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1 兰索拉唑胶囊 —— 胶囊（肠溶微丸型） 30mg*7粒
铝箔/聚氯乙烯固体

药用硬片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湖北华世通潜龙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潜龙药业有限公司

2 生脉饮（党参方） —— 合剂 10ml*10支
聚氯乙烯/低密度聚
乙烯口服液体药用

复合硬片
盒 全市 SHDJ20150200 湖北济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济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 复方丹参片 —— 片剂 每片重0.32克*60片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
度聚乙烯瓶包装

瓶 全市 SHDJ20150200 湖北济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济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复方丹参片 —— 片剂 每片重0.32克*100片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
度聚乙烯瓶包装。

瓶 全市 SHDJ20150200 湖北济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济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复方丹参片 —— 片剂 每片重0.32克*200片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
度聚乙烯瓶包装

瓶 全市 SHDJ20150200 湖北济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济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 复方丹参片 —— 片剂 每片重0.32克*270片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
度聚乙烯瓶包装

瓶 全市 SHDJ20150200 湖北济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济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 红霉素肠溶片 —— 肠溶片
0.125g（12.5万单

位）*24片

药品包装用铝箔加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

硬片
盒 全市 SHDJ20150200 湖北济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济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 利福平片 —— 片剂 150mg*100片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

度聚乙烯瓶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湖北仁悦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仁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 阿苯达唑片 —— 片剂 0.1g*10片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
硬片加药品包装用

铝箔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湖北仁悦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仁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阿苯达唑片 —— 片剂 0.2g*10片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
硬片加药品包装用

铝箔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湖北仁悦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仁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利巴韦林片 —— 片剂 20mg*20片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

度聚乙烯瓶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湖北仁悦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仁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穿心莲片 —— 片剂
每片含穿心莲干浸膏

0.105 g*24片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
硬片加药品包装用

铝箔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湖北仁悦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仁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 三黄片 —— 片剂 50片 药用复合膜包装 袋 全市 SHDJ20150300 湖北仁悦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仁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牛黄解毒片 —— 片剂 48片
药用包装铝箔加聚
氯乙稀固体药用硬

片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湖北仁悦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仁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注射用磺苄西林钠 —— 粉针剂(冻干) 1.0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
射剂瓶，10瓶/盒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湖南尔康湘药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6 注射用磺苄西林钠 —— 粉针剂(冻干) 2.0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
射剂瓶，4瓶/盒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湖南尔康湘药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 注射用磺苄西林钠 —— 粉针剂(冻干) 4.0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
射剂瓶，4瓶/盒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湖南尔康湘药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8 炉甘石洗剂 —— 洗剂 100ml
药用塑料瓶，每瓶

100毫升
瓶 全市 SHDJ20170200 湖南尔康湘药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1：

药品生产企业名称变更明细表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19 盐酸雷尼替丁胶囊 —— 胶囊剂
0.15g*10粒/板*2板/

盒

药品包装用铝箔、
聚酰胺/铝/聚氯乙
烯冷冲压成型固体
药用复合硬片。

盒 全市 SHDJ20170300 湖南尔康湘药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 盐酸贝尼地平片 元治 口服普通片 8mg*7片*1板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21 盐酸贝尼地平片 元治 薄膜衣片 4mg*12片*1板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22 非布司他片 —— 薄膜衣片 40mg/片*10片/板/盒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3 新生化颗粒 —— 颗粒剂 9g*9袋 复合膜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江苏仁寿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融昱药业有限公司

24 新生化颗粒 —— 颗粒剂 6g*18袋 复合膜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江苏仁寿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融昱药业有限公司

25 维C银翘片 —— 糖衣片 24'
药品包装用铝箔、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

硬片
盒 全市 SHDJ20150100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6 盐酸米安色林片 —— 薄膜衣片 30mg*12' 铝塑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山东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27 注射用缩宫素 —— 注射剂 10单位 西林瓶装，10瓶/盒 瓶 全市 SHGW20150500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成纪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8
辛芩颗粒（无蔗

糖）
—— 颗粒剂 5g*12袋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四川志远广和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宜宾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9 藿香正气滴丸 —— 滴丸 2.6g*9袋
聚酯/铝/ 聚乙烯药
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宁心宝胶囊 —— 硬胶囊剂 每粒装0.25g*30粒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
度聚乙烯瓶包装

瓶 全市 SHDJ20150100 万邦德（湖南）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湖南华宝通制药有限公司

31 银黄颗粒 —— 颗粒剂 每袋装4g*10袋
双向拉伸聚丙烯/低
密度聚乙烯药品包
装用复合膜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100 万邦德（湖南）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湖南华宝通制药有限公司

32 润肺膏 —— 煎膏剂 250g 塑料瓶，纸盒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烟台渤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

33 通痹胶囊 —— 硬胶囊 0.31g*24粒
铝塑板，复合膜

袋，纸盒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烟台渤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

34 通痹片 —— 片剂 0.3g*36片/盒
药品包装用复合

膜，纸盒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0 烟台渤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

35 润肺膏 —— 煎膏剂 300g 塑料瓶，纸盒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烟台渤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

36
重组人生长激素注

射液
赛增 注射剂 30IU/10mg/3ml/瓶 1瓶/盒，卡式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7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

激素
—— 冻干粉针剂

4.0IU/1.33mg/1.0ml/
瓶

10瓶/盒，管制抗生
素玻璃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8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

激素
—— 冻干粉针剂

4.5IU/1.7mg/1.0ml/
瓶

10瓶/盒，管制抗生
素玻璃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9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

因子注射液
—— 注射剂

750万IU/75μ
g/0.5ml/瓶

10瓶/盒，管制抗生
素玻璃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0
醋酸曲普瑞林注射

液
—— 注射剂 1ml:0.1mg

管制抗生素玻璃
瓶，10瓶/盒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1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1 银翘解毒片 —— 薄膜衣片
0.52g*12片/板*2板/

盒
药用PVC硬片/药品
包装用PTP铝箔

盒 全市 SHDJ20170100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42 元胡止痛片 —— 薄膜衣片
0.26g*12片/板*2板/

盒
药用PVC硬片/药品
包装用PTP铝箔

盒 全市 SHDJ20170100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43 复方黄连素片 —— 糖衣片
每片含盐酸小檗碱

30mg*20片/板*2板/盒
药用PVC硬片/药品
包装用PTP铝箔

盒 全市 SHDJ20170100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44 玄麦甘桔颗粒 —— 颗粒剂 每袋装10g*20袋 药用复合袋装 包 全市 SHDJ20170100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45 复方黄连素片 —— 糖衣片
每片含盐酸小檗碱

30mg*100片
固体药用塑料瓶装 瓶 全市 SHDJ20170100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46 逍遥颗粒 —— 颗粒剂
每袋装6克（无蔗糖）

*10袋/盒
铝塑复合膜袋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70100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47 舒肝解郁胶囊 —— 胶囊剂 每粒装0.36g*28粒 铝塑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0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
川济生堂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四川济生堂药业有限公司

48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

舒巴坦钠
—— 粉针剂(溶媒结晶) 1.25g 玻璃瓶、10瓶/盒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海南通
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49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他唑巴坦钠(4：1)

—— 粉针剂(冻干) 1.25g(4：1) 玻璃瓶、10瓶/盒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海南通
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50 鲑降钙素注射液 —— 注射剂（注射液） 50IU/ml*5支，5支/盒 安瓿瓶，5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70100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Future Health Pharma
 GmbH（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51
盐酸倍他洛尔滴眼

液
—— 滴眼剂

5ml：12.5mg（以倍他
洛尔计）/支

塑料滴瓶 支 非基层 SHDT20170100
s.a. ALCON-COUVREUR n.v.

（s.a. ALCON-COUVREUR n.v.）
Alcon NV（s.a.ALCON-COUVREUR n.v）

52 妥布霉素滴眼液 —— 滴眼剂 5ml（0.3%）/支 塑料滴瓶 支 全市 SHDT20170100
s.a. ALCON-COUVREUR n.v.

（s.a. ALCON-COUVREUR n.v.）
Alcon NV（s.a.ALCON-COUVREUR n.v）

53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

滴眼液
—— 滴眼剂

5ml（妥布霉素15mg和
地塞米松5mg）/支

塑料滴瓶 支 全市 SHDT20170100
s.a. ALCON-COUVREUR n.v.

（s.a. ALCON-COUVREUR n.v.）
Alcon NV（s.a.ALCON-COUVREUR n.v）

54 玻璃酸钠滴眼液 —— 滴眼剂 5ml:5mg
塑料滴眼容器，1支

/盒
支 全市 SHDT20170100

参天制药株式会社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分装）

参天制药株式会社能登工厂

55 玻璃酸钠滴眼液 —— 滴眼剂 0.4ml:1.2mg
塑料滴眼容器，100

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70100

参天制药株式会社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分装）

参天制药株式会社能登工厂



序号 变更前药品通用名 变更后通用名 商品名 变更前剂型 变更后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1 盐酸氮卓斯汀鼻喷剂 盐酸氮卓斯汀鼻喷雾剂 —— 鼻喷剂 鼻喷雾剂 10mg 10ml 塑料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上海恒瑞医药有限公司

2 硫酸沙丁胺醇气雾剂 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 —— 气雾剂 ——

100μg/揿(按沙丁

胺醇计),200揿/瓶

无氟利昂配方

本品是由一铝罐加封一剂量
阀 ，一个驱动器和一个防

尘罩组成 。每罐有200揿

，每揿中含有100微克沙丁

胺醇 。1支/盒 。

支 全市 SHDJ20160200 山东京卫制药有限公司

3 甲磺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甲磺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

注射液
利复星 注射液 —— 500mg/250ml 玻璃输液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30400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利培酮口服液 利培酮口服溶液 —— 口服溶液剂 —— 30ml×1瓶 玻璃瓶 瓶 全市 SHDT20170100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附件2：

药品通用名变更明细表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变更前

规格包装
变更后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备注

1 利培酮口服溶液 —— 口服溶液剂 30ml×1瓶 30ml:30mg*1瓶 玻璃瓶 瓶 全市 SHDT20170100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保持不变

2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 注射剂
1ml:0.1g(按右美

托咪定计）
1ml:0.1mg(按右美

托咪定计）
玻璃安瓿，1支

/1盒；
支 非基层 SHXB2018010Y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价格保持不变

3 榄香烯口服乳 —— 口服乳剂 200mg/20ml 20ml:176mg 安瓿，6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70100 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限公司 价格保持不变

附件3：

药品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变更前包装方式 变更后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备注

1 注射用奥沙利铂 ——
粉针剂(冻

干)
100mg 玻璃瓶，1瓶/盒 玻璃瓶，5瓶/盒 瓶 全市 SHDT20170101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 价格保持不变

2 榄香烯口服乳 —— 口服乳剂 20ml:176mg 安瓿，6支/盒
棕色玻璃易折安瓿，
20ml/支，6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70100 大连华立金港药业有限公司 价格保持不变

3 聚甲酚磺醛栓 —— 栓剂 90mg×7枚
药用栓壳包装，附

药用手指套
药用栓壳包装，附检查指

套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昆明源瑞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保持不变

4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 注射剂 2ml:30mg
低硼硅玻璃安瓿包

装10支/盒
低硼硅玻璃安瓿包装6支/

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70100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价格保持不变

附件4：

药品包装方式变更明细表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更正内容

1 辛芩颗粒 —— 颗粒剂
5g*12袋

（无蔗糖）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四川志远广和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宜宾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无蔗糖”表述
在规格包装内

附件5：

药品信息更正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