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

（第一批、第三批）协议期

满后江西省接续采购文件

文件编号：JX-YP2022-1

江西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2年5月



目录
第一部分 采购邀请................................................................................. 1

一、采购品种及约定采购量..................................................................... 1
二、采购周期与采购协议......................................................................... 2
三、申报资格..............................................................................................2
四、采购执行说明......................................................................................3
五、采购文件获取方式............................................................................. 4
六、申报材料递交方式和时间................................................................. 4
七、申报信息公开相关事项..................................................................... 4
八、咨询联系方式......................................................................................4
九、其他......................................................................................................5

第二部分 申报企业须知......................................................................... 6
一、集中采购当事人................................................................................. 6
二、申报材料编制......................................................................................7
三、申报材料递交....................................................................................10
四、申报信息公开....................................................................................10
五、中选规则............................................................................................10
六、中选药品确定....................................................................................14
七、其他....................................................................................................14

第三部分 附件....................................................................................... 18

附件 1........................................................................................................18
附件 2.........................................................................................................21
附件 3.........................................................................................................24
附件 4.........................................................................................................26
附件 5.........................................................................................................27
附件 6.........................................................................................................28
附件 7.........................................................................................................29
附件 8.........................................................................................................30
附件 9.........................................................................................................31



— 1—

第一部分 采购邀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巩固国家组织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改革成果，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药品集

中带量采购工作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的意见》（国办发〔2021〕2

号）和《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做好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协议期满后接续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1〕44 号)

要求，现开展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后江西省接

续工作，由江西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席会议办公室（以

下简称“联席会议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并具体实施。

现邀请符合要求的企业前来申报。

一、采购品种及约定采购量

（一）采购品种目录

采购协议期满的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第一批（“4+7”

试点扩围）、第三批江西中选结果相关品种，详见附件 1。

（二）约定采购量

1.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日起，

以年为单位。各采购品种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详见附件 2。

2.对于询价采购中选药品,第一中选企业约定采购量比例

为 60%,第二中选企业约定采购量比例为 10%。若第一、第二中

选企业为同一企业，则约定采购量比例为 70%。

3.对于竞价采购中选药品，第一中选企业约定采购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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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0%,第二中选企业约定采购量比例为不高于20%,第三中选企

业约定采购量比例为 10%。若第一、第二、第三中选企业中的两

个或三个为同一企业,则该中选药品约定采购量比例为对应约

定采购量比例之和。若无第二中选企业,则第一中选企业约定采

购量比例为 70%。第二中选企业的最终约定采购量由医疗机构自

行确认,确认后剩余的部分自动分配给第一中选企业。

4.当出现替补情形时,按照上述约定采购量比例,在采购周

期内由替补中选企业继续执行完剩余的约定采购量。若替补不

成功,其未完成的约定采购量自动分配给第一中选企业。

二、采购周期与采购协议

（一）接续采购周期原则上为 2 年。

（二）采购周期内购销协议每年一签。续签购销协议时,需

综合考量医疗机构上年度实际使用情况、企业供应情况等因素,

采购需求量原则上不少于各接续品种上年度采购需求量。

（三）采购周期内若提前完成当年约定采购量,超过部分中

选企业仍应按照中选价格及时、足量供应,直至采购周期届满。

三、申报资格

（一）申报企业资格

提供药品及伴随服务的国内药品生产企业、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境外企业）指定的进口药品

全国总代理。

（二）申报产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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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采购品种目录范围并获得国内有效注册批件的上市药

品,且满足以下要求之一：

1.原研药及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仿制药质量和疗效

一致性评价参比制剂。

2.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的仿制药品。

3.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

册分类改革工作方案的公告》〔2016 年第 51 号〕或《国家药监

局关于发布化学药品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的通告》〔2020

年第 44 号〕,按化学药品注册分类批准，并证明质量和疗效与

参比制剂一致的仿制药品。

4.纳入《中国上市药品目录集》的药品。

（三）其他申报要求

1.申报企业须确保在采购周期内满足江西省中选药品的采

购需求，包括约定采购量以及超过约定采购量的部分。

2.申报企业“供应品种清单”应包含采购品种目录内本企

业生产的所有符合申报品种资格的规格。

3.申报药品应当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和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部门核准的药品质量标准，并按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

评中心关于发布《化学药物中亚硝胺类杂质研究技术指导原则

（试行）》的通告（2020 年 1 号）组织生产。

四、采购执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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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购周期中，医疗机构应优先使用本次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中选药品，并确保完成约定采购量。

（二）对于超出约定采购量部分的采购需求，鼓励医疗机

构优先采购中选药品，也可根据临床需求采购价格适宜的未中

选药品。

五、采购文件获取方式

通过“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www.jxyycg.cn）下载

相关文件。

六、申报材料递交方式和时间

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申报材料包括企业资料、产品资料、

企业报价，均通过访问江西省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首页（地址：

https://ggfw.ybj.jiangxi.gov.cn），进入江西药品和医用耗

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以下简称招采子系统）进行申报。操作方

式另行通知。

（一）企业资料和产品资料申报时间：另行通知。

（二）企业报价时间：另行通知。

七、申报信息公开相关事项

（一）时间：另行通知。

（二）地点：另行通知。

（三）方式：另行通知。

八、咨询联系方式

监督举报电话：0791-86312286，0791-8639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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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咨询电话：0791-88130800

九、其他

（一）联席会议办公室已通过自我审查的方式开展公平竞

争审查，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相关文件不具有排除、限制竞

争效果。

（二）联席会议办公室将按有关要求，就药品配送、未中

选药品价格调整、医保支付标准等事项发布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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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申报企业须知

一、集中采购当事人

1.申报企业

1.1 申报企业参加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活动应当具备以下条

件：

（1）具有履行协议必须具备的能力；

（2）参加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活动前两年内，在药品生

产活动中无严重违法记录；

（3）申报时未被国家和我省依据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

制度评定为“严重”或“特别严重”失信等级，未被列入现行

《全国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企业风险警示名单》；

（4）对药品的质量负责，一旦中选，作为质量和供应保障

的第一责任人，及时、足量按要求组织生产并配送到位，满足

医疗机构临床用药需求。

2.其他要求

2.1 同品种申报企业中，企业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控

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企业，不得同时参与该品种的申报。如出

现上述情况，以按差比价规则计算后企业报价更低者为有效投

标企业。

2.2 申报品种在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活动前两年内不存

在省级（含）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质量检验不合格情况（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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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仿制药的不合格情况指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

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上市后的不合格情况）。

2.3 若申报企业明显不具备申报资格中规定必须满足的全

部要求，或涉嫌不如实提供证明材料的，一经确认，联席会议

办公室将不接受其申报；情节严重的，取消该企业生产的所有

药品在采购周期内参加江西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活动的资格。

2.4 本次集中采购供应的药品，应是临床常用包装。

2.5 联席会议办公室可根据工作需要对拟中选企业的药品

生产及拟中选药品质量进行调查（调查形式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拟中选企业应予以积极配合。

2.6 申报企业中选后，须按要求签订购销协议。

2.7 中选药品在履行协议中如遇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

致使直接影响协议履行的，由签订购销协议中的各方协商解决。

二、申报材料编制

3.编制要求

申报企业应仔细阅读采购文件中的所有内容，按要求提供

申报材料，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材料真实有效。联席会议办公

室将对中选企业的材料进行复核。申报材料中涉及到的批件、

证明材料等，必须在申报信息公开当日仍在有效期内。若因申

报企业没有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提交完整材料，或因申报材料

没有对采购文件做出响应、申报材料内容不实等因素影响中选

结果的，由申报企业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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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报语言、计量单位和药品名称、药品规格表示

4.1 申报企业与联席会议办公室就申报递交的材料、交换的

文件和来往信件，一律以中文书写。

4.2 除申报材料中对技术规格另有规定外，应使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和有关部门规定的药品名称、药品规格表

示方法。

5.申报材料的构成

5.1 申报材料包括企业资料、产品资料、企业报价。

5.2 企业资料包括法人营业执照、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

营许可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详见附件 3）、申报承诺函（详

见附件 4）、供货承诺函（详见附件 5）、“两票制”承诺书（详

见附件 6）、无不良记录承诺函（详见附件 7）等。

5.3 产品资料包括药品注册批件、药品质量标准、药品说明

书、与差比价计算相关的产品实际剂型证明材料（以药品批件

剂型标注信息、国家药监局官网备案信息、药品注册批件附件

生产工艺材料标注信息、药监部门证明材料等为准）、供应品

种清单（详见附件 8）、现行全国接续最低中选价格（详见附件

9）。

5.4 企业资料、产品资料以招采子系统上报设置内容要求为

准。

5.5 企业报价通过招采子系统加密填报。

6.申报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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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申报价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保留小数点后 2 位；

以最小零售包装（如：盒）为计价单位。

6.2 申报价为申报企业的实际供应价，应包括税费、配送费

等在内的所有费用。同品种申报多个规格包装的，申报企业仅

须选择任意一个规格包装进行申报报价。申报价含多个规格包

装的，以差比后价格最低的作为正式报价的规格包装。

6.3 同品种不同企业申报价按药品差比价规则折算至最小

制剂单位（片/粒/支/瓶/袋）价格进行比价（四舍五入保留小

数点后 4 位）。

6.4 申报企业确认符合申报条件的供应品种清单，并在招采

子系统中上传。供应品种清单相关药品价格，由联席会议办公

室以同一企业拟中选药品的申报价，按药品差比价规则计算确

定。

6.5 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所涉药品差比价关系，参照现有

规则计算。其中，冻干粉针剂、溶媒结晶粉针剂（注射用无菌

粉末包含普通粉针剂、冻干粉针剂、溶媒结晶粉针剂，药监部

门相关材料未标明冻干粉针剂或溶媒结晶粉针剂的,均按普通

粉针剂执行）与小容量注射液、普通粉针剂的差额以 2.5 元计；

大容量注射液（大于或等于 50ml）与小容量注射液（小于 50ml）、

普通粉针剂的差额以 4.5 元计。不考虑包装材料差异。

7.申报材料的式样和签署

7.1 涉及在招采子系统中上传的批件、证明等申报材料，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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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4纸打印或用不褪色书写工具书写，并由申报企业加盖公章。

7.2 申报企业除对笔误等作勘误外，不得行间插字、涂改或

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

三、申报材料递交

8.申报材料递交

8.1 申报材料均通过招采子系统进行申报。操作方式另行通

知。

8.2 申报企业应按要求在规定时间内递交申报材料，逾期未

递交的，招采子系统将自动关闭申报功能。

四、申报信息公开

9.申报信息公开

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实行线上开标，企业报价公开时邀

请纪检监察、联席会议成员部门以及公证机构参加，对申报信

息公开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五、中选规则

10.拟中选企业确定

10.1 为维护市场和临床用药稳定，综合考虑企业、产品、

价格等多方面因素，按询价采购和竞价采购两种方式，采取综

合评价方式确定接续中选企业和中选价格。综合评价实行百分

制，其中信用评价 30 分，供应能力 35 分，价格水平 35 分。

10.2 上一轮国家集采时差额中选的品种，开展询价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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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询价采购品种，综合评价得分最高的为第一中选企业，综

合评价得分大于等于 60 分且价格最低的为第二中选企业。

10.3 上一轮国家集采时等额中选的品种，以及上轮采购周

期最近一个执行年度内、我省已有符合接续申报资格的非中选

药品实际销售价格低于我省上轮中选价格 30%及以上的品种，开

展竞价采购。对于竞价采购品种，综合评价得分最高的为第一

中选企业；若我省上轮中选企业本次申报价比上轮中选价格降

幅大于等于 30%，且信用评价得满分、供应能力得分大于等于满

分的 60%（21 分），则为第二中选企业；综合评价得分大于等

于 60 分且价格最低的为第三中选企业。

10.4 同品种药品按差比价规则计算后的接续中选价格，不

得高于上轮全国最高中选价格；不得高于本企业现行全国接续

最低价格。若中选企业在全国接续中出现新低价，鼓励中选企

业在采购周期内按新低价自主申报。

10.5 综合评价最高得分出现并列的，按以下顺序确定拟中

选顺位：第一顺位，无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失信等级评定记录

或已完全修复的优先；第二顺位，我省上轮中选企业优先；第

三顺位，报价更低的优先；第四顺位，供应能力得分更高的优

先；第五顺位，上轮采购周期最近一个执行年度网上采购数量

更大的优先。

10.6 若中选企业在采购周期结束前，出现医药价格和招采

信用失信等级评定为“严重”或“特别严重”等不符合接续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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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条件的情形，则取消中选资格，并开展替补工作。对于询价

采购品种，第一中选企业按综合评价得分由高到低依序替补；

第二中选企业在综合评价得分大于等于 60 分的企业中，按申报

价由低到高依序替补。对于竞价采购品种，第一中选企业按综

合评价得分由高到低依序替补；第二中选企业不予替补；第三

中选企业在综合评价得分大于等于 60 分的企业中，按申报价由

低到高依序替补。替补企业按其申报价进行供应，其申报价作

为新的中选价格。

综合评价分值表

项目 指标 得分 计分方式 备注

信用评价

（30 分）

医药价

格和招

采信用

评级

30

无失信等级评定记录

或已完全修复得30分，

失信等级评定为“一

般”得 20 分，失信等

级评定为“中等”得 10

分。

供应能力

（35 分）

5日

配送率
20

80%以上得 20 分，5日

配送得分=5 日配送率

/80%*20，在我省无采

购记录的得 12 分。

我省上轮中选药品供应能

力得分=（5日配送率得分+

无响应订单率得分）*修正

因子，供应能力得分最高不

超过 35 分。我省上轮中选

药品超约定采购量配送倍

数在 1倍以内的，修正因子

为 1；1倍及以上 2倍以下

的，修正因子为 1.1；2 倍

及以上 3倍以下的，修正因

子为 1.2；3 倍及以上 4倍

以下的，修正因子为 1.3；

无响应

订单率
15

9%以下得 15 分，无响

应订单率得分=9%/实

际无响应订单率*15，

在我省无采购记录的

得 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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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倍及以上 5倍以下的，修

正因子为 1.4；5 倍及以上

的，修正因子为 1.5。超约

定采购量配送倍数=（采购

数量-约定采购量）/约定采

购量，保留一位小数向下取

整。

价格水平

（35 分）

企业

报价
35

不高于基线价得35分，

企业报价得分=基线价

格/企业报价*35。

本计算方式适用于询价采

购，最高不超过 35 分。

报价最低企业得35分，

企业报价得分=最低报

价/企业报价*35。

本计算方式适用于竞价采

购。

注：指标得分按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11.名称解释

11.1 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级。以国家和我省医药价格和

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评定为“一般”“中等”“严重”或“特别

严重”失信等级为依据。

11.2 5 日配送率和未响应订单率。采用上轮采购周期内最

近一个执行年度企业申报产品在我省省级医药集中采购平台上

的采购数据进行计算。

5 日配送率=各订单 5 日配送率之和/订单总数*100%

某订单 5 日配送率=某订单在 5 日内确认配送的金额/该订

单总金额*100%

15 日内未响应或 0 配送的订单为无响应订单

无响应订单率=无响应订单数/同期有效订单数*100%

11.3 修正因子。适用于我省上轮中选药品，采用国家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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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技术文件中的相关指标。

11.4 基线价格。若我省上轮中选价格不高于上轮全国最低

中选价 1.5 倍，取我省上轮中选价格为基线价；若我省上轮中

选价格高于上轮全国最低中选价 1.5 倍，取上轮全国最低中选

价 1.5 倍的价格为基线价。

六、中选药品确定

12.拟中选结果公示

12.1 拟中选结果在“江西省医药采购服务平台”

（www.jxyycg.cn）公示，并接受申投诉。申投诉应在公示期间

提出，并依法依规提供合法有效证据材料；未提供相应证据材

料的，联席会议办公室原则上不予受理。

12.2 根据企业申报价，参考差比价规则，计算供应品种清

单中其他符合申报条件产品的中选价格。

13.中选结果公布

拟中选结果公示无异议后，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中选通知。

14.药品购销协议

14.1 中选结果公布后，中选企业应确定配送企业，签订购

销协议。

14.2 购销协议签订后，中选企业不得再订立背离协议实质

性内容的其他协议或提出除协议之外的任何利益性要求。

七、其他

15.申报企业、中选企业、配送企业如有以下行为，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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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认定情节严重的将被列入“违规名单”

15.1 申报企业或申报品种不符合“申报资格”或涉嫌不如

实提供材料。

15.2 提供处方回扣或其他商业贿赂，进行非法促销活动。

15.3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恶意申报，扰乱市场秩序。

15.4 相互串通申报、协商报价，排斥其他申报企业的公平

竞争，损害采购方或者其他申报企业的合法利益。

15.5 以向联席会议办公室行贿等手段牟取中选。

15.6 蓄意干扰集中采购相关工作秩序。

15.7 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及文献资料，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

作假，骗取中选。

15.8 在规定期限内不签订购销协议。

15.9 中选企业、配送企业未按采购方及法律法规要求实行

配送。

15.10 中选后放弃中选资格。

15.11 不履行供货承诺，影响到临床使用。

15.12 中选药品发生严重质量问题。

15.13 在抽检或飞行检查中发现中选企业严重违背在申报

材料中作出的承诺。

15.14 恶意投诉的企业。

15.15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16.列入“违规名单”的相关企业，按以下条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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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申报企业列入“违规名单”的，取消该企业的申报资

格；中选企业列入“违规名单”的，取消该企业的中选资格。

同时视情节轻重取消该企业或相关产品自列入“违规名单”之

日起 2 年内参与江西省药品集中采购活动的资格，并将违规行

为报送国家医疗保障局。

16.2 配送企业列入“违规名单”的，取消该企业的配送资

格及自列入“违规名单”之日起 2 年内参与江西省药品集中采

购的配送资格。

16.3 相互串通申报、协商报价的，自列入“违规名单”之

日起 2 年内取消企业所有药品参与江西省药品集中采购活动的

资格，并将违规行为报送国家医疗保障局。

17.报送库存

各中选企业应每月向联席会议办公室报送中选药品的库存

数量。

18.其他事项

18.1 中选药品出现被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暂停生产、销售、

使用、进口等情况，取消中选资格。

18.2 采购周期内，出现中选企业替补时，因保障供应产生

的额外支出由无法履行协议的原中选企业承担。

18.3 采购周期内，若中选药品的配送企业被列入“违规名

单”，应及时处理，组织中选企业选择其他配送企业，确保中

选药品及时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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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中选药品的价格、供应保障等情况纳入医药价格和招

采信用评价制度管理。

18.5 中选结果交易规则、结算支付、激励约束机制等政策，

原则上与上轮采购周期相关政策维持不变。

18.6 患者使用中选药品时，因中选药品生产质量原因造成

人身伤害的，按照《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由中选企业承

担全部赔偿责任。

本方案仅适用于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后江

西省接续工作所述项目的药品及相关服务，最终解释权归江西

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席会议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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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附件

附件 1

国家集采第一批和第三批江西接续采购品种目录
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规格

1
阿托伐他汀口服常释剂型 10mg

阿托伐他汀口服常释剂型 20mg

2
瑞舒伐他汀口服常释剂型 10mg

瑞舒伐他汀口服常释剂型 5mg

3
氯吡格雷口服常释剂型 25mg

氯吡格雷口服常释剂型 75mg

4 氨氯地平口服常释剂型 5mg

5
恩替卡韦口服常释剂型 0.5mg

恩替卡韦口服常释剂型 1mg

6

艾司西酞普兰口服常释剂型 10mg

艾司西酞普兰口服常释剂型 20mg

艾司西酞普兰口服常释剂型 5mg

7 帕罗西汀口服常释剂型 20mg

8
奥氮平口服常释剂型 10mg

奥氮平口服常释剂型 5mg

9
头孢呋辛酯（头孢呋辛）口服常

释剂型
250mg

10
利培酮口服常释剂型 1mg

利培酮口服常释剂型 3mg

11
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口服

常释剂型
300mg

12 左乙拉西坦口服常释剂型 250mg

13 伊马替尼口服常释剂型 1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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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规格

14 蒙脱石口服散剂 3g

15 阿扎胞苷注射剂 100mg

16 地氯雷他定口服常释剂型 5mg

17 非那雄胺口服常释剂型 1mg

18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100mg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25mg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50mg

19 甲钴胺口服常释剂型 0.5mg

20
卡培他滨口服常释剂型 0.15g

卡培他滨口服常释剂型 0.5g

21 来曲唑口服常释剂型 2.5mg

22 氯氮平口服常释剂型 25mg

23 舍曲林口服常释剂型 50mg

24 西酞普兰口服常释剂型 20mg

25
盐酸达泊西汀片 30mg

盐酸达泊西汀片 60mg

26

依托考昔口服常释剂型 120mg

依托考昔口服常释剂型 30mg

依托考昔口服常释剂型 60mg

依托考昔口服常释剂型 90mg

27 右佐匹克隆口服常释剂型 3mg

28 左乙拉西坦口服液体剂 10%（150ml:15g）

29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5ml:500mg

30 阿莫西林颗粒剂 0.125g

31 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剂
250ml:莫西沙星

0.4g 与氯化钠 2.0g

32 左氧氟沙星滴眼剂 5ml:24.4mg

33 环丙沙星口服常释剂型 0.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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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规格

34
厄贝沙坦口服常释剂型 150mg

厄贝沙坦口服常释剂型 75mg

35 吉非替尼口服常释剂型 250mg

36 福辛普利口服常释剂型 10mg

37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口服常释剂

型
150mg+12.5mg

38
赖诺普利口服常释剂型 10mg

赖诺普利口服常释剂型 5mg

39
氯沙坦口服常释剂型 100mg

氯沙坦口服常释剂型 50mg

40
依那普利口服常释剂型 10mg

依那普利口服常释剂型 5mg

41 孟鲁司特口服常释剂型 10mg

42
培美曲塞注射剂 100mg

培美曲塞注射剂 500mg

43 氟比洛芬酯注射剂 50mg/5ml

44 右美托咪定注射剂 0.2mg/2ml

45
奥美拉唑口服常释剂型 10mg

奥美拉唑口服常释剂型 20mg

46 氟西汀口服常释剂型 20mg

47 利奈唑胺口服常释剂型 6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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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采购目录品种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

以最小制剂单位（片/粒/支/瓶/袋）计算

品种

序号
品种名称 规格

首年约定采购量

计算基数

1
阿托伐他汀口服常释剂型 10mg 24205856

阿托伐他汀口服常释剂型 20mg 65518934

2
瑞舒伐他汀口服常释剂型 10mg 27700758

瑞舒伐他汀口服常释剂型 5mg 8096719

3 氯吡格雷口服常释剂型 75mg 44968476

4 氨氯地平口服常释剂型 5mg 77316189

5 恩替卡韦口服常释剂型 0.5mg 37546657

6
艾司西酞普兰口服常释剂

型
10mg 3942507

7 帕罗西汀口服常释剂型 20mg 2221789

8
奥氮平口服常释剂型 10mg 3101097

奥氮平口服常释剂型 5mg 5460948

9
头孢呋辛酯（头孢呋辛）口

服常释剂型
250mg 5698755

10 利培酮口服常释剂型 1mg 12897188

11
替诺福韦二吡呋酯口服常

释剂型
300mg 4374616

12 左乙拉西坦口服常释剂型 250mg 3825708

13 伊马替尼口服常释剂型 100mg 509953

14 蒙脱石口服散剂 3g 4447227

15 阿扎胞苷注射剂 100mg 158691

16 地氯雷他定口服常释剂型 5mg 154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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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非那雄胺口服常释剂型 1mg 83198

18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剂 100mg 14178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剂 25mg 32650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剂 50mg 8837

19 甲钴胺口服常释剂型 0.5mg 38660651

20
卡培他滨口服常释剂型 0.15g 52161

卡培他滨口服常释剂型 0.5g 4018796

21 来曲唑口服常释剂型 2.5mg 1668257

22 氯氮平口服常释剂型 25mg 27740326

23 舍曲林口服常释剂型 50mg 2638376

24 西酞普兰口服常释剂型 20mg 261307

25 盐酸达泊西汀片剂 30mg 11767

26

依托考昔口服常释剂型 120mg 750

依托考昔口服常释剂型 30mg 1385

依托考昔口服常释剂型 60mg 639750

27 右佐匹克隆口服常释剂型 3mg 2646216

28 左乙拉西坦口服液体剂 10%（150ml:15g） 2531

29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5ml:500mg 157452

30 阿莫西林颗粒剂 0.125g 4209960

31 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剂
250ml:莫西沙星 0.4g 与

氯化钠 2.0g
382520

32 左氧氟沙星滴眼剂 5ml:24.4mg 500117

33 环丙沙星口服常释剂型 0.25g 275791

34 厄贝沙坦口服常释剂型 75mg 70107004

35 吉非替尼口服常释剂型 250mg 143534

36 福辛普利口服常释剂型 10mg 479607

37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口服常

释剂型
150mg+12.5mg 13274734

38 赖诺普利口服常释剂型 10mg 253732

39
氯沙坦口服常释剂型 100mg 674731

氯沙坦口服常释剂型 50mg 1508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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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选结果产生后，相关品种的首年约定采购量计算基数折算至中选药品规格，

各医疗机构按中选药品供应品种清单规格采购，执行情况按品种进行考核。

40
依那普利口服常释剂型 10mg 8987309

依那普利口服常释剂型 5mg 6599106

41 孟鲁司特口服常释剂型 10mg 2525344

42
培美曲塞注射剂 100mg 18609

培美曲塞注射剂 500mg 2460

43 氟比洛芬酯注射剂 50mg/5ml 626251

44 右美托咪定注射剂 0.2mg/2ml 673022

45 奥美拉唑口服常释剂型 20mg 16518937

46 氟西汀口服常释剂型 20mg 394676

47 利奈唑胺口服常释剂型 600mg 56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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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西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江西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席会议办公室：

本授权书声明：位于 （公司地址）

的 （企业名称）的 （法

定代表人姓名）代表本公司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

为本公司的唯一合法代理人，就本公司生产的药品（具体见报

名产品汇总表）在江西省药品带量采购中进行报名，并在整个

采购活动中，以本公司名义全权处理包括递交生产企业和产品

资质材料，确认相关信息，产品报价，办理药品购销三方协议

事宜，执行和完成采购周期内的售后服务等一切与之有关的事

务，并保证所提供的资质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完整，本公司

自愿承担因密码泄漏、操作失误等所造成的全部责任。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署生效，有效期至本次药

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截止日止。

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联系方式（手机）：

申报企业（盖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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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被授权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代理人（被授权人）

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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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西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申报承诺函

江西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席会议办公室：

在充分理解《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第一批、第三批)

协议期满后江西省接续采购文件》（编号：JX-YP2022-01）后，

我方决定按照采购文件的规定申报参与。我方保证申报材料的

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在集中带量采购活动中不发生任何

违法违规行为。

我方已充分考虑原材料价格等因素，承诺申报价不低于本

企业该品种成本价。我方完全理解及遵守采购文件中的中选药

品确认准则，理解贵方不一定要接受最低申报价的申报。

我方承诺确保在采购周期内满足江西中选药品的采购需

求，包括约定采购量以及超过约定采购量的部分，具有履行协

议必须具备的药品供应能力，对药品的质量和供应负责。如我

方药品中选，将按要求及时足量组织生产，及时向配送企业发

送药品，满足医疗机构临床用药需要，确保中选药品的价格、

质量及数量等一切要素按照购销协议履行。

我方承诺申报品种不存在违反《专利法》、《反不正当竞

争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该承诺在采购周期内持续有效，

若产生相关纠纷，给采购方造成的损失由我方承担。

申报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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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江西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供货承诺函

江西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席会议办公室：

我公司 （申报企业名

称）是合法注册的企业。承诺本公司的所有申报药品，保证对

江西省内所有参与网上采购并有用药需求的医疗卫生机构供

货，保证严格按照江西省有关规定及医疗卫生机构的要求，及

时供货并提供全面、完善的服务。同时承诺：采购周期内不论

医疗卫生机构路程远近及采购数量和金额多少均按相关要求保

证供货；按照中选药品信息、产品质量标准提供合格药品，有

效期符合有关规定。如有违约，自愿按《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

建立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接

受处罚。

本承诺书有效期限：自签订购销三方协议开始至本次药品

带量采购周期有效期截止。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申报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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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江西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两票制”承诺书

我公司自愿严格执行“两票制”的有关规定，并在此郑重

承诺如下：

一、在药品供应配送中严格按江西省“两票制”相关要求

执行，依法经营，公平竞争，自觉维护药品流通市场秩序，保

证产品质量，承担社会责任。

二、我公司保证仅出具一份授权书，授权一人办理相关事

宜，确保提交的所有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并对所提供资料

负责。

三、我公司若出现违反“两票制”规定的情形，自愿按照

江西省“两票制”有关规定接受处理。

所承诺条款自签署之日起生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申报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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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江西省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无不良记录承诺函

江西省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联席会议办公室：

我公司 （申报企业

名称）是合法注册的企业。承诺申报品种在本次药品集中带

量采购活动之前近两年内不存在省级（含）以上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质量检验不合格情况（其中仿制药的不合格情况指通

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上市

后的不合格情况），未被列入国家和江西省省级医药购销领

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未被列入国家和江西省药品采购机构

医药购销诚信不良记录，未被国家和江西省依据医药价格和

招采信用评价制度评定为“严重”或“特别严重”失信等级，

未被列入当前《全国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企业风险警示名

单》。

以上承诺如有虚假，本公司愿意承担一切法律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申报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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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供应品种清单

注：供应品种清单包含采购品种目录内本企业生产的参加本次

采购活动的所有符合申报资格的规格。

申报企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药品通用名

（含剂型）

剂型 规格 包装数量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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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现行全国接续最低中选价格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

包装

数量

中选价格

（元）

省份（省际

联盟）

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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