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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六君子丸 小丸 9g*6袋 复合膜 盒 山东方健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

2 关节止痛膏 橡胶膏剂 8cm*13cm*5贴*2袋 铝箔复合袋，10片/盒 盒 东阿阿胶阿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药业分公司 东阿阿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药业分公司

3 关节止痛膏 橡胶膏剂 7cm*10cm*5帖*2袋 铝箔复合袋，10片/盒 盒 东阿阿胶阿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药业分公司 东阿阿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药业分公司

4 独一味丸 浓缩丸
每6丸重0.92g(相当于3g原

生药）,54丸/瓶
口服用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
烯瓶，每瓶装8.28g(54丸）

瓶 重庆市药研院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心康制药有限公司

5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1b 粉针剂 30ug×1甁 西林瓶1瓶/盒 瓶 深圳科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6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1b 粉针剂 40ug×1甁 西林瓶1瓶/盒 瓶 深圳科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7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1b 粉针剂 50ug×1甁 西林瓶1瓶/盒 瓶 深圳科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8 夏枯草片 薄膜衣片 0.51g*36片
药用PVC硬片/药品包装用

PTP铝箔
盒 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森科制药有限公司

9 消银片 薄膜衣片 0.32g×120片 聚酯瓶 瓶 黑龙江福和华星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福和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阿达帕林凝胶 凝胶剂
30g:30mg，每支30g，每盒

1支。
药用聚乙烯/铝/聚乙烯复合

软膏管
支/盒 黑龙江福和华星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福和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1 多索茶碱注射液 注射剂 10ml：0.1g 玻璃安瓿；6支/盒 支 黑龙江福和华星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福和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 心血宁胶囊 胶囊剂 0.4g*12粒*2板 铝塑泡罩包装 盒 鞍山制药有限公司 朗致集团双人药业有限公司

13 补中益气口服液 合剂 10ml*10支/盒 管制口服液瓶 盒 浙江爱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爱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补中益气口服液 合剂 10ml*20支/盒 管制口服液瓶 盒 浙江爱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爱诺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液 250ml:(12.5g/2.25g) 聚丙烯输液瓶 瓶 安徽丰原淮海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淮海药厂

16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250ml:(12.5g/2.25g) 聚丙烯输液瓶 瓶 安徽丰原淮海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淮海药厂

17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500ml:(25g/4.5g) 聚丙烯输液瓶 瓶 安徽丰原淮海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淮海药厂

18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液 5%*100ml 聚丙烯输液瓶 瓶 安徽丰原淮海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淮海药厂

19 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液 5%*500ml 聚丙烯输液瓶 瓶 安徽丰原淮海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淮海药厂

20 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0.9%*100ml 聚丙烯输液瓶 瓶 安徽丰原淮海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淮海药厂

21 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0.9%*250ml 聚丙烯输液瓶 瓶 安徽丰原淮海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淮海药厂

22 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0.9%*500ml 聚丙烯输液瓶 瓶 安徽丰原淮海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淮海药厂

23 注射用生长抑素 冻干粉针剂 3mg 西林瓶装。每盒5瓶 支 海南中和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4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1b 粉针剂 20ug×1甁 西林瓶1瓶/盒 瓶 深圳科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25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1b 冻干粉针剂 50μg 西林瓶，10支/盒 支 深圳科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26 注射用重组人干扰素α1b 冻干粉针剂 30μg 西林瓶，10支/盒 支 深圳科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科兴药业有限公司

27
硝呋太尔制霉素阴道软胶

囊
软胶囊（胶丸） (0.5g/20万IU)*6粒 铝塑包装 盒 北京朗依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金城泰尔制药有限公司

28 富马酸比索洛尔胶囊 硬胶囊 2.5mg*7粒*2板 铝塑包装 盒 北京朗依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金城泰尔制药有限公司

29 丹七软胶囊 软胶囊 0.6g*50' 塑料瓶，每瓶装50粒。 瓶 北京长城制药厂 北京长城制药有限公司

30 苯磺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口服普通片 2.5mg×14片 双铝泡罩包装 盒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31 萘哌地尔片 片剂 25mg*10片 药用复合膜 盒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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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32 蒙脱石散 口服散剂 3g*10袋 药用复合膜 盒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33 蒙脱石分散片 片剂 1g*18片 铝塑 盒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34 蒙脱石分散片 片剂 1g*12片 铝塑包装 盒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35 盐酸左氧氟沙星片 片剂 250mg×28片 铝塑 盒 南京正科制药有限公司 南京正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36 排石颗粒 颗粒剂 5g*10袋 药用复合膜袋 盒 广东益和堂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沙溪制药有限公司

37
丙泊酚中/长链脂肪乳注

射液
注射剂 100ml：1000mg/瓶 10瓶/盒 玻璃小瓶 瓶 B.Braun Melsungen AG

B.Braun Melsungen AG(B.Braun Melsungen
AG)

38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注射剂 500ml:50g 玻璃瓶 瓶 B.Braun Melsungen AG
B.Braun Melsungen AG(B.Braun Melsungen

AG)

39 拉西地平片 口服普通片 4mg*7' 铝塑泡罩 盒 Glaxo Wellcome,S.A.(西班牙葛兰素史克)
GlaxoSmithKline, S.A.（Glaxo Wellcome,

S.A.）

40 生脉饮(党参方) 合剂 10ml×10支（无糖型） 玻璃管制口服液瓶 盒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厂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1 复方鲜竹沥液 合剂 20ml×6支 玻璃瓶 盒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厂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2 生脉饮(党参方） 合剂 10ml×10支 玻璃管制口服液瓶 盒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厂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3 排石颗粒(无蔗糖) 颗粒剂 5g×10袋 复合膜 盒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厂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4 板蓝根颗粒 可溶颗粒
10g（相当于饮片14g）×

24袋
复合膜 盒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厂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5 生脉饮(党参方) 合剂 10ml×30支(无蔗糖) 玻璃管制口服液瓶 盒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厂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6 那他霉素滴眼液 滴眼剂 15ml：0.75g/支 玻璃瓶 支
Alcon Laboratories, Inc.（Alcon

Laboratories, Inc.）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

（Alcon Laboratories, Inc.）

47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膏 眼膏剂
3.5g（妥布霉素10.5mg，

地塞米松3.5mg）/支
铝管 支 ALcon NV（ALCON CUSI s.a.） Novartis pharma NV（ALCON CUSI s.a.）

48 注射用盐酸表柔比星 粉针剂 10mg 抗生素玻璃瓶，1瓶/盒 瓶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49
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钠
粉针剂 1.0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
瓶/盒

瓶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50
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钠
粉针剂 0.5g

钠钙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瓶
/盒

瓶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51 注射用美罗培南 粉针剂 0.5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

瓶/盒
瓶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52 注射用美罗培南 粉针剂 0.25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

瓶/盒
瓶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53 氟伐他汀钠胶囊 硬胶囊剂 40mg×7粒 铝塑泡罩 盒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54 注射用盐酸吡柔比星 粉针剂 10mg 模制抗生素玻璃瓶，1瓶/盒 瓶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55 注射用磷酸氟达拉滨 粉针剂 50mg 模制抗生素玻璃瓶 瓶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56 注射用盐酸博来霉素 粉针剂(冻干)
1.5万博来霉素单位(相当
于15个USP博来霉素单位)

模制抗生素玻璃瓶，1瓶/盒 瓶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57 厄贝沙坦片 片剂 0.15g×12片 铝塑 盒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58 注射用放线菌素D 冻干粉针剂 0.2mg×1瓶 中性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瓶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59 厄贝沙坦片 片剂 0.15g×6片 铝塑包装 盒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60 注射用盐酸多柔比星 冻干粉针剂 10mg，5瓶/盒 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盒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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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注射用盐酸柔红霉素 冻干粉针剂 20mg，5瓶/盒 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盒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62 泛昔洛韦片 片剂 125mg×6片 双层铝膜 盒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63 多西他赛注射液 注射液 20mg/0.5ml
钠钙玻璃模制注射剂瓶，每
盒含1瓶多西他赛注射液及1

瓶专用溶剂
瓶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64 辛伐他汀片 薄膜衣片 20mg×10片/盒 铝塑 盒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65 桉柠蒎肠溶软胶囊 软胶囊剂 0.3g*18粒/板，2板/盒 铝塑包装 盒 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远大九和药业有限公司

66 冬凌草片 口服普通片 0.25g*100' 塑料瓶 瓶 安阳路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阳诺美药业有限公司

67 桉柠蒎肠溶软胶囊 软胶囊剂 0.12g*18粒/盒 铝塑 盒 北京九和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远大九和药业有限公司

68 肠内营养乳剂(TP) 口服乳剂 500ml 钠钙玻璃输液瓶 瓶 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69 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 白色薄膜衣片 5mg/10mg*7片 铝铝水泡眼包装 盒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Betriebsstatte Freiburg)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Betriebsstatte Freiburg)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70 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 片剂 5mg/20mg*7片 铝铝水泡眼包装 盒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Betriebsstatte Freiburg)
（海正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Betriebsstatte Freiburg)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71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注射液 50ml:10g
钠钙玻璃输液瓶和注射液用

卤化丁基橡胶塞
瓶 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72 氧氟沙星片 片剂(薄膜衣片) 100mg×30片 铝塑 盒 第一三共制药(北京)有限公司
第一三共制药(北京)有限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生产)

73 注射用吲哚菁绿 注射用无菌粉末 25mg
西林瓶，1瓶/盒，附灭菌注

射用水
支 丹东医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丹东医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74 水飞蓟素胶囊 胶囊剂 140mg*10粒 铝塑板 盒 MADAUS GMBH（德国马博士大药厂） MEDA PHARMA GMBH&CO. KG（MADAUS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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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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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液 - 200mg/100ml 玻璃输液瓶 瓶 华润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丙泊酚注射液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注射液 - 200mg/20ml 安瓿，5支/盒 支 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

3 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栓 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软胶囊 栓剂 胶囊剂
500mg:20万IU/粒×6粒/

盒
铝塑 盒

POLICHEM S.R.L.(DOPPEL

FARMACEUTICI S.R.L.)

通用名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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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注射液 200mg/20ml 20ml:0.2g，5支/盒 安瓿 支 北京费森尤斯卡比医药有限公司

2 盘龙七片 薄膜衣片 0.3g*3*16片/板/盒 0.3g*4*12片/板/盒 铝塑板 盒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格列美脲胶囊 胶囊剂 2mg*12' 2mg*12粒/板/盒 铝塑包装 盒 四川普渡药业有限公司

4 厄多司坦胶囊 胶囊剂 0.15g*6'*2盒 每粒0.15g，2*6粒/板/盒 铝塑板 盒 西安海欣制药有限公司

5
注射用重组人凝血因

子VIIa
注射剂 1mg(50KIU)/支,1支/盒

1mg(50KIU)/支,1支/盒(含1瓶药粉+1个药瓶适配器+1支装有
溶剂的注射器+1根活塞推杆)

支 丹麦诺和诺德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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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二硫化硒洗剂 无 外用洗剂 2.5%    200克/瓶 药用塑瓶 瓶 大有药业扬州有限公司 商品名更正

2 加巴喷丁片 无 片剂 300mg×20片 铝塑 盒 海南赛立克药业有限公司 商品名更正

3 盐酸贝那普利片 无 薄膜衣片 10mg*14片/盒 双铝包装 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名更正

4 盐酸贝那普利片 无 薄膜衣片 5mg*28片/盒 双铝包装 盒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名更正

5 瑞格列奈片 诺和龙 口服普通片 1mg*15'*2板 铝塑泡罩 盒
Novo Nordisk A/S(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KG)
企业名称更正

6 瑞格列奈片 诺和龙 口服普通片 2mg*15'*2板 铝塑泡罩 盒
Novo Nordisk A/S(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KG)
企业名称更正

药品信息更正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