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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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肾强身片 口服普通片 24'*4板
药品包装用（ptp)铝箔、聚
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09020B 安阳路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诺美药业有限公司

2 冬凌草片 口服普通片 0.25g*60' 塑料瓶 盒 全市 SHJY20100102 安阳路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诺美药业有限公司

3
布地奈德鼻喷雾

剂
雷诺考

特
鼻喷雾剂 64μg/喷 120喷/支/盒

内包装容器为棕色玻璃瓶，
配有鼻配适器 120喷/支/盒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0
Astrazeneca AB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AstraZeneca AB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4
重组人干扰素α-

2b注射液
甘乐能 注射剂（多剂量笔

18MIU/1.2ml/支,1支/
盒

1支/盒 注射液灌装在一个
1.5ml的I型燧石玻璃的注射
药筒内，一端用带有溴丁基
橡胶衬垫的铝帽封口，另一
端用溴丁基橡胶塞封口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SP (Brinny) Company)
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MSD International GmbH)

5 糠酸莫米松乳膏 艾洛松 乳膏剂 10g:10mg
铝管包装，每支10g，每盒1

支
支 全市 SHDT20170100 拜耳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6 华佗再造丸 浓缩水蜜丸 8克*12袋 铝塑复合膜袋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奇星药业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7
注射用盐酸克林

霉素
定好 粉针剂 500mg 管制抗生素玻璃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30400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伊顺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8
黑骨藤追风活络

胶囊
胶囊 12粒×3板/盒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0 国药集团老来福（贵州）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同济堂（贵州）制药有限公司

9 注射用左卡尼汀 誉利 注射用无菌粉末 1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2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70100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

10
注射用美洛西林
钠舒巴坦钠

凯韦可 粉针剂(溶媒结晶) 2.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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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脑得生丸(浓缩

丸）
丸剂 2g/袋*10袋/盒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1 湖南天济草堂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脑得生丸(浓缩

丸）
丸剂 2g/袋*20袋/盒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1 湖南天济草堂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3 盐酸贝尼地平片 元治 薄膜衣片 4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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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盐酸贝尼地平片 元治 薄膜衣片 2mg*12片*2板 双铝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华夏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华素制药有限公司

15
甲硝维参阴道泡

腾片
片剂（泡腾） 复方*10片 铝铝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1 吉林省德商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德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甲硝维参阴道泡

腾片
片剂（泡腾） 复方*14片 铝铝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1 吉林省德商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德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健脾生血片 薄膜衣片
0.6g*36片（每片重

0.6g，每片含硫酸亚铁
100mg)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药
品包装用铝箔包装

盒 全市 SHDT20170101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健民集团叶开泰国

药（随州）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18 健脾生血颗粒 颗粒剂 5g*36袋 复合膜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健民集团叶开泰国

药（随州）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19 便通胶囊 硬胶囊剂 0.35g*27粒 铝塑泡罩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0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健民集团叶开泰国

药（随州）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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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血塞通软胶囊 软胶囊
每粒装0.33g（含三七
总皂苷60mg）*24粒

药用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昆明圣火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昆明华润圣火药业有限公司

21 抗骨增生片 片剂 0.3g*24片 铝塑板，2*12片/板/盒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陕西摩美得制药有限公司 陕西摩美得气血和制药有限公司

22 人纤维蛋白原 注射剂 0.5g(25ml)/瓶
硼硅玻璃模制注射剂瓶及丁
基橡胶塞，1瓶/盒，附塑料

吊环1只
瓶 全市 SHGW20160800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集团上海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23 防风通圣丸 水丸 6g×10袋 复合膜 盒 全市 SHDJ20150200 石药集团河北永丰药业有限公司 石药控股集团河北永丰药业有限公司

24 尼莫地平片 片剂 20mg×50片 塑料瓶 瓶 全市 SHDJ20150200 石药集团河北永丰药业有限公司 石药控股集团河北永丰药业有限公司

25 清肺抑火丸 水丸 6g×6袋 复合膜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石药集团河北永丰药业有限公司 石药控股集团河北永丰药业有限公司

26 香砂养胃丸 水丸 9g×10袋 复合膜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石药集团河北永丰药业有限公司 石药控股集团河北永丰药业有限公司

27 灭菌注射用水 注射液 500ml/玻瓶 玻璃瓶 瓶 全市 SHDT20170100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8 阿昔莫司胶囊 硬胶囊 0.25g*8'*2板 药用包装PTP铝箔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四川克旨达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豪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 尼莫地平片 片剂 20mg*50片 聚乙烯塑料瓶装，50片/瓶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四川克旨达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豪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万应胶囊 胶囊剂(硬胶囊) 0.15g*12粒/盒 药用PVC硬片，药用PTP铝箔 盒 全市 SHDT20170101 四川西昌杨天制药有限公司 成都杨天万应制药有限公司

31 坎地沙坦酯片 必洛斯 口服普通片 8mg*7' 铝塑泡罩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Osaka Plant
(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分装)

32 养血清脑颗粒 颗粒剂 每袋装4g×15袋/盒
聚酯/ 铝/ 聚乙烯药品包装

用复合膜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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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冠心苏合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35g*30粒/瓶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

瓶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威海人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人生药业有限公司

34 感冒清胶囊 胶囊剂
每粒装0.5g(含对乙酰
氨基酚24mg)*20粒/盒

铝塑板 盒 全市 SHDJ20150200 威海人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人生药业有限公司

35 白脉软膏 软膏剂 20g 铝塑复合管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0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奇正藏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36 冰黄肤乐软膏 软膏剂 20g 铝质药用软膏管，1支/小盒 支 全市 SHDT20170100 西藏芝芝药业有限公司 西藏海容唐果药业有限公司

37 防风通圣颗粒 可溶颗粒 3g*10袋 复合膜袋 盒 全市 SHDJ20150200 烟台天正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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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屈肝素钙注射液 - 注射液 0.6ml:6150IU 安瓿包装，5支/盒 安瓿包装，10支/盒 支 全市 SHDT20170101 天津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保持不变

2 聚甲酚磺醛栓 - 栓剂 90mg×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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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药品包装方式变更明细表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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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甲巯咪唑片 赛治 片剂 10mg×50片 铝塑 盒 非基层 SHGD20150100
Merck Serono

GmbH(Merck KGaA)

Merck Serono GmbH
（Merck KGaA）

(默克制药（江苏）有限
公司分装)

价格保持不变

2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康忻 片剂 5mg×10片/盒 铝铝包装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Merck Serono GmbH
（Merck KGaA）

Merck Serono GmbH
（Merck KGaA）

(默克制药（江苏）有限
公司分装)

价格下调为29.29元

3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康忻 片剂 2.5mg×10片/盒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Merck Serono GmbH
（Merck KGaA）

(默克制药（江苏）有限
公司分装)

价格保持不变

进口药品变更为分装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