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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芪降糖片
片剂（薄膜衣

片）
瓶 350mg×45片/瓶,塑料瓶装 广东万年青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参芪降糖片
片剂（薄膜衣

片）
瓶 350mg×72片/瓶,塑料瓶装 广东万年青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妇炎平胶囊 硬胶囊 盒 0.28g*12'*3板/盒,塑料瓶装 广东万年青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 消炎利胆片 薄膜衣片 盒(瓶)
薄膜衣大片（0.52g，相当于饮片5.2g）*100片/盒

(瓶),塑料瓶装
广东万年青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 益心丸 微丸 盒 每10丸重0.22g*20丸/盒,口服固体药用聚酯瓶 广东万年青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万年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 那屈肝素钙注射液 速碧林 注射液 盒 4100IU抗Xa因子/0.4ml×2支/盒,安全套装预灌针剂 葛兰素史克(天津)有限公司
Aspen Pharma Trading Limited

（Aspen Notre Dame de Bondeville）

7 那屈肝素钙注射液 速碧林 注射液 盒 6150IU抗Xa因子/0.6ml×2支/盒,安全套装预灌针剂 葛兰素史克(天津)有限公司
Aspen Pharma Trading Limited

（Aspen Notre Dame de Bondeville）

8 格列吡嗪控释片 瑞易宁 控释片 盒 5mg*7片*2板/盒,双铝泡罩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Pfizer Inc.(Pfizer Pharmaceuticals  LLC)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进口分装)

9 氯雷他定胶囊 硬胶囊 盒 10mg*6'/盒,铝塑包装 上海长城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

10 扎来普隆片 口服普通片 盒 5mg*12片/盒,铝塑包装 上海长城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

11 注射用重组人尿激酶原 普佑克 注射剂无菌粉末 支 5mg(50万IU)/支,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装，每盒10支 上海天士力药业有限公司 天士力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12 破伤风抗毒素 注射液 支 0.75ml,1500IU/支,安瓿，10支/盒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 江西生物制品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

13 复方益肝灵胶囊 胶囊剂 盒
0.3g(含水飞蓟素21mg)*12粒/板*3板/盒/盒,PVC硬片，

铝箔泡罩包装。
湖南天地恒一制药有限公司 天地恒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4 一清颗粒 颗粒剂 盒 7.5g*28袋/盒,铝塑复合膜袋包装 湖南天地恒一制药有限公司 天地恒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六合氨基酸注射液 注射剂 瓶 250ml：21.1g（总氨基酸）/瓶,玻璃瓶 西安天一秦昆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金裕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6 卡铂注射液 伯尔定 注射剂 盒 150mg/15ml/支/盒,无色透明玻璃瓶， 1支/盒
Bristol-Myers Squibb S.r.l.

（Corden Pharma Latina S.P.A. ）
Bristol-Myers Squibb SA

(Corden Pharma Latina S.P.A.)

17 养血安神片 片剂 盒 0.27g×60片/盒,铝塑板 石药集团河北唐威药业有限公司 石药控股集团河北唐威药业有限公司

18 糠甾醇片 片剂 盒 40mg*96片/盒,铝塑包装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新五丰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益品新五丰药业有限公司

19 替吉奥胶囊 爱斯万 胶囊剂 盒 20mg*28粒/盒/盒,铝塑泡罩包装
大鹏药品工业株式会社

（大鹏药品工业株式会社德岛工厂）
Taiho Pharmaceutical Co .,Ltd.(Taiho

Pharmaceutical Co .,Ltd.Tokushima Plant)

20 维生素A软胶囊 软胶囊剂 盒(瓶） 2.5万IU* 100粒/盒(瓶）,塑瓶包装 厦门星鲨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司

21 产复康颗粒 颗粒剂 盒 5g×15袋(无糖型）/盒,复合膜 深圳三顺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三顺制药有限公司

22 吡贝地尔缓释片 泰舒达 缓释片 盒 50mg*30片/盒,铝塑泡眼包装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INDUSTRIE（施

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LES LABORATOIRES SERVIER(LES LABORATOIRES

SERVIER INDUSTRIE)

23 碘帕醇注射液 典比乐 注射液 瓶 37g(I)/100ml/瓶,10瓶/盒
Pathoen Italia S.P.A.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博莱科信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4 米氮平片 薄膜衣片 盒 30mg*10片/盒,铝塑包装
Novartis (Bangladesh) Limited

(Novartis (Bangladesh) Limited)
Novartis (Bangladesh) Limited（山德士（中

国）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25 注射用替加环素 注射剂 盒 50mg/盒,管制注射剂瓶，1瓶/盒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26 注射用兰索拉唑 冻干粉针剂 瓶 30mg*2瓶/盒/瓶,西林瓶 江苏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27 注射用多种维生素（12） 施尼维他 注射剂 支 5ml/支,玻璃瓶，10支/盒 BAXTER S.A.(BAXTER S.A.)
Baxter S.A.

(Pierre Fabre Médicament Production)

28 芎菊上清丸 水丸 盒 6g×20袋/盒,复合膜 石药集团河北唐威药业有限公司 石药控股集团河北唐威药业有限公司

29 抗人T细胞兔免疫球蛋白 Grafalon 注射剂 瓶 100mg（5ml）/瓶,玻璃瓶 Neovil Biotech GmbH
Neovii Biotech GmbH

(萌蒂（中国）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30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健择 粉针剂 瓶 200mg/瓶,玻璃瓶，1瓶/盒
ELI LILLY AND COMPANY

(ELI LILLY AND COMPANY)
LILLY FRANCE(Vianex S.A.-Plant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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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前剂型 变更后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1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

肽
粉针剂 注射剂 瓶 300mg×1瓶/瓶,西林瓶，6瓶/盒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

肽
冻干粉针 注射剂 支 0.6g/支,管制瓶，6瓶/盒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3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

肽
冻干粉针 注射剂 支 0.9g/支,管制瓶，6瓶/盒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4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

肽
冻干粉针 注射剂 支 1.2g/支,管制瓶，6瓶/盒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澳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剂型变更明细表



附件3：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单位 变更前规格包装 变更后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1
注射用甲泼尼龙

琥珀酸钠
冻干粉针剂 瓶

40mg，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卤化丁基橡胶塞，2瓶/

盒

40mg/瓶,10瓶/盒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注
射用无菌粉末用卤化丁基橡胶塞-抗生素瓶用铝

塑组合盖
国药集团容生制药有限公司

2 注射用伏立康唑 粉针剂 瓶 100mg/瓶,注射剂瓶，附5ml专用溶媒
100mg/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注射用冷
冻干燥无菌粉末用覆聚四氟乙烯/乙烯共聚物膜

氯化丁基橡胶塞；1瓶/小盒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3
雷贝拉唑钠肠溶

胶囊
肠溶胶囊 盒 10mg×14粒/盒,铝塑泡罩 10mg×14粒/盒,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4 注射用地西他滨 冻干粉针剂 支 10mg/支,管制抗生素瓶装，3支/盒 10mg/支,管制抗生素瓶装，1支/盒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附件4：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更正内容

1 复合磷酸氢钾注射液 注射剂 支 2ml/支*6支/盒/支,安瓿瓶 安徽恒星制药有限公司 通用名更正

2 绞股蓝总甙片 口服普通片 盒 60mg*12'*2板/盒,铝塑泡罩 安康正大制药有限公司 通用名更正

药品信息更正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