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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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块消颗粒 可溶颗粒 10g*10袋 复合膜袋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富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2 红霉素软膏 软膏剂 20g 药用软膏铝管 支 全市 SHDJ20170400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3 强力枇杷露 糖浆剂 200ml 药用塑料瓶 瓶 全市 SHDJ20170400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4 开塞露 溶液剂（含甘油） 30ml 药用塑料瓶 支 全市 SHDJ20170400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5 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 万托林 气雾剂 100ug/喷×200喷
铝合金制瓶罐加封一计量

阀，一个驱动器和一个防尘
盖组成

瓶 全市 SHJY20100102 葛兰素史克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GlaxoSmithKline Australia Pty Ltd.

( Glaxo Wellcome S.A.)

6 通滞苏润江胶囊 胶囊剂 0.3g*27粒 铝塑泡罩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70100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健民中维医药有限公司

7 果糖注射液 丰海能 注射液 250ml:12.5g 三层共挤输液用袋 袋 非基层 SHDT20170100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8 果糖注射液 丰海能 注射液 250ml:25g 三层共挤输液用袋 袋 非基层 SHDT20170100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江苏正大丰海制药有限公司

9 秋水仙碱片 舒风灵 口服普通片 1mg*10'*2板
铝塑起泡包装，每小盒10片

×2板。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银杏叶胶囊 硬胶囊
每粒装0.3g(含总黄酮醇苷

19.2mg、萜类内酯
4.8mg)*24粒

复合铝箔包装，每板12粒，
每盒2板

盒 全市 SHDJ20160200 山东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健康桥制药有限公司

11 四神丸 丸剂（水丸） 9g*10袋 铝塑机装袋 盒 全市 SHDJ20170100 山东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健康桥制药有限公司

12 银杏叶胶囊 胶囊剂
0.3g(每粒含总黄酮醇甘

19.2mg、萜类内酯
4.8mg)*12粒*4板

复合铝箔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70100 山东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健康桥制药有限公司

13 复方益母口服液 口服液 10ml*10支 缩口玻璃瓶 盒 全市 SHXB2018030Y 山东百草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中健康桥制药有限公司

14 甲磺酸帕珠沙星注射液 法多琳 注射液 300mg/10ml 安瓿，2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四川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利尔药业有限公司

15 甲磺酸帕珠沙星注射液 法多琳 注射液 500mg/10ml 安瓿，2支/盒 支 非基层 SHYP20130400 四川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利尔药业有限公司

16 氯雷他定胶囊 胶囊剂 10mg*7粒
药用PVC硬皮，包装用PTP铝

箔
盒 全市 SHDJ20160100 四川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17 茴三硫片 口服普通片 25mg*12片/盒 PTP铝箔/PVC硬片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四川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18 茴三硫片 口服普通片 12.5mg×36片 铝塑泡罩 盒 全市 SHDT20170100 四川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19 琥珀酸亚铁片 口服普通片 0.1g*20' 铝塑泡罩 盒 全市 SHDT20150102 四川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20 琥珀酸亚铁片 口服普通片 0.1g*12'*2板 铝塑泡罩 盒 全市 SHDT20150102 四川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奥邦药业有限公司

21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先锋美他醇
(商标名)

粉针剂 0.5g 西林瓶，8瓶/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生产)

22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先锋美他醇
(商标名)

粉针剂 1.0g 西林瓶，8瓶/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生产)

23 复方丹参滴丸 滴丸 每丸重27mg*180丸/瓶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

瓶包装
瓶 全市 SHDJ201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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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

射液
惠尔血 注射液 75ug/0.3ml 10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70100

协和发酵麒麟株式会社
（协和发酵麒麟（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Nipro Pharma Corporation ISE Plant
（协和发酵麒麟（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25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

射液
惠尔血 注射液 150ug/0.6ml 10支/盒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协和发酵麒麟株式会社
（协和发酵麒麟（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Nipro Pharma Corporation ISE Plant
（协和发酵麒麟（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26 润肺膏 煎膏剂（膏滋） 120g 塑料瓶，纸盒 瓶 全市 SHDJ20170400 烟台渤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

27 润肺膏 煎膏剂(膏滋) 200g 塑料瓶，纸盒 瓶 全市 SHDJ20170400 烟台渤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润中药业有限公司

28 注射用盐酸克林霉素 粉针剂 150m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10瓶/盒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9 曲伏前列素滴眼液 苏为坦 滴眼剂 2.5ml：0.1mg/支 塑料滴瓶 支 非基层 SHDT20170100
Alcon Laboratories

(UK) Limited（ALCON CUSI, S.A.）
Novartis Europharm Ltd
(ALCON Cusi, S.A.)

30 盐酸替罗非班注射液 艾卡特 注射剂 50ml:12.5mg 玻璃瓶，1瓶/盒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Correvio Australia Pty Ltd
(DSM Pharmaceuticals Inc)

Correvio Australia Pty Ltd
(Patheon Manufacturing Services LLC.)

附件1：

药品生产企业名称变更明细表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变更前

规格包装
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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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酸妥布霉素注射液 注射液 80mg/2ml 2ml:80mg（8万单位） 安瓿，5支/盒 玻璃安瓿，10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价格保持不变

附件2：

药品规格及包装方式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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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1 鲑鱼降钙素喷鼻剂 鲑降钙素鼻喷雾剂 金尔力 鼻用喷雾剂 28喷（20ug/喷） 喷雾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银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 鲑鱼降钙素喷鼻剂 鲑降钙素鼻喷雾剂 金尔力 鼻用喷雾剂 16喷 （20ug/喷） 喷雾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70100 银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3 沙丁胺醇气雾剂 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 气雾剂

混悬型 每瓶14g,含沙丁胺
醇20mg,每揿含沙丁胺醇

0.10mg*1瓶/盒

药物铝质气
雾罐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附件3：

药品通用名变更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