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定药店

省份/直辖

市
城市 药房名称

安徽

安庆市 安庆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宜城分店

安庆市 安庆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蚌埠市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蚌埠市春和义大药房

蚌埠市 蚌埠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滁州市 滁州市琅琊区颐心堂大药房

合肥市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新特药药房

合肥市 合肥新稀特大药房有限公司

合肥市 合肥市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淮南市 安徽一心徽药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淮南市淮滨路店

黄山市 黄山市一心伯特利大药房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 马鞍山曼迪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湖北路店

芜湖市 芜湖中山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赭山西路店

芜湖市 芜湖徽弋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宿州市 宿州市信泰长寿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宣城市 宣城市德宣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合肥市 安徽天星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天星第一药店

淮北市 安徽高济敬贤堂药业有限公司医药大厦壹佰零柒店

六安市 安徽四方百信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光明路店

阜阳市 阜阳市亲情大药房

北京

北京市 北京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永定门连锁店

北京市 北京信海科园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 仁和药房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第四药房

北京市 北京世代金象大药房

北京市 北京百洋汇康智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安定门店

北京市 北京嘉润康大药房

北京市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西单金象大药房

北京市 北京市百济新特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永裕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众协阳光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德信行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公司西翠路店

北京市 北京美信康年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金和永康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祥安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健安仁和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恒仁安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嘉润安康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德信行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公司天坛店

福建

福州市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鼓楼区古田路国控大药房

福州市 福州市宏利药店有限公司

福州市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回春国药馆

福州市 福州百济药业有限公司

福州市 福建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市鼓楼药房

龙岩市 国药控股龙岩有限公司新罗区九一北路药店

南平市 国药控股南平新力量有限公司南平四鹤店

宁德市 国药控股宁德有限公司福安鹤兴店

莆田市 莆田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荔能店

莆田市 莆田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

泉州市 泉州市亿宝医药有限公司

泉州市 国药控股泉州有限公司丰泽东海店

三明市 三明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列东店

三明市 国药控股三明有限公司直营药房

厦门市 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厦门亿宝大药房

厦门市 福建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厦门新特药店

厦门市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湖里门市部

厦门市 厦门市颐安大药房有限公司

厦门市 厦门市康德乐百微药房有限公司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瑞京花园店

漳州市 漳州鹭燕大药房有限公司芗城瑞鑫社区药店

漳州市 国药控股漳州有限公司芗城胜利西路药店

福州市 福州市鼓楼区南方药店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冠成国际店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金宝分店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丽园君悦店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龙文钱隆学府分店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上街分店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芗城区修文西路分店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芗城上江名都分店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浦路分店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鑫荣嘉园店

漳州市 漳州片仔癀国药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医药商场

甘肃

定西市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定西慢病管理专业药房

酒泉市 兰州惠仁堂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酒泉市西大街店

兰州市 兰州恩和新特药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市 兰州惠仁堂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新特药房

兰州市 甘肃至仁同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八分店

兰州市 甘肃重药医药有限公司永昌路大药房

庆阳市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庆阳慢病管理专业药房

天水市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天水慢病专业药房

武威市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武威慢病管理专业药房

武威市 甘肃重药医药有限公司武威市大药房

兰州市 甘肃重药医药有限公司南滨河路大药房

兰州市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兰州慢病管理专业药房

广东

汕头市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汕头分店

东莞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东莞大药房

东莞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深圳）连锁有限公司东莞理想 0769 分店

佛山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佛山大药房

佛山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佛一大药房

佛山市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佛山分公司

佛山市 佛山市广药健择医药有限公司同济分店

广州市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肿瘤药品分店

广州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海珠区南洲店

广州市 广东德信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旗舰店

湛江市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湛江分店

广州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诗书路大药房

广州市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大众医药商场（即将关门）

广州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大药房

广州市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海珠分店

广州市 广州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汇隆分店

广州市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脑科药品分店

广州市 广东恒金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大德路分店

广州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广州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荔湾区和平西路店

广州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赤岗路分店

广州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海联路分店

广州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海珠区和辉分店



广州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海珠区晓港湾分店

广州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洪德路分店

广州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盈丰路分店

惠州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惠州大药房鹅岭北路分店

惠州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深圳）连锁有限公司惠州黄塘分店

江门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江门大药房

江门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江门连锁有限公司东湖中心店

揭阳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揭阳临江南路大药房

梅州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梅州大药房

汕头市 广东德信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汕头长平分店

汕头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汕头大药房

汕头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深圳）连锁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

韶关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韶关大药房

深圳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深圳）连锁有限公司展销厅分店

深圳市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深圳分店

深圳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深圳）连锁有限公司莲花北分店

深圳市 国药控股深圳延风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药房

深圳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深圳大药房

深圳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深圳）连锁有限公司振兴分店

湛江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湛江大药房

湛江市 湛江市霞山区诚慷大药房有限公司

肇庆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肇庆大药房

中山市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中山分店

中山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中山大药房

中山市 上药控股中山有限公司第一药房

珠海市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珠海朝阳路大药房

珠海市 珠海市凤凰园发展有限公司

珠海市 珠海市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

汕尾市 汕尾大参林药店有限公司大马路分店

中山市 广东德信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中山五桂山分店

中山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中山翠虹店

中山市 广州医药大药房有限公司中山一店

广西
桂林市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桂林观音阁药店

桂林市 桂林普惠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桂林大药房

贵港市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贵港中山中路店

柳州市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工医便民药店

柳州市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北站路药店

南宁市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南宁教育路药店

南宁市 广西医大大药房有限公司

南宁市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南宁桃源路大药房

南宁市 南宁百济新特药房有限公司

梧州市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梧州潘塘店

梧州市 广西梧州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桂东药房

梧州市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梧州大药房

玉林市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玉林大药房

崇左市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崇左龙峡山路店

梧州市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梧州桂东便民药店

梧州市 广西梧州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工医药房

梧州市 广西梧州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莫普特三十二分店

梧州市 广西梧州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龙泰药房

梧州市 广西梧州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藤县莫普特绣江药房

梧州市 广西梧州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岑溪药房

贵州

贵阳市 国药控股贵州有限公司云岩分店

贵阳市
贵州省医药（集团）和平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贵阳延安中路分

店

贵阳市 贵阳福济康医药有限公司

贵阳市 贵州科开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八分店

贵阳市 贵阳云岩洋济药房

遵义市 国药控股遵义有限公司播州区大药房

铜仁市 贵州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铜仁分公司

海南

海口市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海口国药关爱旗舰店

海口市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六东路广药晨菲大药房

海口市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海口秀华路第一分店

海口市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椰海大道广药晨菲大药房

海口市 海口亲民耀立德大药房有限公司

三亚市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三亚国药关爱大药房

河北 保定市 保定古城医药有限公司古城大药房



保定市 保定市益民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沧州市 华润沧州医药有限公司润康大药房

沧州市 沧州阳光本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欣怡店

邯郸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乐仁堂邯郸康桥大药房

邯郸市 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邯郸望岭店

衡水市 国药乐仁堂衡水医药有限公司第一药房

廊坊市 华润河北医药有限公司廊坊大药房

秦皇岛市 秦皇岛民乐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和平大街药店

秦皇岛市 国药乐仁堂秦皇岛医药有限公司文化路店

秦皇岛市 华润秦皇岛医药有限公司医药商场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总店

石家庄市 国药乐仁堂健康关爱石家庄大药房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康宁店

石家庄市 石家庄润益祥大药房有限公司

石家庄市 国药乐仁堂河北药业有限公司石家庄国药店

唐山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唐山胜利路店

唐山市 国药乐仁堂唐山医药有限公司仁和道店

唐山市 河北唐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西山口店

唐山市 国药控股（天津）东方博康唐山药房有限公司

张家口市 张家口一附好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长青路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北郡药房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和平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红旗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怀安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槐中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机场路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建设北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人民药房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胜利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盛康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同安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光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华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华健康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药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阳光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益民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翟营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中华北店

石家庄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永兴药房

河南

安阳市 国药控股安阳有限公司解放路大药房

安阳市 华润安阳医药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药房

安阳市 安阳仁心药房有限公司

安阳市 内黄县康健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灯塔路店

焦作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焦作市解放路店

开封市 开封百姓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洛阳市 国药控股洛阳有限公司中州大药房

洛阳市 华润洛阳医药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药房

洛阳市 河南百家好一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医药健康城

漯河市 国药控股漯河有限公司中心医院药房

南阳市 华润南阳医药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药房

平顶山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河南连锁有限公司中心店

濮阳市 国药控股濮阳有限公司胜利路药房

三门峡市 华润三门峡医药有限公司湖滨新稀特大药房

商丘市 国药控股商丘有限公司凯旋路大药房

新乡市 国药控股新乡有限公司一横街店

新乡市 国药中原（河南）医药保障有限公司

许昌市 许昌大参林保元堂药店连锁有限公司六一超市

郑州市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大学路店

郑州市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新稀特大药房

郑州市 郑州市二七区银星医药商店

郑州市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大药房

郑州市 河南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新药特药商店

郑州市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郑东新区龙翔八街店

周口市 国药控股周口有限公司中心大药房

驻马店市 国药控股驻马店有限公司中心大药房

驻马店市 国药控股驻马店有限公司通达大药房

郑州市 河南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建设东路店

信阳市 河南美锐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四一路医药超市

郑州市 河南省互联智慧药房有限公司

郑州市 河南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郑州桐柏路店

郑州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东明路店

郑州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郑东新区龙翔八街店

郑州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郑州连锁有限公司

郑州市 国有控股国大药房郑州连锁有限公司（一大街店）



郑州市 国有控股国大药房郑州连锁有限公司（人民路店）

郑州市 国有控股国大药房郑州连锁有限公司（陇海路店）

郑州市 国有控股国大药房郑州连锁有限公司（文化路店）

郑州市 国有控股国大药房郑州连锁有限公司（三全路店）

郑州市 国有控股国大药房郑州连锁有限公司（优胜路店）

郑州市 国有控股国大药房郑州连锁有限公司（康复前街路店）

郑州市 国有控股国大药房郑州连锁有限公司（长兴路店）

郑州市 国有控股国大药房郑州连锁有限公司（龙门路店）

郑州市 河南嘉泽大药房有限公司

洛阳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中州中路店

洛阳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

洛阳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一附店

洛阳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关林路店

洛阳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一五零店

洛阳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洛阳东方医院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卫辉一附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乡新医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乡平原路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乡向阳路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卫辉市健康路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卫辉市击磬路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卫辉市牧野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乡市妇幼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新乡县人民医院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长垣县长城大道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获嘉县健康路店

新乡市 河南润禾贰拾肆小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辉县市清晖路店

新乡市 新乡市卫滨区牧歌大药房有限公司

黑龙江

大庆市 大庆福瑞邦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福瑞邦药房

大庆市 大庆三元至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汇群药店

大庆市 华润黑龙江医药有限公司大庆德信行大药房

哈尔滨市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新药特药商店

哈尔滨市 哈尔滨市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 哈尔滨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医药商场分店

哈尔滨市 哈尔滨大格大药房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 华润黑龙江医药有限公司哈尔滨德信行大药房

牡丹江市 牡丹江天利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天利医药广场

齐齐哈尔市 哈尔滨市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公司

牡丹江市 华润牡丹江天利医药有限公司德信行大药房

佳木斯市 黑龙江华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中心店

湖北

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
国药控股恩施有限公司国药控股专业药房

黄冈市 国药控股黄冈有限公司康正大药房

黄石市 国药控股湖北国大药房有限公司珍药堂分店

荆州市 沙市区健安大药房

荆州市 荆州市广生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第八药店

十堰市 国药控股十堰有限公司国控江苏路彪炳连锁药房

十堰市 国药嘉安（湖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十堰东总智慧药房

十堰市 国药控股济安大药房连锁十堰有限公司六堰店

武汉市 国药控股（湖北）汉口大药房有限公司体育馆店

武汉市 国药控股（湖北）汉口大药房有限公司陆总店

武汉市 湖北新特药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航空路总店

武汉市 国药控股（湖北）汉口大药房有限公司协和店

武汉市 武汉科海园大药房有限公司金家墩店

武汉市 上药康德乐（湖北）医药有限公司武汉大药房

武汉市 武汉百济新特药房有限公司

武汉市 南京医药湖北有限公司蔡家田健康药房

仙桃市 国药控股仙桃有限公司爱普广场店

襄阳市 天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十六分店



宜昌市 国药控股宜昌有限公司万达大药房

武汉市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汉口大药房黄石路店

荆门市 国药控股荆门有限公司二医便民药房

荆门市 国药控股荆门有限公司京山便民药房

湖南

常德市 国药控股常德有限公司维安大药房

常德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常德店

郴州市 郴州国药关爱维安大药房

郴州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郴州北湖分店

衡阳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衡阳蒸湘北路分店

衡阳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衡阳店

衡阳市 湖南国大民生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旗舰店

怀化市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怀化华益润生大药房

怀化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怀化店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吉首店

娄底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娄底店

娄底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康一馨长青店

邵阳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邵阳店

邵阳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邵阳红旗总店

邵阳市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邵阳华益润生大药房

湘潭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湘潭店

益阳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津湘店

益阳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益阳店

岳阳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岳阳店

岳阳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岳阳步行街店

长沙市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五一路分店

长沙市 湖南上药九旺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长沙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雅店

长沙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五一店

长沙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附一店

长沙市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咸嘉湖益生药号

长沙市 华润湖南瑞格医药有限公司益生药号

长沙市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维安大药房

长沙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附二店

长沙市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华益润生大药房

株洲市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华益润生大药房株洲店

株洲市 国药控股湖南维安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株洲店

湘潭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湘潭韶山路分店



株洲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店

永州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冷水滩分店

吉林

长春市 吉林省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白城市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白城文化东路连锁店

四平市 国药控股四平有限公司新开路药房

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
延边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长春市 长春大格大药房有限公司红旗店

长春市 国药控股大药房（吉林）有限公司

吉林市 长春大格大药房有限公司吉林市分公司

长春市 国药控股大药房（吉林）有限公司长春分公司

长春市 国药控股吉林有限公司隆泰大药房

吉林市 国药控股吉林市大药房有限公司北京路连锁店

长春市 长春大格大药房有限公司

长春市 长春大格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吉林市大格大药房

江苏

常州市 常州德轩堂药房有限公司

常州市 常州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常州市 常州人寿天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医药商场

淮安市 淮安德轩堂药房有限公司

淮安市 淮安广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淮阴区药店

连云港市 江苏润天医药连锁药房有限公司连云港第一药店

连云港市 连云港康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苍梧药店

南京市 南京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南京市 江苏润天医药连锁药房有限公司省人医门诊药店

南京市 南京德众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南京市 江苏润天医药连锁药房有限公司江东药房

南京市 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国药商场

南京市 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南京中山东路大药房

南京市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药店

南京市 南京百济新特药房有限公司

南京市 江苏德轩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第二医院药房

南京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南京连锁有限公司中央门大药房

南京市 老百姓大药房（江苏）有限公司中山南路二店

南京市 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大药房

南京市 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国信大药房

南通市 南通诚信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孩儿巷药店

南通市 南通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南通市 南通德轩堂药房有限公司



南通市 国药控股南通有限公司新特药房附院店

苏州市 苏州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苏州市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医药大厦

苏州市 苏州德轩堂药房有限公司

苏州市 苏州上药禾康健康药馆有限公司

苏州市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第六十九医药商店

苏州市 江苏阜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祥顺药店

泰州市 江苏润天医药连锁药房有限公司泰州迎春路店

泰州市 泰州市德新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迎春路分店

无锡市 无锡汇华强盛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广瑞路门市部

无锡市 无锡德轩堂药房有限公司

无锡市 无锡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无锡市 无锡永裕大药房有限公司

无锡市 老百姓大药房（江苏）有限公司无锡闻艺路店

宿迁市 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佳和佳缘店

徐州市 徐州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徐州市 徐州市广济连锁药店有限公司古彭药店

徐州市 徐州延顺堂药房有限公司

徐州市 徐州市普济药店

盐城市 江苏润天医药连锁药房有限公司盐城金鹰店

盐城市 盐城德轩堂药房有限公司

盐城市 盐城市中福华晓药房有限公司幸福花苑店

扬州市 扬州德轩堂药房有限公司

扬州市 国药控股扬州大药房有限公司市人医新特药房

扬州市 扬州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扬州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扬州大德生连锁有限公司白玉兰医药商场

镇江市 江苏润天医药连锁药房有限公司镇江新特药店

镇江市 镇江存仁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梦溪药店

镇江市 镇江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盐城市 盐城东方红大药房有限公司盐阜大药房

江西

抚州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九洲大药房总店

赣州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赣州总店

赣州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虔康康明药店

赣州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赣州晨晖药店

吉安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吉安市新特药分店

景德镇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景德镇种德堂总店



九江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九江市朝阳连锁门店

九江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九江市天鹅连锁门店

南昌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南昌市永外药店

南昌市 南昌市上普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南昌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南昌市樟树国药局药店

南昌市 江西汇仁堂药品连锁有限公司民德路店

南昌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南昌市豫章药店

南昌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南昌市二经路药店

南昌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南昌市石泉药店

萍乡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萍乡市健康药店

上饶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鸿春堂信江大药房

新余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新庆余堂孺子牛药店

新余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新庆余堂新钢药店

新余市 江西汇仁堂药品连锁有限公司新余同济店

宜春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天成总店天成药号

鹰潭市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庆裕堂胜利东路药店

辽宁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联合路店

鞍山市 国药控股鞍山有限公司新特药店

本溪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沈阳连锁有限公司本溪解放店

朝阳市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朝阳竹林路分店

大连市 大连健安新药特药有限公司

大连市 大连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大连市 大连麦德信药房有限公司

大连市 国药控股大连有限公司新特药大药房

丹东市 丹东市老天祥大药房有限公司

阜新市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阜新新华路分店

葫芦岛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沈阳连锁有限公司葫芦岛一分店

锦州市 辽宁健康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康莱药店



锦州市 国药控股锦州有限公司新特药大药房

盘锦市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盘锦裕祥分店

沈阳市 沈阳三合缘药房有限公司

沈阳市 国药控股国大天益堂药房连锁（沈阳）有限公司中街分店

沈阳市 仁和药房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沈阳第一药房

沈阳市 沈阳麦若可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市 沈阳伯思诺大药房有限公司

沈阳市 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药房

沈阳市 沈阳康德乐大药房有限公司

沈阳市 沈阳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沈阳市 沈阳三合缘药房有限公司大东店

铁岭市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铁岭银州分店

铁岭市 铁岭益春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站前店

营口市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营口体育馆分店

沈阳市 国药辽宁专业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太原街店

大连市 大连德信行润德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长春路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星海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西南路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春柳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解放街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五五路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千山路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椒房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唐山街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胜利路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东关街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中航华府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庄河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普兰店站前街店

大连市 大连美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旅顺店

内蒙古

包头市 包头市肿医新特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包头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内蒙古有限公司包头进步道店

赤峰市 赤峰达明堂大药房

赤峰市 赤峰人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园林路连锁门店

赤峰市 赤峰荣济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益寿堂门店

赤峰市 赤峰新城区达明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呼和浩特邻客智慧大药房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内蒙古有限公司第一门店

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立安药房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呼伦贝尔有限公司

通辽市 国药控股通辽有限公司关爱大药房

乌兰察布市 国药控股乌兰察布大药房有限公司清河正大店

兴安盟 乌兰浩特市乾诚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呼和浩特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内蒙古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 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大药房

宁夏

银川市 银川邻客智慧大药房有限公司

银川市 宁夏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东门店

银川市 益可思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银川市 国药控股宁夏有限公司贺兰山大药房

银川市 国药控股宁夏有限公司国药一分店

银川市 银川市兴庆区欣美康大药房

银川市 银川市圆心大药房有限公司

青海

西宁市 青海国药控股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西宁市 青海众友健康惠嘉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湟光店

西宁市 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同仁路大药房

西宁市 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夏都大街大药房

山东

滨州市 滨州国药关爱大药房有限公司

德州市 德州向阳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向阳连锁一店

东营市 东营市众佳大药房有限公司

菏泽市 菏泽润药医药有限公司

济南市 济南润生新药特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济南市 济南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济南市 济南百济药房有限公司

济南市 山东国药关爱大药房有限公司济南经三路店

济南市 山东拜尔健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济南市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西门店

济宁市 济宁新华鲁抗大药房有限公司古槐路新华鲁抗大药房

济宁市 济宁国药关爱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济宁解放路店

济南市 莱芜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聊城市 山东利民大药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旗舰店

聊城市 聊城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临沂市 临沂市兰山区惠友大药房有限公司



临沂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山东有限公司东方红连锁总店

青岛市 青岛德信行惠友大药房有限公司

青岛市 青岛丰硕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第二十二大药房

青岛市 青岛百洋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青岛市 青岛上药众协大药房有限公司

日照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山东有限公司日照市新市区店

泰安市 泰安国泰民安大药房有限公司中心店

枣庄市 山东新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旗舰店

潍坊市 潍坊惠元新特药店有限公司

潍坊市 华润潍坊远东医药有限公司潍坊平民大药房一店

潍坊市 潍坊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烟台市 烟台德信行惠友大药房有限公司

烟台市 烟台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枣庄市 枣庄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枣庄市 山东新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杏坛新康药店

淄博市 山东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淄博张店华润中央公园店

淄博市 淄博立健众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张店华光路店

淄博市 淄博国药关爱大药房有限公司

济南市 山东国药关爱大药房有限公司济南和平路店

威海市 烟台德信行惠友大药房有限公司威海分公司

山西

大同市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大同新建分店

大同市 国药山西国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大同三院店

晋城市 国药控股山西晋城有限公司凤城大药房

晋中市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晋中分公司

临汾市 国药控股临汾有限公司洪家楼国药大药房

临汾市 国药集团临汾有限公司国康大药房

吕梁市 国药山西国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吕梁刘家湾店

太原市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零售一部

太原市 国药山西国康大医院药店有限公司

太原市 华润山西康兴源医药有限公司新特药大药房

太原市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职工新村路国药大药房

太原市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经济区大药房

太原市 山西国大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太原解放店

阳泉市 阳泉市海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阳泉市 国药山西阳煤三院大药房有限公司

运城市 国药山西国康大药房运城中心店有限公司

运城市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运城盐湖禹西大药房

长治市 国药控股山西长治有限公司国药大药房和平店



陕西

安康市 国药控股安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安康市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安康兴安东路连锁店

宝鸡市 陕西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宝鸡清姜店

宝鸡市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宝鸡二店

宝鸡市 国药控股宝鸡大药房有限公司

汉中市 汉中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康复路店

汉中市 汉中德厚丰医药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天台路店

商洛市 国药控股商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连锁一部

渭南市 国药控股陕西大药房有限公司渭南中心店

渭南市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渭南熙园公馆店

西安市 国药控股陕西大药房有限公司

西安市 上药科园信海陕西医药有限公司西安新特药大药房

西安市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雁塔西路二店

西安市 西安医药股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东二店

西安市 仁和药房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西安第一药房

西安市 西安百济新特药房有限公司

咸阳市 咸阳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第十一分店

咸阳市 国药控股陕西大药房有限公司咸阳渭城人民路分店

延安市 延安炎黄人大药房有限公司中心街店

延安市 国药控股延安药品零售有限公司绿色大药房

榆林市 国药控股榆林有限公司大药房分公司

榆林市 陕西怡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榆林航宇路店

上海

上海市 上海上医新特药商店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泽邻德轩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宝昌药店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众协药店有限公司中山西路店

上海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潍坊店

上海市 国药控股健康关爱（上海）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华东宏恩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瑞金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众协药店有限公司杨浦店

上海市 康德乐（上海）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百微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康德乐百微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华山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南京西路店

上海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泰康路店



上海市 上海健新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市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有限公司武侯区武兴四路药店

成都市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金牛区一环路西三段药房

成都市 重庆医药集团四川医药有限公司二环路北二段药店

成都市 四川省晟德药房有限公司

成都市 四川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金牛区一环路西三段药店

成都市 成都百济新特药房有限公司

成都市 成都康德乐大药房有限公司

成都市 四川昇和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武侯区黉门后街店

成都市 成都市京卫药业有限公司

达州市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达州药房

德阳市 国药控股德阳有限公司泰山路关爱大药房

乐山市 国药控股乐山医药有限公司高新区药店

凉山彝族自治

州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西昌便民药房

泸州市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泸州有限公司江阳分公司

绵阳市 绵阳科伦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连锁一店

绵阳市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自贡有限公司涪城大药房

南充市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南充药房

内江市 国药控股内江有限公司经开区大药房

攀枝花市 国药集团攀枝花医药有限公司大渡口药房

遂宁市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遂宁药房

雅安市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雅安药房

宜宾市 四川环晟大药房有限公司

自贡市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自贡有限公司健康药店

巴中市 国药控股巴中医药有限公司兴文关爱大药房

天津

天津市 天津博康胜家大药房有限公司

天津市 国润（天津）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一店

天津市 天津市河东区东宜大药房

天津市 天津德信行大药房有限公司

天津市 国润（天津）大药房有限公司第五店

天津市 天津幸福人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新疆

阿克苏地区 国药控股新疆新特药药业连锁有限公司阿克苏专业药房

哈密市 国药控股新疆哈密药业有限公司医药商店

乌鲁木齐市 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安居北路新特药店

乌鲁木齐市 乌鲁木齐市同济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克拉玛依市 国药控股新疆新特药药业连锁有限公司独山子人民医院药房

云南

楚雄彝族自治

州
国药控股楚雄益尔健大药房有限公司

大理白族自治

州
国药控股云南滇西有限公司惠丰大药房

昆明市 国药控股云南有限公司大药房

昆明市 云南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南屏健康广场店

昆明市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新特药零售中心

昆明市 国药控股昆明大药房有限公司秀苑路大药房

昆明市 昆明百济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昆明市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昆明圆通店

昆明市 昆明工众药房（普通合伙）

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
国药控股红河有限公司蒙自大药房

昆明市 云南蒂梯匹药业有限公司

曲靖市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曲靖文昌街连锁

店

曲靖市 国药控股曲靖德特伺大药房有限公司师宗漾月路店

玉溪市 国药控股云南有限公司易门大药房

浙江

杭州市 杭州全德堂药房有限公司

杭州市 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杭州清吟街店

杭州市 杭州爱倍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杭州市 杭州华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清泰街店

杭州市 杭州全德堂镏康药房有限公司

杭州市 杭州华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金鸡岭连锁店

杭州市 杭州国控大药房有限公司

湖州市 湖州德泰恒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衣裳街店

湖州市 浙江湖州华圣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华圣大药房

湖州市 湖州沈天成堂门诊部

湖州市 华东医药湖州有限公司东街药店

嘉兴市 嘉兴市老百姓药品零售有限公司勤俭路一店

嘉兴市 嘉兴全德堂药房有限公司

嘉兴市 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嘉兴清华路店

金华市 金华市尖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新华药店

金华市 金华英特药业有限公司回溪街药店

金华市 金华爱倍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金华市 金华市老百姓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双溪西路二店

丽水市 温州一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丽水括苍路店

丽水市 丽水市隆耀医药连锁有限公司灯塔药房



丽水市 丽水国控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医药商场

温州市 温州一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江滨店

宁波市 上药控股宁波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大药房

宁波市 宁波爱倍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宁波市 宁波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四明大药房连锁店

宁波市 宁波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国光连锁店

宁波市 宁波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新亚连锁店

宁波市 宁波益保大药房有限公司

衢州市 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衢州柯城下街店

衢州市 衢州德信行天福堂大药房有限公司新桥街店

衢州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浙江）有限公司衢州店

温州市 浙江惠仁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万松分公司

绍兴市 浙江震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善禄堂药店

绍兴市 浙江华联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宝仁堂连锁店

绍兴市 浙江华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越城景岳堂国药馆

台州市 台州市阜大药号连锁有限公司

台州市 台州爱倍生大药房有限公司

台州市 浙江瑞人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临海药店

台州市 浙江瑞人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横街药店

台州市 浙江瑞人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椒江中山药店

台州市 浙江瑞人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桐屿药店

台州市 浙江瑞人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温岭新河振兴药店

台州市 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台州黄岩横街路店

台州市 台州市阜大药号连锁有限公司临海新特药店

台州市 浙江省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台州中心医院店

温州市 温州一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附一店

温州市 温州一洲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公园路店

温州市 温州市好喜好药品零售有限公司

温州市 温州市温医实训大药房有限公司

舟山市 舟山市新城卫盛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绍兴市 浙江震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诸暨大药房

湖州市 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湖州医院巷店

重庆

重庆市 重庆和平欣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沙坪坝药房

重庆市 重庆和平欣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渝中药事服务中心

重庆市 重庆和平欣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新桥店



重庆市 重庆和平欣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大坪店

重庆市 重庆康德乐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重庆和平欣特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万州店

重庆市 重庆关怀直达药房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