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浙江英特

浙江上药新欣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省临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天晴中卫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君澜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2014年浙江省药品集中采购（第一批）基本药物
统一配送企业名单

杭州

上城区

下城区

江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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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润格药业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长广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晴中卫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干区

拱墅区

西湖区

滨江区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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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上药新欣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萧然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国药控股浙江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杭州桐君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润格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余杭区

桐庐县

滨江区

萧山区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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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国药控股浙江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淳安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建德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杭州瑞丰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润格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临安市 浙江省临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桐庐县

淳安县

建德市

富阳市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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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杭州汇药通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国药控股浙江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宁波大红鹰医药供销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医药

浙江英特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余姚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宁波医药

浙江英特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宁波市正源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润格药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奉化市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临安市

余姚市

慈溪市

宁波

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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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宁波医药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英特

宁波市天星医药有限公司

宁波海尔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奉化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宁波医药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宁波海尔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华东医药

宁波大红鹰医药供销有限公司

宁波久久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医药

浙江英特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象山县

海曙区

奉化市

宁海县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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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宁波医药

宁波医药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宁波海尔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医药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宁波市镇海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大红鹰医药供销有限公司

宁波医药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宁波明州医药有限公司

海曙区

江东区

江北区

鄞州区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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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宁波医药

宁波大红鹰医药供销有限公司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华东医药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英特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宁波海尔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市镇海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医药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国药控股浙江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新特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

温州市新光医药有限公司

镇海区

北仑区

鹿城区温州

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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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温州新特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

温州市新光医药有限公司

温州市兴瓯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温州新特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兴瓯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

华东医药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温州新特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瑞安市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瓯海区

龙湾区

乐清市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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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安泰医药有限公司

温州新特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温州市兴瓯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九州通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平阳县瓯南医药有限公司

温州市兴瓯医药有限公司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九州通

浙江英特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文成县医药有限公司

平阳县瓯南医药有限公司

泰顺县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瑞安市

平阳县

文成县

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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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平阳县瓯南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九州通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温州康宏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九州通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兴瓯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平阳县瓯南医药有限公司

温州新特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温州

泰顺县

洞头县

苍南县

永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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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永嘉县医药总公司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华东医药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震元

浙江省诸暨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震元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震元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浙江中元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新昌县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

温州 永嘉县

柯桥区

诸暨市

新昌县

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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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浙江震元

浙江英特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国邦现代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华东医药

浙江省诸暨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嵊州市医药药材总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震元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国邦现代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震元

华东医药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嵊州市医药药材总公司

湖州 德清县 华东医药

嵊州市

上虞区

越城区

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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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浙江英特

浙江华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凯欣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浙江华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凯欣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三通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湖州联康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浙江华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万昌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欣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凯欣医药有限公司

吴兴区 华东医药

德清县

长兴县

安吉县

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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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浙江英特

浙江华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湖州欣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浙江华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凯欣医药有限公司

湖州欣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吴兴区

南浔区

南湖区

秀洲区

嘉兴

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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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百仁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英特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百仁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省平湖市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

国药控股浙江

海盐县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嘉兴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圆正医药有限公司

平湖市

海盐县

秀洲区

嘉善县

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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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海盐县 浙江阿童木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浙江嘉兴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浙大圆正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九州通

桐乡市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凯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金华市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英特

浙江省东阳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大丛林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金益医药有限公司

海宁市

桐乡市

婺城区金华

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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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婺城区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金华市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金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大丛林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新锐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英特

浙江普泽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普洛康裕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方圆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浙江医药有限公司

义乌市众生医药有限公司

金华市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金华市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省东阳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普洛康裕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大丛林医药有限公司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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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国药控股浙江

武义县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江南药都医药有限公司

浦江县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金华市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国药控股浙江

华东医药

金华市医药有限公司

武义县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大丛林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金华市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普洛康裕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省东阳市方圆医药有限公司

龙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浙江松州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武义县

磐安县

松阳县

永康市

浦江县

丽水

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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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浙江英特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众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丽水中新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贝尼菲特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龙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浙江贝尼菲特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众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龙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康宁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贝尼菲特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丽水中新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众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众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贝尼菲特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松阳县

缙云县

景宁县

莲都区

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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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龙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浙江丽水中新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国药控股浙江

龙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浙江贝尼菲特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浙江众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龙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青田县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贝尼菲特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丽水中新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众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龙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英特

浙江贝尼菲特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浙江众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莲都区

龙泉市

青田县

庆元县

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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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庆元县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贝尼菲特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龙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华东医药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丽水中新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众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龙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鼎兆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贝尼菲特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浙江众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康宁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台州市健达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舒畅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遂昌县

云和县

椒江区

丽水

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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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椒江区 华东医药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黄岩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省临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台州泰生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济世源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泰生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春天华源医药有限公司

万邦德制药集团浙江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舒畅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临海医药有限公司

临海市通达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

黄岩区

路桥区

温岭市

临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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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台州泰生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

台州市健达医药有限公司

万邦德制药集团浙江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舒畅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省天台县医药公司

浙江省临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海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仙居制药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黄岩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台州泰生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

华东医药

玉环县

台州 天台县

仙居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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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三门县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台州泰生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英特

国药控股浙江

舟山存德医药有限公司

舟山市普陀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舟山市卫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医药

九州通

浙江省岱山县诚泰医药有限公司

舟山市普陀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舟山市卫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舟山存德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省岱山县诚泰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宁波医药

浙江省岱山县诚泰医药有限公司

舟山存德医药有限公司

舟山市普陀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舟山市卫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三门县

台州

岱山县

普陀区

定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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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国药控股浙江

宁波医药

华东医药

九州通

浙江省岱山县诚泰医药有限公司

舟山市普陀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舟山存德医药有限公司

舟山市卫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医药

九州通

华东医药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金华市医药有限公司

衢州市康福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岱山县

舟山

衢江区

衢州

嵊泗县

柯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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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县域 配送企业

衢江区 国药控股浙江

浙江滋福堂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普泽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金华市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常山县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浙江滋福堂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常山县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华东医药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开化县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实善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浙江江南药都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

衢州

开化县

龙游县

江山市

常山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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