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医院制剂（西药部分）
序号 制剂名称 剂型 生产医院 所属地市 批准文号 规格 零售价格

1 多维口服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912 30ml/瓶 3.09元/瓶

2 多维口服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912 60ml/瓶 4.51元/瓶

3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14 10%；30ml/瓶 2.85元/瓶

4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14 10%；60ml/瓶 4元/瓶

5 氯化钙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015 10%；500ml/瓶 31.96元/瓶

6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013 50%；500ml/瓶 78.1元/瓶

7 枸橼酸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15 10%；500ml/瓶 20.48元/瓶

8 炉甘石洗剂 洗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60 100ml/瓶 2.03元/瓶

9 硼酸溶液 洗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011 3%;500ml/瓶 15.58元/瓶

10 硫酸镁溶液 洗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012 33%,500ml/瓶 55.96元

11 复方硼砂溶液 洗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70 复方；250ml/瓶 10.37元/瓶

12 硼酸滴耳液 耳用制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57 3%；8ml/瓶 3.34元/瓶

13 碳酸氢钠滴耳液 耳用制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51 5%；8ml/瓶 3.37元/瓶

14 磺胺嘧啶银乳膏 乳膏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68 1%；200g/支 25.24元/支

15 复方锌硼散 散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69 复方；30g/支 4.27元/支

16 氧化锌擦剂 搽剂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Z20140208 20%；30g/支 30.39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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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硼酸滴耳液   滴耳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377 3%，8ml/支 1.49元/支

18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375 5%，8ml/支 1.13元/支

19 枸橼酸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373 10%，100ml/瓶 1.09元/瓶

20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053 33%，100ml/瓶 6.30元/瓶

21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052 50%，100ml/瓶 9.40元/瓶

22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07 10%，30ml/瓶 0.98元/瓶

23 硫酸阿托品滴眼液 眼用制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71100 10ml/瓶 5.65元/瓶

24 硫酸阿托品滴眼液 眼用制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71099 5ml/瓶 6.74元/瓶

25 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80007 10ml/瓶 35.27元/瓶

26 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80006 5ml/瓶 27.73元/瓶

27 盐酸丁卡因滴眼液 眼用制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71092 10ml/瓶 5.46元/瓶

28 盐酸丁卡因滴眼液 眼用制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71091 5ml/瓶 6.35元/瓶

29 妥布霉素滴眼液 眼用制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71196 5ml/瓶 10.87元/瓶

30 硫酸新霉素滴眼液（I) 滴眼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71194 10ml/瓶 5.69元/瓶

31 氟康唑滴眼液（I) 滴眼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71457 10ml/瓶 10.73元/瓶

32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磷酸钠
滴眼液

眼用制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71403 5ml/瓶 14.15元/瓶

33 他克莫司滴眼液 滴眼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100001 5ml/瓶 388.42元/瓶

34 硫酸阿托品眼膏 眼用制剂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 广州 粤药制剂字H20071089 2.5g/瓶 6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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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26 100ml/瓶 24.59元/瓶

36 硫酸锌溶液 口服溶液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47 100ml/瓶 24.00元/瓶

37 含酚炉甘石洗剂 洗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27 100ml/瓶 28.84元/瓶

38 硼酸滴耳液 滴耳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35 10ml/瓶 14.21元/盒

39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41 10ml/支 13.44元/支

40 克霉唑滴耳液 滴耳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54 8ml/支 14.72元/支

41 柳硼酊 酊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77 500ml/瓶 65.00元/瓶

42 复方氯霉素酊 酊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33 100ml/瓶 31.51元/瓶

43 复方甘露醇散 散剂（内服）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80 50g/瓶 33.00元/瓶

44 复方替硝唑栓 栓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72 复方,3g/枚 33.13元/盒

45 硫代硫酸钠溶液 涂剂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07022760 100ml/瓶 28.22元/瓶

46 愈伤宁散 散剂（外用）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Z20150051 30g/瓶 152.42元/盒

47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90002 100ml/瓶 21.6元/瓶

48 碳酸氢钠滴耳液 耳用制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90005 10ml/支 12.6元/支

49 水杨酸滴耳液 耳用制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90007 10ml/支 12.58元/支

50 硼酸滴耳液 耳用制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90008 10ml/支 12.58元/支

51 甘油合剂 合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90011 100ml/瓶 25.48元/瓶

52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90012 90ml/瓶 15.52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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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90012 30ml/瓶 12.75元/瓶

54 炉甘石洗剂 洗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90024 100ml/瓶 7元/瓶

55 樟脑醑 搽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90025 100ml/瓶 16.8元/瓶

56 氧氟沙星地塞米松喷雾剂 喷雾剂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Z20140225 20ml/支 28.45元/支

57 水杨酸醇溶液 酊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11 5%，100ml/瓶 13.77元/瓶

58 硼酸溶液 洗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17 3%，250ml/瓶 13.87元/瓶

59 硼酸滴耳液 滴耳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21 3%，10ml/支 9.55元/支

60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22 5%，10ml/支 9.52元/支

61 氯霉素滴耳液 滴耳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23 2%，10ml/支 9.83元/支

62 复方锌硼散 散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30 80g/瓶 9.21元/瓶

63 水杨酸软膏 软膏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34 10%，20g/盒 8.99元/盒

64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38 10%，100ml/瓶 8.14元/瓶

65 复方硼砂溶液 洗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41 500ml/瓶 16.22元/瓶

66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43 50%，100ml/瓶 12.4元/瓶

67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044 33%，100ml/瓶 5.06元/瓶

68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 H20070402 5%，10ml/支 2.43/支

69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 H20071017
10%，30ml/瓶或90ml/
瓶

（30ml/瓶:2.43元，
90ml/瓶:7.98元)

70 硫代硫酸钠溶液 涂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400 40%，100ml/瓶 4.57/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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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硫代硫酸钠溶液 外用溶液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401 20%，100ml/瓶 2.67/瓶

72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392 50%，500ml/瓶 4.61/瓶

73 炉甘石洗剂 洗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 H20070397 100ml/瓶 2.96元/瓶

74 硼酸溶液 洗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028 3%，10000ml/桶 4.6元/桶

75 硫酸镁溶液 溶液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广州 粤H20070027 33%，120ml/瓶 5.19元/瓶

76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368 （5%）10ml/支 0.94元/支

77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006 （10%）10ml/支 0.465元/支

78 氧化锌油 搽剂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725 80g/瓶 6.44元/瓶

79 氧化锌软膏 软膏剂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733 1000g/盒 51.57元/盒

80 硼酸乙醇酊 酊剂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899 （4%）500ml/瓶 11.72元/瓶

81 复方炉甘石洗剂 洗剂 广东省中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Z20140210 100ml/瓶 5.25元/瓶

82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041 50%，500ml/瓶 77.89元/瓶

83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040 33%，500ml/瓶 60.59元/瓶

84 硼酸溶液 冲洗剂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175 500ml/瓶 14.35元/瓶

85 水杨酸醇溶液 酊剂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409 60ml/瓶 12.84元/瓶

86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343 10ml/瓶 7.21元/瓶

87 硼酸滴耳液 滴耳剂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0345  10ml/瓶 7.14元/瓶

88 氯化钠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01

100ml/瓶 5.19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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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氯化钠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02

250ml/瓶 5.95元/瓶

90 氯化钠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03

500ml/瓶 7.24元/瓶

91 葡萄糖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04

100ml/瓶 5.48元/瓶

92 葡萄糖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05

250ml/瓶 6.13元/瓶

93 葡萄糖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06

500ml/瓶 7.48元/瓶

94 葡萄糖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07

250ml/瓶 6.14元/瓶

95 葡萄糖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08

500ml/瓶 7.47元/瓶

96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09

500ml/瓶 7.56元/瓶

97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10

500ml/瓶 7.66元/瓶

98 灭菌注射用水 大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11

500ml/瓶 6.23元/瓶

99 葡萄糖注射液 小容量注射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1012

10ml/瓶 4.50元/瓶

100 硫酸镁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1004

250ml/瓶 19.98元/瓶

101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1005

10ml/瓶 11.22元/瓶

102 硫酸镁甘油灌肠液 灌肠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1007

500ml/瓶 39.59元/瓶

103 复方炉甘石涂剂 涂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1013

100ml/瓶 9.98元/瓶

104 碳酸氢钠滴耳液 耳用制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1015

8ml/瓶 5.92元/瓶

105 肌苷片 片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1023

0.2g/瓶 9.51元/瓶

106 非那雄胺片 片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1026

5mg/瓶 19.21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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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枸橼酸钾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南部战区总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1001

10ml/瓶 15.75元/瓶

108 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01

250ml/瓶 6.06元/瓶

109 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02

500ml/瓶 6.45元/瓶

110 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03

100ml/瓶 5.57元/瓶

111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04

250ml/瓶 6.21元/瓶

112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05

500ml/瓶 6.647元/瓶

113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06

250ml/瓶 6.164元/瓶

114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07

500ml/瓶 6.555元/瓶

115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08

500ml/瓶 6.75元/瓶

116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09

250ml/瓶 6.25元/瓶

117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10

100ml/瓶 5.76元/瓶

118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注射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总制字（2016）
G604011

500ml/瓶 7.5元/瓶

119 氯化钾溶液 溶液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4001

30ml/瓶 2.0元/瓶

120 复方颠茄合剂 溶液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4004

30ml/瓶 2.3元/瓶

121 复方颠茄合剂 溶液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4005

90ml/瓶 4.5元/瓶

122 33%硫酸镁冲洗剂 外用灭菌溶液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4007

500ml/瓶 8.625元/瓶

123 炉甘石涂剂 涂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4009

100ml/瓶 4.13元/瓶

124 复方硼砂溶液 溶液剂 南部战区空军医院 广州
广制字（2016）
B604015

500ml/瓶 8.97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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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108 90ml/瓶 10.4元/瓶

126 汗斑溶液l号 涂剂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104 100ml/瓶 13元/瓶

127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广州市番禺区中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109 500ml/瓶 37.4元/瓶

128 炉甘石洗剂 洗剂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东
省皮肤病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386 复方，100ml/瓶 14元/瓶

129 氧化锌糊 糊剂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东
省皮肤病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118 25g/盒 12/盒

130 尿素乳膏 乳膏剂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东
省皮肤病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080119 25g/盒 9.38元/盒

131 氢化可的松洗剂 洗剂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东
省皮肤病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140015 60ml/瓶 21.1元/瓶

132 复方氯霉素酊 酊剂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东
省皮肤病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150001 60ml/瓶 18.3元/瓶

133 哈西奈德溶液 涂剂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东
省皮肤病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H20150002 30ml/瓶 28元/瓶

134 氧化锌搽剂 搽剂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广东
省皮肤病医院

广州 粤药制字Z20140145 50ml/瓶 37.5元/瓶

135 硼酸溶液 溶液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360 250ml/瓶 1.89元/瓶

136 水杨酸软膏 乳膏剂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350 30g/盒 2.54元/盒

137 水杨酸软膏 乳膏剂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356 30g/盒 2.6元/盒

138 醋酸地塞米松乳膏 乳膏剂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州 粤药制字Z20160056 20g/支 3.05元/支

139 樟脑醑 醑剂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357 100ml/瓶 2.53元/瓶

140 炉甘石锌酚洗剂 洗剂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州 粤药制字Z20160055 100ml/瓶 6.36元/瓶

141 炉甘石硫洗剂 洗剂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州 粤药制字H20071434 100ml/瓶 6.19元/瓶

142 复方锌硼散 散剂 广州市皮肤病防治所 广州 粤药制字Z20140153 20g/盒 2.48元/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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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氯化钾溶液 溶液剂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深圳 粤药制字H20060612 500ml/瓶 6.74元/瓶

144 汗斑溶液I号 洗剂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深圳 粤药制字H20060615 60ml/瓶 3元/瓶

145 硼酸滴耳液 滴耳剂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深圳 粤药制字H20060611 8ml/支 1.9元/支

146 炉甘石薄荷脑洗剂 洗剂 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医院 深圳 粤药制字Z20140123 60ml/瓶 8.21元/瓶

147 硼酸溶液 洗剂 珠海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珠海 粤药制字H20060112 250ml/瓶 13.71元/瓶

148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汕头市妇幼保健院 汕头 粤药制字H20110113号 100ml/瓶 2.40元/瓶

149 樟脑软膏 软膏剂 汕头市皮肤性病防治院 汕头 粤药制字H20060089 30g/瓶 5.15元/瓶

150 33%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佛山市中医院 佛山 粤药制字H20060076 500ml/瓶 38.81元/瓶

151 50%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佛山市中医院 佛山 粤药制字H20060075 500ml/瓶 53.09元/瓶

152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佛山市中医院 佛山 粤药制字H20060082 10ml/支 4.17元/支

153 颠茄合剂 合剂 佛山市中医院 佛山 粤药制字Z20060067 500ml/瓶 11.2元/瓶

154 复方硼砂溶液 外用溶液剂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佛山 粤药制字H20070234 180ml/瓶 9.88元/瓶

155 硫酸镁溶液 溶液剂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佛山 粤药制字H20070240 500ml/瓶 32.77元/瓶

156 硼酸溶液 冲洗剂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佛山 粤药制字H20070238 500ml/瓶 11.84元/瓶

157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佛山市顺德区中医院 佛山 粤药制字H20070599 500ml/瓶 9.82元/瓶

158 水杨酸醇溶液 酊剂 佛山市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 佛山 粤药制字H20060396 100ml/瓶 6.04元/瓶

159 硫代硫酸钠溶液 洗剂 佛山市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 佛山 粤药制字H20060400 100ml/瓶 7.08元/瓶

160 维A酸尿素乳膏 乳膏剂 佛山市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 佛山 粤药制字H20080057 20g/盒 11.34元/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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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氧化锌擦剂 搽剂 佛山市顺德区慢性病防治中心 佛山 粤药制字Z20140144 30ml/瓶 3.5元/瓶

162 硫酸镁溶液（33%） 口服溶液剂 粤北人民医院 韶关 粤药制字H20070967 30ml/瓶 3.06元/瓶

163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粤北人民医院 韶关 粤药制字H20070970 500ml/瓶 39.2元/瓶

164 复方硼砂溶液 洗剂 粤北人民医院 韶关 粤药制字H20070969 150ml/瓶 8.8元/瓶

165 硫酸镁溶液（50%） 口服溶液剂 粤北人民医院 韶关 粤药制字H20070971 500ml/瓶 90.85元/瓶

166 硼酸冲洗液 冲洗剂 粤北人民医院 韶关 粤药制字H20070923 500ml/瓶 8.1元/瓶

167 含酚炉甘石洗剂 洗剂 粤北人民医院 韶关 粤药制字Z20140196 100ml/瓶 12.4元/瓶

168 硫酸镁溶液 洗剂 翁源县人民医院 韶关 粤药制字H20070102 500ml/瓶 100.00元/瓶

169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翁源县人民医院 韶关 粤药制字H20070444 500ml/瓶 10.96元/瓶

170 含酚炉甘石洗剂 洗剂 翁源县人民医院 韶关 粤药制字Z20140179 500ml/瓶 23.08元/瓶

171 氯霉素酊 酊剂 韶关市慢性病防治院 韶关 粤药制字H20070723 60ml/瓶 6元/瓶

172 硫代硫酸钠溶液 溶液剂（外用） 韶关市慢性病防治院 韶关 粤药制字H20070457 60ml/瓶 3.3元/瓶

173 水杨酸碘醑 搽剂 韶关市慢性病防治院 韶关 粤药制字H20070451 30ml/瓶 5.9元/瓶

174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河源市中医院 河源 粤药制字H20070979 100ml/瓶 3.30元/瓶

175 复方硼砂溶液 洗剂 梅州市中医医院 梅州 粤药制字H20060581 100ml/瓶 10.6元/瓶

176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梅州市中医医院 梅州 粤药制字H20060582 100ml/瓶 11.1元/瓶

177 氯霉素滴耳液 滴耳剂 梅州市中医医院 梅州 粤药制字H20060585 8ml/支 4.8元/支

178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梅州市中医医院 梅州 粤药制字H20060586 8ml/支 6.1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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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硼酸滴耳液 滴耳剂 梅州市中医医院 梅州 粤药制字H20060587 8ml/支 3.4元/支

180 炉甘石氧化锌洗剂 洗剂 惠州市皮肤病防治研究所 惠州 粤药制字Z20150056 100ml/瓶 16.7元/瓶

181 复方氯霉素滴耳液 滴耳剂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70541 10ml/支 11.39元/支

182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70526 10ml/支 17.42元/支

183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70534 30ml/瓶 11.97元/瓶

184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70534 60ml/瓶 12.74元/瓶

185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70534 90ml/瓶 14.68元/瓶

186 复方硼砂溶液 洗剂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70223 500ml/瓶 24.17元/瓶

187 硼酸溶液 洗剂 东莞市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70225 500ml/瓶 22.96元/瓶

188 硼酸溶液 洗剂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60228 200ml/瓶 16.69元/瓶

189 复方硼砂含漱液 洗剂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60235 200ml/瓶 20.15元/瓶

190 硼酸氧化锌粉 散剂（外用）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60220 80g/瓶 13.42元/瓶

191 复方锌硼散 散剂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60221 20g/瓶 19.66元/瓶

192 丙酸氯倍他索乳膏 乳膏剂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70664 20g/瓶 20.76元/瓶

193 尿素乳膏 乳膏剂 东莞市第六人民医院 东莞 粤药制字H20060219 1支/盒 19.92元/盒

194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市人民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450 10%,500ml/瓶 10.7元/瓶

195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市人民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455 50%,500ml/瓶 139.45元/瓶

196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市人民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449 33%,500ml/瓶 94.54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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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荧光素钠滴眼液 滴眼剂 中山市人民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439 2ml/瓶 23.38元/瓶

198 浓克霉唑癣药水 涂剂 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70693 2%(20ml/瓶) 5.86元/瓶

199 复方氯霉素硼酸酊 酊剂 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70554 复方（100ml/瓶） 14.3元/瓶

200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中山市中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249 5%，8ml/支 2.9元/支

201 甲硝唑溶液 洗剂 中山市中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140197 0.05%，500ml/瓶 10.3元/瓶

202 硫酸镁溶液 洗剂 中山市中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254 50%，500ml/瓶 112元/瓶

203 复方硼砂溶液 洗剂 中山市中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255 复方，100ml/瓶 5.3元/瓶

204 硼酸滴耳液 滴耳剂 中山市中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597 3%，8ml/支 2.3元/支

205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中山市中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599 10%，500ml/瓶 10.1元/瓶

206 碳酸氢钠溶液 洗剂 中山市博爱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70639 30ml/瓶 3.15元/瓶

207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中山市博爱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462 8ml/瓶 6.37元/瓶

208 硼酸溶液 洗剂 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458 3%,500ml/瓶 8元/瓶

209 复方硼砂溶液 洗剂 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459 复方,300ml/瓶 9.8元/瓶

210 复方硼砂溶液 洗剂 中山市陈星海医院 中山 粤药制字H20060263 复方制剂，150ml/瓶 5.73元/瓶

211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70 500ml/瓶 15.5元/瓶

212 碳酸氢钠滴耳液 滴耳剂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80 10ml/支 4.4元/支

213 水杨酸滴耳液 滴耳剂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78 10ml/支 4.4元/支

214 硼酸滴耳液 滴耳剂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77 10ml/支 0.9元/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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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硼酸溶液 冲洗剂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73 500ml/瓶 14.35元/瓶

216 水氯酊 酊剂 江门市五邑中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70558 150ml/瓶 14.3元/瓶

217 复方可的松滴鼻液 滴鼻剂 开平市中心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90 8ml/支 4.13元/支

218 复方硼砂溶液 洗剂 开平市中心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99 90ml/瓶 2.56元/瓶

219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开平市中心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98 33%,500ml/瓶 6.53元/瓶

220 硫酸镁溶液 口服溶液剂 开平市中心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140112 50%,500ml/瓶 9.46元/瓶

221 炉甘石洗剂 洗剂 开平市中心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84 90ml/瓶;500ml/瓶
3.30元(90ml)/7.98
元(500ml)

222 硼酸滴耳液 滴耳剂 开平市中心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502 8ml/瓶 2.94元/瓶

223 甲硝唑溶液 洗剂 开平市中心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91 150ml/瓶 6.1元/瓶

224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开平市中心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507 30ml/瓶;90ml/瓶
1.00(30ml)/2.60(90
ml)

225 氧化锌软膏 软膏剂 开平市中心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487 20g/盒 3.05元/盒

226 复方颠茄合剂 合剂 开平市中心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Z20060481 30ml/瓶;60ml/瓶
1.98(30ml)/3.23(60
ml)

227 硼酸溶液 冲洗剂 开平中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60737 100ml/瓶 6.5元/瓶

228 尿素乳膏 乳膏剂 江门市皮肤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70562 30g/盒 21.22元/盒

229 复方咪康唑樟脑乳膏 乳膏剂 江门市皮肤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70561 30g/盒 21.14元/盒

230 复方硫磺甲硝唑乳膏 乳膏剂 江门市皮肤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70544 30g/盒 23.26元/盒

231 氢化可的松洗剂 洗剂 江门市皮肤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70777 60ml/瓶 23.34元/瓶

232 氯霉素酊 酊剂 江门市皮肤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70779 60ml/瓶 20.48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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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复方氯霉素酊 酊剂 江门市皮肤医院 江门 粤药制字H20070567 60ml/瓶 24.64元/瓶

234 氯化钾溶液 口服溶液剂 阳江市人民医院 阳江 粤药制字H20070317
1ml;60ml;90ml;500ml;
5000ml

0.0217元;1.26元
;1.8元;10元;100元

235 颠茄合剂 合剂 阳江市人民医院 阳江 粤药制字Z20140120
1ml;30ml;60ml;90ml;1
000ml;5000ml

0.022元;0.6元;1.2
元;1.8元;20元;100
元

236 哈西奈德溶液 涂剂 肇庆市皮肤病医院 肇庆 粤药制字H20070624 10ml/瓶 11.9元/瓶

237 盐酸苯海拉明乳膏 乳膏剂 肇庆市皮肤病医院 肇庆 粤药制字H20060656 20g/支 6.5元/支

238 硼酸溶液 洗剂 清远市慢性病防治医院 清远 粤药制字H20071266 250ml/瓶 17.2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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