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1 碳酸钙D3片(Ⅱ) 片剂 72片×1瓶 塑料瓶 瓶 SHDJ20150100 北京康远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振东康远制药有限公司

2 薯蓣皂苷片 片剂 80mg*48片
药用PVC硬片/药用包装用

PTP铝箔
盒 SHDT20170101 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3 克霉唑乳膏 乳膏剂 10g（3%） 药用软膏铝管 支 SHDJ20180100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4 咪康唑氯倍他索乳膏 乳膏剂 20g 药用软膏铝管 支 SHDJ20170400 福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元药业有限公司

5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注射剂 2.5g(5%,50ml)/瓶
注射用氯化丁基橡胶塞、中
性硼硅玻璃输液瓶：1瓶/盒

瓶 SHGW20170600 贵州中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贵州血液制品有限公司

6 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含漱液 200ml 塑料瓶 瓶 SHDT20170100 哈尔滨乐泰药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快好药业有限公司

7 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含漱液 300ml 塑料瓶 瓶 SHDT20170100 哈尔滨乐泰药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快好药业有限公司

8 鹿瓜多肽注射液 注射液 4ml:8mg 低硼硅玻璃安瓿，6支/盒。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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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粉针剂 200mg 中性硼硅玻璃管制瓶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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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长春西汀 粉针剂(冻干) 10m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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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肾炎四味片 口服普通片 100' 塑料瓶 瓶 SHDT20150102 湖北亿雄祥瑞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亿雄祥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开塞露(含甘油) 溶液剂 20ml*2支 塑料瓶 20毫升/支，2支/盒 盒 SHDJ20150200 南通海尔斯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旭东海普南通药业有限公司

13 骨化三醇软胶囊 胶囊剂 0.25μg*10粒
铝塑包装，外套复合膜袋。

10粒/板，1板/盒
盒 SHDT20170100 青岛正大海尔制药有限公司 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

14 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软胶囊剂 0.25μg*40粒
外套复合膜的铝塑包装；20

粒/板×2板/盒
盒 SHJY20100102 青岛正大海尔制药有限公司 正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

15 熊去氧胆酸片 片剂 0.25g/片、24片/盒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药

用包装用铝箔
盒 SHDT20170100 武汉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普元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6 阿托伐他汀钙片 薄膜衣片 10mg×10片 铝铝包装 盒 SHDT20170100 浙江新东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7 阿托伐他汀钙片 薄膜衣片 10mg×14片 铝铝包装 盒 SHDT20170100 浙江新东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8 阿托伐他汀钙片 薄膜衣片 10mg*10片*2板/盒 铝/铝水泡眼包装 盒 SHJC20170100 浙江新东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乐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9 糠酸莫米松乳膏 乳膏剂
5g:5mg，每支15g，每盒1

支
铝管包装，每支15g，每盒1

支
支 SHDT2017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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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硫辛酸注射液 注射液 6ml:0.15g 低硼硅玻璃安瓿 6支/盒 支 SHDT201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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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1 穿心莲内酯胶囊 胶囊剂 0.33g*20粒
药品包装用铝箔，药用PVC硬
片包装；每板10粒，每小盒2

板
盒 SHXB2018020Y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受委托生产）

丽珠集团利民制药厂

22 玻璃酸钠注射液 注射液 2.5ml:25mg 玻璃针管预填充,1支/盒 支 SHYP20140100
明治制果药业株式会社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包装)

明治制果药业株式会社
(生产厂明治制果药业株式会社小田原工厂）

(分包装厂哈尔滨誉衡制药有限公司)

附件1：

药品生产企业名称变更明细表



附件2：

序号 变更前药品通用名 变更后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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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用喷雾剂 2ml:0.25mg(1000IU) 玻璃瓶 瓶 SHDT20150103 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名变更明细表



附件3：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变更前规格包装 变更后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1 鲑降钙素鼻喷雾剂 鼻用喷雾剂 2ml:0.25mg(1000IU)

2ml：250.00μg，每喷含鲑降钙素
12.5μg，每瓶20喷，每喷重量为

101.7

玻璃瓶 瓶 SHDT20150103 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

注射液
注射剂 100ml:5mg:0.9g 100ml:5mg:0.9g*1瓶/瓶 玻璃输液瓶 瓶 SHDT20170100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3 复方金钱草颗粒 颗粒剂 3g*18袋
每袋装3g（相当于饮片4.9g）;

（无蔗糖）×18袋
聚酯/铝/聚乙烯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SHDT20170100 广西万通制药有限公司

4 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乳膏剂 10g×1支 10g:0.1g×1支 铝管 支 SHJY20100102 海南凯健制药有限公司

5 二十五味珊瑚胶囊 硬胶囊 0.5g*6'*2板 0.5g*12粒*1板 PVC、PTP铝塑泡罩包装 盒 SHDT20170100 西藏金珠雅砻藏药有限责任公司

6 滑膜炎颗粒 颗粒剂 12g*6袋 每1g相当饮片3g*6袋 复合膜 盒 SHXB2018060Y 神威药业（张家口）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附件4：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变更前包装方式 变更后包装方式 单位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1 鲑降钙素鼻喷雾剂 鼻用喷雾剂
2ml：250.00μg，每喷含鲑降钙
素12.5μg，每瓶20喷，每喷重

量为101.7

玻璃瓶 模制玻璃瓶，1瓶/盒 瓶 SHDT20150103 深圳大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盐酸替罗非班氯化钠注射

液
注射剂 100ml:5mg:0.9g*1瓶/瓶 玻璃输液瓶

硼硅玻璃输液瓶包装，

1瓶/瓶
瓶 SHDT20170100 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

3 舒血宁注射液 注射液 每支2ml 低硼硅玻璃安瓿 低硼硅玻璃安瓿，10支/盒 支 SHDT20170100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舒血宁注射液 注射液 每支5ml 低硼硅玻璃安瓿 低硼硅玻璃安瓿，6支/盒 支 SHDT20170100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注射用骨肽 冻干粉针剂 10mg多肽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10支/盒
支 SHDT20170100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方式变更明细表



附件5：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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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人促红素-β注
射液[CHO细胞]

罗可曼 注射剂 5000IU/0.3ml 6支/盒 预充式 支 SHYP20140100
德国曼海姆Roche Diagnostics

GMBH(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Roche Pharma(Schweiz)Ltd.(Roche

Diagnostics GmbH)
价格维持不变

分包装变更为进口明细表



附件6：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更正内容

1 瑞舒伐他汀钙片 无 口服普通片 5mg*7片 铝塑泡罩包装 盒 SHDT20170100 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 商品名更正

2 瑞舒伐他汀钙片 无 口服普通片 10mg*7片 铝塑泡罩包装 盒 SHDT20170100 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 商品名更正

3 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达菲 胶囊剂 75mg×10粒/盒 铝塑包装 盒 SHDT20170100
Roche Registration Ltd.（Roche S.p.A.）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企业名称更正

4 骨化三醇胶丸 罗盖全 软胶囊（胶丸） 0.25ug*10粒/盒 铝塑泡罩 盒 SHDT20170100

Roche Pharma (Schweiz) Ltd.（Catalent

Germany Eberbach GmbH）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企业名称更正

5 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 派罗欣 预充式注射液 180μg/0.5ml 1支/盒,预充式注射器 支 SHYP20140100

Roche Registration Ltd.（F.Hoffmann-La

R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分
装）

企业名称更正

6 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 派罗欣 预充式注射液 135μg/0.5ml 1支/盒,预充式注射器 支 SHYP20140100

Roche Registrationg Ltd.（F.Hoffmann-La

Roche Ltd.）（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分
装）

企业名称更正

药品信息更正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