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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3-00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品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2 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医保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的通知》【医保发〔2023〕5 号】，北京中关村科技

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四环医药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华素）及其全资子公司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

华素）、四环医药之控股子公司多多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多多药业）所属药

品入选《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2 年版）》（以下

简称：《医保目录 2022 年版》），公司共 31 个产品入选《医保目录 2022 年版》，

其中：核心产品富马酸比索洛尔片、战略品种盐酸贝尼地平片和潜力品种盐酸羟考

酮片、盐酸纳洛酮注射液等原进入 2021 年版国家医保目录的产品均继续入选（具

体情况详见附表）。相较公司入选《医保目录 2021 年版》中的药品相关内容，主

要调整情形如下： 

1、北京华素新上市产品盐酸羟考酮注射液首次纳入《医保目录 2022 年版》。 

2、多多药业入选产品中有 1 个产品调整医保支付范围。 

血塞通注射液：2021 版医保目录中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中风偏瘫或视网膜

中央静脉阻塞的患者；2022 版医保目录中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3、山东华素入选产品无变化。 

按照国家政府部门的相关配套管理办法，入选目录产品可能面临价格调整的风

险。药品未来的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不会对公司当期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医保目录 2022 年版》将于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医保支付标准、医保报销细则等相关信息，需以国家医疗保障局等相关政府部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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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三年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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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北京华素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纳入 2022 版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号 
医保 

编号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 

商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2 医保分

类（甲或乙） 

2021 医保分

类（甲或乙） 

是否为独

家品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960 羟考酮 盐酸羟考酮片 无 片剂 5mg 乙类 乙类 独家剂型 适应症：用于缓解中度至重度癌症疼痛。 

2 ★ (960) 羟考酮 盐酸羟考酮注射液 无 注射剂 
1ml：1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急性疼痛。 
2ml：20mg 

3 968 曲马多 盐酸曲马多片 无 片剂 5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癌症疼痛、骨折或术后疼痛等各种急、

慢性疼痛。 

4 ★（45） 托烷司琼 
甲磺酸托烷司琼注

射液 
舒欧亭 注射剂 2ml：4.48mg 乙类 乙类 独家规格 适应症：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5 45 托烷司琼 甲磺酸托烷司琼片 舒欧亭 片剂 4.48mg 乙类 乙类 独家规格 适应症：预防和治疗癌症化疗引起的恶心和呕吐。 

6 434 联苯苄唑 联苯苄唑溶液 孚琪 涂剂 
10ml：0.1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菌病，如手、足癣，

体、股癣，花斑癣。 
30ml：0.3g 

7 ★（434） 联苯苄唑 联苯苄唑乳膏 孚琪 乳膏剂 
20g：0.2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治疗各种皮肤真菌病，如手、足癣，

体、股癣，花斑癣。 15g：0.15g 

8 1253 
复方氯解

磷定 

复方氯解磷定注射

液 
无 注射剂 

2ml：氯解磷

定 0.4g，硫酸

阿托品 3mg，

盐酸苯那辛

3mg 

乙类 乙类 独家品种 
适应症：用于有机磷毒剂和有机磷农药中毒的解毒

救治。 

9 1244 氯解磷定 氯解磷定注射液 无 注射剂 2ml：0.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用于解救多种有机磷酸酯类杀虫剂的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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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88 纳曲酮 盐酸纳曲酮片 诺欣生 
片剂 5mg 

乙类 乙类 独家品种 

适应症：盐酸纳曲酮可阻断外源性阿片类物质的药

理作用，作为阿片类依赖者脱毒后预防复吸的辅助

药物。 片剂 50mg 

11 1043 丁螺环酮 盐酸丁螺环酮片 苏新 片剂 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本品用于治疗广泛性焦虑症和其他焦虑性

障碍。 

12 1245 纳洛酮 盐酸纳洛酮注射液 苏诺 注射剂 

1ml：0.4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本品为阿片类受体拮抗药。 

1. 用于阿片类药物复合麻醉药术后，拮抗该类药物

所致的呼吸抑制，促使患者苏醒。 

2. 用于阿片类药物过量，完全或部分逆转阿片类药

物引起的呼吸抑制。 

3. 解救急性乙醇中毒。 

4. 用于急性阿片类药物过量的诊断。 

1ml：1mg 

2ml：2mg 

10ml：4mg 

13 362 比索洛尔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博苏 片剂 
2.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 
5mg 

14 1073 石杉碱甲 石杉碱甲片 忆诺 片剂 0.05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本品适用于良性记忆障碍，提高患者指向

记忆、联想学习、图像回忆、无意义图形再认及人

像回忆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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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纳入 2022 版医保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号 
医保 

编号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 

商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2 医保分

类（甲或乙） 

2021 医保分

类（甲或乙） 

是否为独

家品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124 格列吡嗪 格列吡嗪分散片 无 分散片 5mg 甲类 甲类 独家剂型 
适应症：适用于经饮食控制及体育锻炼 2～3 个

月疗效不满意的轻、中度Ⅱ型糖尿病患者。 

2 374 贝尼地平 盐酸贝尼地平片 无 片剂 

2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 

4mg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 

8mg 适应症：原发性高血压，心绞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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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药业有限公司纳入 2022 版医药目录品种明细 

未发生变化品种 

序号 医保编号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 
商品

名称 
剂型 规格 

2022 医保

分类（甲或

乙） 

2021 医保

分类（甲或

乙） 

是否为

独家品

种 

药品主要基本情况 

1 966 氨酚曲马多 
氨酚曲马多

片 
无 片剂 

每片含盐酸曲马

多37.5mg和对乙

酰氨基酚 325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本品用于中度至重度急性疼痛的短期（5

天或更短）治疗。 

2 968 曲马多 
盐酸曲马多

片 
无 片剂 5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急、慢性疼痛，中、轻度癌症疼痛，

骨折或各种术后疼痛、牙痛。亦用于心脏病突发性

痛、关节痛、神经痛及分娩止痛。 

3 ★（968） 曲马多 
盐酸曲马多

注射液 
无 注射剂 2ml：10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癌症疼痛，骨折或术后疼痛等各种急、

慢性疼痛。 

4 975 对乙酰氨基酚 
对乙酰氨基

酚片 
无 片剂 0.3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用于普通感冒或流行性感冒引起的发热，

也用于缓解轻至中度疼痛如头痛、关节痛、偏头痛、

牙痛、肌肉痛、神经痛、痛经。 

5 607 头孢氨苄 头孢氨苄片 无 片剂 
0.12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急性扁桃体炎、咽峡

炎、中耳炎、鼻窦炎、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道感

染、尿路感染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 
0.25g 

6 1058 马普替林 
盐酸马普替

林片 
无 片剂 25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各型抑郁症。对精神分裂症后抑郁也

有效。 

7 972 去痛片 去痛片 无 片剂 复方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用于发热及轻、中度的疼痛。 

8 1093 吡拉西坦 
吡拉西坦注

射液 
无 注射剂 20ml：4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适用于急、慢性脑血管病、脑外伤、各种

中毒性脑病等多种原因所致的记忆减退及轻、  中

度脑功能障碍。也用于儿童智能发育迟缓。 

9 266 葡萄糖 葡萄糖注射 无 注射剂 20ml：10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1）补充能量和体液；用于各种原因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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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 的进食不足或大量体液丢失（如呕吐、腹泻等），

全静脉内营养，饥饿性酮症。（2）低糖血症；（3）

高钾血症；（4）高渗溶液用作组织脱水剂；（5）

配制腹膜透析液；（6）药物稀释剂；（7）静脉法

葡萄糖耐量试验；（8）供配制 GIK（极化液）液用。 

10 646 林可霉素 
盐酸林可霉

素注射液 
无 注射剂 

2ml：0.6g(按

C18H34N2O6S 计)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本品适用于敏感葡萄球菌属、链球菌属、

肺炎链球菌及厌氧菌所致的呼吸道感染、皮肤软组

织感染、女性生殖道感染和盆腔感染及腹腔感染等。 

11 ★（323） 刺五加注射液 
刺五加注射

液 
无 注射剂 

每支 20ml（含总

黄酮 100m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平补肝肾，益精壮骨。用于肝肾不足所致

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脑动脉硬化，脑血栓形成，

脑栓塞等。亦用于冠心病，心绞痛合并神经衰弱和

更年期综合征等。 

12 958 五加生化胶囊 
五加生化胶

囊 
无 胶囊剂 每粒装 0.4g 乙类 乙类 

独家剂

型 

适应症：经期及人流术后、产后气虚血瘀所至阴道

流血，血色紫暗或有血块，小腹疼痛按之不减，腰

背酸痛，自汗，心悸气短，舌淡、兼见瘀点，脉沉

弱等。 

13 231 金荞麦胶囊 金荞麦胶囊 无 胶囊剂 每粒装 0.22g 乙类 乙类 否 

适应症：用于急性肺脓疡、急慢性气管炎、喘息型

慢性气管炎、支气管哮喘及细菌性痢疾。症见咳吐

腥臭脓血痰液或咳嗽痰多，喘息痰鸣及大便泻下赤

白脓血。 

14 1148 羧甲司坦 羧甲司坦片 无 片剂 0.25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用于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等疾

病引起的痰液粘稠、咳痰困难患者。 

15 550 血塞通注射液 
血塞通注射

液 
无 注射剂 2ml：100mg 甲类 甲类 否 

适应症：活血祛瘀，通脉活络。用于中风偏瘫，瘀

血阻络证；动脉粥状硬化性血栓性脑梗塞、脑栓塞、

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见瘀血阻络证者。 

调整医保基金支付范围的产品 

血塞通注射液 2021 版医保目录支付范围为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的中风偏瘫或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的患者；2022 版医保目录支付范围调整为限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