 片剂 0.25g 50 片/盒 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117.62

48 左乙拉西坦片 片剂 0.25g 30 片/盒 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 71.90

49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薄膜衣片 100mg 60 片/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623.00

50 孟鲁司特钠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10mg 5 片/盒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 19.38

51 蒙脱石散 散剂

每袋含蒙

脱石 3g

12 袋/盒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3.95



52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注射剂 100mg 1 瓶/盒 四川汇宇制药有限公司 798.00

53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注射剂 500mg 1 瓶/盒 四川汇宇制药有限公司 2735.83

54 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注射液 5ml:50mg 1 支/支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1.88

55 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注射剂 5ml:50mg 5 瓶/瓶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09.40

56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注射液

1ml：0.1mg

（按右美

托咪定计）

1 支/支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78.24

57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注射液

2ml：0.2mg

（按右美

托咪定计）

1 支/支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133.00

58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注射液

2ml：0.2mg

（按右美

托咪定计）

4 瓶/瓶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32.00

问题 81：第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湖北中选品种有哪

些？

答：详见下图。



问题 82：武汉市第一批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品种有哪些？

答：详见下图。

序号 流水号 通用名 剂型 规格 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1 108699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20mg(以艾司奥美拉唑计) 1 支/支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江苏正大天晴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2 52656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40mg(以艾司奥美拉唑计) 1 支/盒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3 104387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40mg(以艾司奥美拉唑计) 1 支/支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江苏正大天晴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4 105657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40mg(以艾司奥美拉唑计) 1 瓶/瓶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原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5 200696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注射剂 20mg(以 C17H19N3O3S 计) 1 瓶/瓶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原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6 106911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60mg(以奥美拉唑计) 1 瓶/瓶

福安药业集团湖北人民制药

有限公司（原湖北人民制药

有限公司）

7 45014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40mg(另附 10ml专用溶剂1

支，枸橼酸和聚乙二醇400，

国家局批专用溶媒)

1 瓶/瓶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8 113736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20mg(增加适应症) 1 瓶/瓶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原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9 21427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40mg(以奥美拉唑计) 1 瓶/盒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10 115092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注射液 50ml:1g 1 瓶/瓶

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原

清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



11 74608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注射液 50ml:500mg 10 瓶/盒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12 200249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注射剂 20ml:0.2g 1 支/支

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

公司

13 74471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注射液 10ml:100mg 5 支/盒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14 77833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注射液 50ml:500mg 1 瓶/盒

英国 AstraZeneca UK

Limited

15 105201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注射液 20ml:0.2g 1 支/支 西安力邦制药有限公司

16 79688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

注射乳剂 20ml:0.2g 1 支/支

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

公司

17 108999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

注射剂 20ml:0.2g 1 支/支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8 109017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

注射剂 50ml:0.5g 1 瓶/瓶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9 79691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

注射乳剂 50ml:500mg 1 瓶/瓶

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

公司

20 79694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

注射乳剂 50ml:1g 1 瓶/瓶

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

公司

21 73438 布地奈德鼻喷雾剂 鼻喷雾剂 64μg/喷×120 喷 1 支/盒

健乔信元医药生技股份有限

公司

22 117455 复方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注射液(多层

共挤输液袋)

250ml 1 袋/袋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 92989 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注射液(塑瓶) 500ml 1 瓶/瓶 湖北多瑞药业有限公司

24 117459 复方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注射液(多层

共挤输液袋，

双阀)

500ml 1 袋/袋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5 200299 复方醋酸钠林格注射液 注射剂 250ml 1 袋/袋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26 26175 复方α-酮酸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0.63g

100 片/

盒

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

公司

27 65415 复方α-酮酸片(薄膜衣) 薄膜衣片 0.63g

100 片/

盒

南京白敬宇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

28 70148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冻干粉针剂 300mg 6 支/盒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29 105192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冻干粉针剂 0.9g 1 支/支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30 105196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冻干粉针剂 1.2g 1 支/支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31 200613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注射剂 0.6g 1 瓶/瓶

福安药业集团湖北人民制药

有限公司（原湖北人民制药

有限公司）

32 93254

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

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注射液 3.0mg/1ml 1 支/支

石药集团百克（山东）生物

制药有限公司(原石药集团

百克（济南）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33 114276

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

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注射液(预充

式)

1.35×

10E8IU(3.0mg):1.0ml

1 支/支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34 20214 注射用拉氧头孢钠 粉针剂 1.0g 1 瓶/瓶 浙江惠迪森药业有限公司

35 16145 注射用拉氧头孢钠 冻干粉针剂 250mg 1 瓶/瓶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36 20213 注射用拉氧头孢钠 粉针剂 500mg 1 瓶/瓶 浙江惠迪森药业有限公司

37 16146 注射用拉氧头孢钠 冻干粉针剂 500mg 1 瓶/瓶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38 20212 注射用拉氧头孢钠 粉针剂 250mg 1 瓶/瓶 浙江惠迪森药业有限公司



39 110929 注射用兰索拉唑 冻干粉针剂 30mg(增加适应症) 1 瓶/瓶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

公司（原海南中化联合制药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40 93279 注射用兰索拉唑 冻干粉针剂 30mg 1 支/盒 武汉普生制药有限公司

41 105816 注射用雷贝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20mg(以雷贝拉唑钠计) 1 瓶/瓶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原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42 107381 注射用雷贝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20mg(以雷贝拉唑钠计) 1 瓶/瓶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山东罗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43 38420 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 微球 3.75mg(带溶媒) 1 瓶/瓶 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

44 32039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粉针剂 40mg 1 瓶/瓶 Takeda GmbH

45 108854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60mg(增加适应症) 1 瓶/瓶 湖北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6 33032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40mg 2 瓶/盒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47 106881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80mg(增加适应症) 1 瓶/瓶 湖北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8 89155 注射用头孢地嗪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500mg 1 瓶/瓶 浙江永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9 102336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25g 1 瓶/瓶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50 92158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0.75g 1 支/支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51 111209

注射用头孢拉定精氨酸

盐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瓶/瓶

广东金城金素制药有限公司

(原中山市金城道勃法制药

有限公司)



52 14319 注射用头孢硫脒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瓶/瓶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原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

53 14318 注射用头孢硫脒

溶媒结晶粉针

剂

500mg 10 瓶/盒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原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

54 18661 注射用头孢硫脒

溶媒结晶粉针

剂

500mg 1 瓶/瓶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山东罗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55 113807 注射用头孢硫脒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0 瓶/盒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56 50031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粉针剂 500mg 1 瓶/瓶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7 114054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粉针剂 1.0g 10 瓶/盒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58 69947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瓶/瓶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山东罗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59 16042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粉针剂 1.0g 1 瓶/瓶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60 45506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5g 1 瓶/瓶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61 79945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瓶/瓶 浙江永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2 19605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2.0g 1 支/支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63 117413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粉针剂 500mg 1 瓶/瓶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家庄）

有限公司

64 16899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0.5g 1 瓶/瓶 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

65 114149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0.5g 1 瓶/瓶

政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台

湾)

66 107304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粉针剂 500mg 1 瓶/瓶

台湾生达化学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67 107517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粉针剂 1.0g 1 瓶/瓶

台湾生达化学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68 114182 注射用头孢孟多酯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瓶/瓶

政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台

湾)

69 19180 注射用头孢米诺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500mg 1 支/支

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

（原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70 16127 注射用头孢米诺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瓶/瓶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

有限公司（原深圳致君制药

有限公司）

71 105910 注射用头孢米诺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以头孢米诺

(C16H21N7O7S3)计 1.0g

1 支/支

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

（原深圳九新药业有限公

司）

72 107064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

坦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5g(1:1) 1 支/支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73 51620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

坦钠

粉针剂 1.0g(1:1) 1 瓶/盒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74 76744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

坦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5g(2:1) 1 支/支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75 47216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

巴坦钠

粉针剂 2.25g(2.0g/250mg) 1 瓶/瓶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原海口奇力制药有限公

司）

76 102756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

巴坦钠

粉针剂 1.0g(0.8g/0.2g) 1 瓶/瓶 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77 18015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

巴坦钠

粉针剂 2.5g(2g/500mg) 1 瓶/瓶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家庄）

有限公司

78 47214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

巴坦钠

粉针剂 1.125g(1.0g/125mg) 1 瓶/瓶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原海口奇力制药有限公

司）

79 110318

注射用头孢哌酮钠他唑

巴坦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2.0g(C25H27N9O8S2 1.6g

与 C10H12N4O5S 0.4g)

1 瓶/盒

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

河南新帅克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80 83902 注射用头孢匹胺钠 粉针剂 1.0g（进口标准） 10 瓶/盒

柳韩洋行（Yuhan

Corporation)

81 91286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他唑

巴坦钠

粉针剂 1.0g(3:1) 1 瓶/瓶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原海口奇力制药有限公

司）

82 91287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他唑

巴坦钠

粉针剂 2.0g(3:1) 1 瓶/瓶

海口奇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原海口奇力制药有限公

司）

83 17055 注射用硫酸头孢噻利 粉针剂 500mg 1 瓶/瓶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4 76682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支/盒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85 76565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500mg 1 支/盒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

责任公司



86 82972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舒巴

坦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0.75g(2:1) 1 瓶/瓶

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87 82980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舒巴

坦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3.0g(2:1) 1 瓶/瓶

湘北威尔曼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88 108168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瓶/瓶

Antibióticos do Brasil

Ltda.

89 75915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粉针

剂

500mg 1 瓶/瓶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90 50740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支/支 韩国韩美药品株式会社

91 49340 注射用头孢他啶

溶媒结晶粉针

剂

2.0g 1 瓶/瓶 海南海灵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92 79133

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

坦钠

粉针剂 1.2g(3:1) 1 瓶/盒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93 88391

注射用头孢他啶他唑巴

坦钠(5:1)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2g(5:1) 1 瓶/瓶

重庆科瑞制药(集团)有限公

司(原重庆科瑞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

94 80035 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瓶/瓶 浙江永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5 16599 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

溶媒结晶粉针

剂

500mg 1 瓶/瓶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原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

司）

96 107662 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

溶媒结晶粉针

剂

2.0g 1 瓶/瓶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山东罗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97 15515 注射用盐酸头孢替安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瓶/瓶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原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

司）

98 15138 注射用头孢替唑钠 粉针剂 500mg 1 瓶/瓶 天津新丰制药有限公司

99 15143 注射用头孢替唑钠 粉针剂 1.0g 1 瓶/瓶 天津新丰制药有限公司

100 15137 注射用头孢替唑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500mg 1 支/支 哈药集团制药总厂

101 72521 注射用头孢替唑钠 粉针剂 1.0g 1 瓶/瓶

广西科伦制药有限公司（桂

林大华药业有限公司）

102 18463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2.0g 1 瓶/瓶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原山东罗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103 91076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g 1 支/支

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

（原深圳九新药业有限公

司）

104 16750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2.0g 1 瓶/瓶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原山东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105 111116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执行标准 WS1-

（X-159）-2005Z）

1 瓶/瓶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106 111232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500mg（执行标准 WS1-

（X-159）-2005Z）

1 瓶/瓶 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

107 91236 注射用头孢西酮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0g 1 瓶/瓶 天津新丰制药有限公司

108 113076 注射用头孢西酮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0.5g 1 瓶/瓶 天津新丰制药有限公司

109 91240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溶媒结晶粉针 1.0g 1 瓶/瓶 汕头金石粉针剂有限公司



剂

110 91243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溶媒结晶粉针

剂

1.5g 1 瓶/瓶 汕头金石粉针剂有限公司

111 41352 乙酰半胱氨酸注射液 注射液 20ml:4g 1 支/支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112 32764 左卡尼汀注射液 注射液 5ml:1.0g 1 支/支 ALFASIGMA S.p.A.

113 31110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

素注射液(预混 30R)

注射液(预充

式)

3ml:300IU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14 56830

50/50 混合重组人胰岛素

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IU(笔芯) 1 支/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5 110053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

合注射液(40/60)

注射液 3ml:300 单位(10.4mg) 1 支/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6 38406

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

混合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IU(笔

芯)(JX20000432)

1 支/盒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117 31063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

素注射液(预混 50R)

注射液 3ml:300IU(笔芯)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18 31094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

素注射液(预混 30R)

注射液 10ml:400IU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19 31102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

素注射液(预混 30R)

注射液 3ml:300IU(笔芯)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20 27028

30/70 混合重组人胰岛素

注射液

混悬针剂 3ml:300IU(笔芯) 1 支/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1 93178 门冬胰岛素 50 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 单位（笔芯） 1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22 31019 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液

注射液(预充

式)

3ml:300 单位 1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23 74947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

素混合注射液（25R）

注射液(预充

式)

3ml:300IU(预充式) 1 支/支 法国 Lilly France

124 114942 门冬胰岛素 50 注射液

注射液(预充

式)

3ml:300 单位 1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25 110825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

素混合注射液(50R)

注射液(预充

式)

3ml:300单位（预装注射笔）1支/支 法国 Lilly France

126 55521 门冬胰岛素 30 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 单位（笔芯） 1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27 73737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

素混合注射液(50R)

注射液 3ml:300IU(笔芯) 1 支/支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128 104376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

素混合注射液（25R）

注射液 3ml:300 单位（笔芯） 1支/盒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

甘李药业有限公司）

129 44947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

素混合注射液（25R）

注射液 3ml:300 单位（笔芯） 1支/支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130 43057 重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IU(笔芯) 1 支/盒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

甘李药业有限公司）

131 74917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 300 单位:3ml(笔芯)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32 74918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预充 300 单位:3ml(特充)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式) 公司

133 69814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预充

式)

3ml:300 单位 1支/盒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原赛诺菲安万特(北京)制

药有限公司）

134 200350 德谷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 单位(笔芯)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35 200351 德谷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 单位(畅充)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36 38404

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

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IU(笔芯) 1 支/盒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137 31109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

素注射液

注射液(预充

式)

3ml:300IU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38 31093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

素注射液

注射液 10ml:400IU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39 31100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

素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IU(笔芯)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40 27024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

射液

注射液 3ml:300 单位(10.4mg) 1 支/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1 31018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预充

式)

3ml:300 单位 1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42 111251 谷赖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预充

式)

3ml:300 单位（预填充笔） 1支/盒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原赛诺菲安万特(北京)制

药有限公司）

143 45273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 单位（笔芯） 1支/支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144 55522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 单位（笔芯） 1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45 31091

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

液

注射液 10ml:400IU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46 31099

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

液

注射液 3ml:300IU(笔芯) 1 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

公司

147 27017 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 单位(10.4mg) 1 支/盒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8 38394 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液

3ml:300IU(笔

芯)(JX20000431)

1 支/盒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149 203462 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注射剂 3ml：300IU（笔芯） 1盒/支

合肥天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问题 83：什么是药品一致性评价？

答：药物一致性评价，即药品一致性研究，就是仿制药必

须和原研药"管理一致性、中间过程一致性、质量标准一致性等

全过程一致"的高标准要求。

问题 84：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需要严格保密的有

哪些内容？

答：（1）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医疗机构、药械采购

经办机构、药械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和评审专家等内部研究

讨论事项；

（2）招标采购活动中，按照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内不

得公开的信息；

（3）已获取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的名称、数量以

及可能影响公平竞争的有关招标投标的其他情况；

（4）评标评审专家组成人员名单（包括评审、谈判、

询价等）；

（5）评标评审现场情况包括专家打分、专家评审等

与评标评审相关的事项；

（6）开标、评标、评审过程录像资料；

（7）药械采购工作中，因岗位工作获取的尚未公开

的相关信息；

（8）涉及商业秘密的事项（含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等）；

（9）举报质疑投诉的当事人信息和尚未公开的调查

事项；

（10）其他需保密的事项。



问题 85：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中有哪些情形需要

申请回避？

答：（1）相关药械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近亲属;

（2）与相关药械企业有其他社会关系或者经济利益关系，

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

（3）曾因在评审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过行政处罚

或刑事处罚的;

（4）其他依法应当回避的人员。

问题 86：武汉市药械联合釆购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答：武汉市药械联合釆购办公室是服务联盟成员单位的机

构，承担联盟谈判议价组织工作，负责联盟药械带量釆购的日

常管理协调工作。

问题 87：武汉地区医疗机构药械带量采购联盟的宗旨是什

么？

答：联盟宗旨是降低药品、医用耗材虚高价格，切实保障

药械供应，控制药械费用不合理增长，保障临床用药、耗材质

量和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

问题 88：武汉地区医疗机构药械带量采购联盟的主要任务

是什么？

答：联盟主要任务为：坚持政府（组织）、联盟采购、市场

主导，通过集中谈判、招采合一、以量换价、医保支付政策协

同等措施,达到药械临床使用价廉质优的目的。同时，通过对保

供、急救、专科、短缺用药集中采购，充分保障临床应用。

问题 89：武汉地区医疗机构药械带量采购联盟联盟成员享



有哪些权利？

答：（1）参与本联盟的联合采购活动；

（2）获取本联盟内部药品、医用耗材价格；

（3）对本联盟的工作有批评建议和监督权；

（4）当遇到重大困难或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请求本联

盟提供帮助的权利；

（5）拥有向市联采办投诉其他违反章程的联盟成员的权利。

问题 90：武汉地区医疗机构药械带量采购联盟成员应履行

哪些义务？

答：联盟成员应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本联盟章程，执行联采办决议；

（2）维护本联盟声誉和合法权益；

（3）积极参与本联盟组织的各项活动；

（4）严守本联盟内的任何商业秘密；

（5）按时报送药械采购相关材料；

（6）向社会各界宣传联盟的宗旨。

问题 91：药械集中采购评审专家组的组成人数是怎样规定

的？

答：评审专家组人数应当为单数，每次评审专家组人员应

当不少于 7 人，按照药械采购方案及相对应的原则，确定评审

专家的具体组成结构和人数。

问题 92：推荐专家进入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专家库的

条件有哪些？

答：（1）有良好的科学精神、职业道德、公道正派、责任



心强，有较强的沟通交流能力；

（2）主要在临床一线工作，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业务

能力，具备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

（3）专家职称要求：临床医师专业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药

学专业为副高及以上或中级职称满 5 年以上，临床药师应具备

师资带教资格；

（4）年龄不超过 55 周岁，身体健康；

（5）能够胜任药品带量采购议价谈判工作。

问题 93：医疗机构推荐武汉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专家有哪

些专业和名额？

答：专家分为三类，分别是临床专业、药学专业（含临床

药学）、综合类（如管理、医保等），三级医疗机构分配名额为

临床医师专业专家 40 名（涵盖临床各专业，具体专业名额分配

由医院药事管理委员会决定），药学专家 15 名（临床药学专业

不少于 3 名），管理专家 3 名，医保专家 2 名；二级医疗机构临

床专家 15 名，药学专家 3 名，管理、医保专家各 1 名。

问题 94：医疗机构在哪里采购国家集采药品？

答：医疗机构登录“湖北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平台”，点击

“4+7 扩围专区”。进入“4+7 扩围专区系统”，可通过该系统采

购中选药品。

问题 95：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类）集中采购

相关数据填报工作的范围有哪些？

答：2019 年全部冠脉支架使用量超过 500 个的公立、驻鄂

军队医疗机构，应全部按填报内容的相关要求进行填报。鼓励



其他公立、驻鄂军队医疗机构及医保定点社会办医疗机构自愿

填报。

问题 96：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类）集中采购

相关数据填报工作的范围有哪些？

答：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类）集中采购相关

数据填报依托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平台，采取网上

填报方式进行填报，登录网址为 https://hc.tjmpc.cn:10128。

各单位登录系统后应下载操作手册，并按操作手册的指导要求

进行填报。

问题 97：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类）集中采购

中采购需求是怎样填报的？

答：采购需求数量按照注册证填报。各相关医药机构结合

临床实际，预估本单位载药合金冠脉支架类耗材产品（材质为

钴铬合金或铂铬合金，载药种类为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未来

一年采购需求数量（单位：个）。各单位填报的采购需求总量不

应少于本单位填报的 2019 年载药合金冠脉支架历史采购总量。

问题 98：国家组织耗材带量采购对医疗机构填报数据有哪

些要求？

答：各医疗机构在填报历史采购数据和采购需求数据时，

应认真研究，准确填写、按时上报，确保可靠、真实。各医疗

机构提交填报数据的同时，须上传经医疗机构党组织书记和院

长双签字确认的授权承诺书。

问题 99：武汉市 2020 年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中选品种有

哪些？



答：详见下图。

武汉市 2020 年重点监控合理用药药品中选品种清单

序号 药品通用名 流水号 产品信息 中选企业

1 神经节苷脂 41468

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

脂钠注射液

注射液 2ml:40mg 安瓿瓶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 神经节苷脂 43529

注射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

经节苷脂钠

冻干粉针剂 40mg 玻璃瓶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3 神经节苷脂 43530

注射用单唾液酸四己糖神

经节苷脂钠

冻干粉针剂 100mg 玻璃瓶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4 奥拉西坦 200401 奥拉西坦注射液 注射剂 5ml:1.0g 玻璃瓶

福安药业集团庆余堂制

药有限公司

5 奥拉西坦 200669 奥拉西坦注射液 注射剂 20ml:4.0g 安瓿瓶

朗天药业（湖北）有限

公司

6 磷酸肌酸钠 36425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粉针剂 1.0g 玻璃瓶 北京朋来制药有限公司

7 磷酸肌酸钠 37331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粉针剂 500mg 玻璃瓶 北京朋来制药有限公司

8 前列地尔 100404 前列地尔注射液 注射剂 2ml:10μg（注射乳剂） 安瓿瓶 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9 转化糖电解质 116951 转化糖电解质注射液

注射液(多层共

挤输液袋)

250ml:果糖 6.25g 与葡萄糖

6.25g 与乳酸钠 0.7004g 与氯

化钠 0.3652g 与氯化钾

0.4660g 与氯化镁 0.0714g 与

磷酸二氢钠 0.1875g 与亚硫酸

氢钠 0.1301g

其它

四川美大康佳乐药业有

限公司

10 鼠神经生长因子 74030 注射用鼠神经生长因子 冻干粉针剂 30μg(15000U) 西林瓶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11 依达拉奉 103090 依达拉奉注射液 注射液 10ml:15mg 其它 陕西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12 依达拉奉 113083 依达拉奉注射液 注射液 5ml:10mg 安瓿瓶

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

陵药业有限公司

13 依达拉奉 68807 依达拉奉注射液 注射液 20ml:30mg 安瓿瓶

河北医科大学生物医学

工程中心

14

骨肽（含骨肽Ⅰ、

复方骨肽）

65119 骨肽注射液 注射液 2ml:10mg 安瓿瓶

陕西博森生物制药股份

集团有限公司

15

脑蛋白水解物

（Ⅰ、Ⅱ、Ⅲ）

25249 注射用脑蛋白水解物 冻干粉针剂 60mg 其它 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16 长春西汀 110593 长春西汀注射液 注射液 5ml:30mg 其它

湖南五洲通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17 长春西汀 95045 长春西汀注射液 注射液 2ml:10mg 玻璃瓶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小牛血去蛋白提

取物（不含眼用

制剂）

31998

小牛血去蛋白提取物注射

液

注射液 20ml:0.8g 玻璃瓶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19

丙氨酰谷氨酰胺

（丙氨酰谷氨酰

胺氨基酸（18））

117827

丙氨酰谷氨酰胺氨基酸

（18）注射液

注射液(外阻隔

袋三层共挤输液

用双室袋)

300ml(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50ml：10g 与复方氨基酸注射

液（18AA）250ml：12.5g(总氨

基酸))

其它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

丙氨酰谷氨酰胺

（丙氨酰谷氨酰

胺氨基酸（18））

69931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注射液 50ml:10g 玻璃瓶 武汉大安制药有限公司

21 核黄素磷酸钠 83491 核黄素磷酸钠注射液 注射液

5ml:15mg(配一次性使用预冲

注射式溶药器）

预充式(预灌封)注射器 江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问题 100：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相关试剂是集中采购吗？

答：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相关试剂为省级集中采购。

22 转化糖 28120 转化糖注射液

注射液(非PVC软

袋)

250ml:果糖 6.25g 与葡萄糖

6.25g

软袋

四川美大康佳乐药业有

限公司

23

木糖醇（木糖醇

氯化钠）

27864 木糖醇注射液 注射液(塑瓶) 250ml:25g 塑料瓶

山东威高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24

木糖醇（木糖醇

氯化钠）

67809 木糖醇注射液

注射液(非PVC软

袋)

250ml:12.5g 软袋+单阀

佛山双鹤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