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产品慢病药品费用保险金《特定慢病药品及慢性疾病清单》如下（保险期间内我们保

留对《特定慢病药品及慢性疾病清单》调整的权利，《特定慢病药品及慢性疾病清单》的变

更我们将在泰康在线官网公示并通知）：

序号 商品名 通用名 厂家 适用病种

1 依苏/护佑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高血压

2 勤可息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3 彼压洛/彼迪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广东彼迪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4 现代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高血压

5 湘江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血压

6 依叶 马来酸依那普利叶酸片 深圳奥萨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7 安来 厄贝沙坦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血压

8 苏适 厄贝沙坦片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9 科素亚 氯沙坦钾片 默沙东 高血压

10 倍怡 氯沙坦钾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血压

11 美卡素 替米沙坦片 勃林格殷格翰 高血压

12 星复康 缬沙坦胶囊 乐普恒久远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13 倍他乐克 ZOK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阿斯利康 高血压

14 盐酸普萘洛尔片 盐酸普萘洛尔片 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15 络活喜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辉瑞 高血压

16 安内真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17
苯磺酸氨氯地平

片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湖南千金协力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18
苯磺酸氨氯地平

片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浙江得恩德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19 亚斯克平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宁波大红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高血压

20 仁和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江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高血压

21 南国春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湖北华世通潜龙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22 兰迪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扬子江药业集团上海海尼药业有

限公司
高血压

23 施慧达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施慧达药业集团(吉林)有限公司 高血压

24 欣他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25
苯磺酸左旋氨氯

地平片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苏州东瑞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26 左益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浙江昂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27 弘明远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南昌弘益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28 弘福日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南昌弘益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29 易特欣 非洛地平缓释片 南京易亨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30 三精/司乐平 拉西地平片 哈药集团三精明水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31 得高宁 硝苯地平缓释片(Ⅰ) 德州德药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32 步长/天海力 硝苯地平缓释片(Ⅰ) 陕西步长高新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33 亚宝宜欣 硝苯地平缓释片(Ⅰ)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高血压

34 仁和 硝苯地平缓释片(Ⅱ) 烟台鲁银药业有限公司 高血压

35 久保平 硝苯地平缓释片(Ⅲ) 北京红林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36
硝苯地平缓释片

(I)
硝苯地平缓释片(I)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

公司
高血压

37 拜新同 硝苯地平控释片 拜耳 高血压

38 欣然 硝苯地平控释片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高血压

39 盐酸贝尼地平片 盐酸贝尼地平片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高血压

40 立普妥 阿托伐他汀钙片 辉瑞 高脂血症

41 可定 瑞舒伐他汀钙片 阿斯利康 高脂血症

42 舒降之 辛伐他汀片 默沙东 高脂血症

43 拜阿司匹灵 阿司匹林肠溶片 拜耳先灵 冠心病

44 阿司匹林肠溶片 阿司匹林肠溶片 湖南新汇制药有限公司 冠心病

45 舒泰神 阿司匹林肠溶片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冠心病

46 波立维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赛诺菲 冠心病

47 欧唐宁 利格列汀片 美国 West-Ward Columbus Inc. 糖尿病

48 捷诺维 磷酸西格列汀片 默沙东 糖尿病

49 贝斯宁 沙格列汀片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糖尿病

50 捷诺达
西格列汀二甲双胍片

(II)
默沙东 糖尿病

51 安达唐 达格列净片 阿斯利康 糖尿病

52 欧唐静 恩格列净片

德国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 分包装: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

糖尿病

53 赛菲可 恩格列净片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糖尿病

54 赛力平 卡格列净片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糖尿病

55 力贻苹 格列美脲片 重庆康刻尔制药有限公司 糖尿病

56 万苏平 格列美脲片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糖尿病

57 科德平 格列美脲片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糖尿病

58 天安/安多美 格列美脲片 贵州天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糖尿病

59 达美康 格列齐特缓释片 施维雅 糖尿病

60 普美康 格列齐特缓释片 山东司邦得制药有限公司 糖尿病

61 天新 格列齐特缓释片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新制药厂
糖尿病

62 唐喜 格列齐特缓释片 万特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糖尿病

63 仁和 格列齐特缓释片 江西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糖尿病

64 白云山/达尔得 格列齐特片
广州白云山光华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糖尿病



65 嘉健唐迪 格列齐特片 河南中杰药业有限公司 糖尿病

66 达美康 格列齐特片(Ⅱ)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 糖尿病

67 圣特 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 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糖尿病

68 安多可/天安 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 贵州天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糖尿病

69
盐酸二甲双胍肠

溶片
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 北京利龄恒泰药业有限公司 糖尿病

70 天方/麦克罗辛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天方药业有限公司 糖尿病

71 力高欣/力唐宁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石家庄市华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糖尿病

72 同盛兰威/允康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江苏祥瑞药业有限公司 糖尿病

73 泰白 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糖尿病

74 湘雅 盐酸二甲双胍片 湖南湘雅制药有限公司 糖尿病

75 格华止
盐酸二甲双胍片/盐酸二

甲双胍缓释片
默克 糖尿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