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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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酸钠林格注射液 注射液 袋 500ml/袋,复合膜软袋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大冢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
盐酸克林霉素棕榈酸酯分散

片
片剂 盒 150mg*6片/盒,双铝泡罩包装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一品红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3 注射用乙酰谷酰胺 康帕斯 注射剂 瓶 0.1g*1瓶,管制抗生素玻璃瓶，每盒10瓶。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一品红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4 注射用促肝细胞生长素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60mg×1瓶/瓶,玻璃瓶,10瓶/盒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一品红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5 注射用盐酸溴己新 注射剂 支/瓶 4mg/支/瓶,西林瓶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
一品红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6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注射剂 支
40mg，中性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支,硬纸盒包装。1

支/盒。
苏州特瑞药业有限公司

苏州特瑞药业有限公司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7 枸橼酸他莫昔芬片 片剂 盒 10mg×60片/盒,塑料瓶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海汇药业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8 灭菌注射用水 注射液 玻瓶 500ml/玻瓶,玻璃瓶装
上海长征富民金山制药有限公司

(武汉滨湖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生产)
上海长征富民金山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生产)

9 银黄含片 片剂 盒 0.65g*32s/盒,铝塑
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福达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前进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10 注射用12种复合维生素 注射用无菌粉末 盒 1复方*5瓶 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11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

钠
邦达 粉针剂（冻干） 瓶 4.5g（8：1）（冻干）/瓶,玻璃瓶 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安信制药有限公司

12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

钠（8：1）
邦达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1.125g（8：1）/瓶,玻璃瓶 齐鲁天和惠世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安信制药有限公司

13 甲钴胺片 博迪同 口服普通片 盒 0.5mg×30片/盒,双层铝箔袋（单片独立包装） 南京瑞尔医药有限公司 南京海鲸药业有限公司

14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

胞）
依普定 注射剂 盒 3000IU/1ml/支/瓶,预灌封注射器，1支/盒 山东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

胞）
依普定 注射剂 盒 6000IU/0.5ml/支/瓶,预灌封注射器，1支/盒 山东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6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

胞）
依普定 注射剂 盒 10000IU/1ml/支/瓶,预灌封注射器，1支/盒 山东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7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冻干粉针剂 瓶 40mg/瓶,西林瓶，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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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紫杉醇注射液 注射液 瓶 30mg/5m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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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注射用降纤酶 注射剂 瓶
5单位/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注射用冷冻干燥

用卤化丁基橡胶塞包装。5瓶/盒
新乡东升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天致药业有限公司

20 藿胆丸 水丸 瓶 60g×1瓶,60g×6小盒×50中盒 广东恒诚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恒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1 盐酸西替利嗪口服溶液 口服溶液剂 瓶 0.1%,150ml/瓶,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北京贝丽莱斯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北京贝丽莱斯生物化学有限公司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2 酒石酸溴莫尼定滴眼液 沐利汀 滴眼剂 支 10mg/5ml/支,塑料瓶
Alcon Laboratories, Inc.

（Alcon Laboratories, Inc.）
Sandoz Inc.(Alcon Laboratories, Inc.)

23
茚达特罗格隆溴铵吸入粉雾

剂用胶囊
杰润 胶囊剂 盒

每粒含马来酸茚达特罗110μg(以C24H28N2O3计）和格
隆溴铵50μg(以C19/盒,铝-铝泡罩包装，6粒/板，每盒

内装30粒胶囊和一个比斯海乐药粉吸入器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24 布林佐胺滴眼液 派立明 滴眼剂 盒
5ml:50mg*1支/盒,不透明低密度聚乙烯瓶和旋转式聚丙

烯盖
Alcon Laboratories (UK) Ltd.
(s.a.ALCON-COUVREUR n.v)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s.a.ALCON-COUVREUR n.v.)

25 左甲状腺素钠片 优甲乐 口服普通片 盒 50ug×25片×4板/盒,铝塑泡眼 Merck Serono GmbH（Merck KGaA） MERCK SANTE s.a.s.（Merck KG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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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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注射用生长抑素 思他宁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3mg×1瓶/瓶,玻璃瓶,1瓶/盒
Merck (Schweiz) AG

（Merck Serono SA Aubonne Branch ）
Merck (Schweiz) AG

（Merck Serono SA Succursale d`Aubonne）

27 多磺酸粘多糖乳膏 喜辽妥 乳膏剂 盒 14g/支/盒,铝管包装 Medinova Ltd.(Mobilat Produktions GmbH)
Future Health Pharma GmbH

（Mobilat Produktions GmbH）

28 利格列汀片 欧唐宁 片剂 盒 5mg*7片/盒,双铝泡罩包装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分包装）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West-
Ward Columbus Inc.)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分包装)

29 达比加群酯胶囊 泰毕全 胶囊剂 盒 150mg*10粒/盒,双铝泡罩包装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分包装）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分包装)

30 达比加群酯胶囊 泰毕全 胶囊剂 盒 110mg*10粒/盒,双铝泡罩包装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分包装）

Boehringer Ingelheim International GmbH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 KG)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分包装)

31 利福昔明片 昔服申 片剂 盒 0.2g×12片，PTP铝箔/PVC硬片
ALFA WASSERMANN S.p.A.

（ALFA WASSERMANN S.p.A.）
ALFASIGMA S.p.A.（ALFASIGMA S.p.A.）

32 多索茶碱片 安赛玛 片剂 盒 200mg×12片/盒,双面铝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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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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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奈唑胺注射液 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斯沃 注射液 袋 0.6g/300ml/袋,软塑料输液袋 Pfizer AS(Fresenius Kabi Norge AS)

2 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马来酸左氨氯地平片 玄宁 口服普通片 盒 2.5mg×14片/盒,双铝泡罩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3 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 马来酸左氨氯地平片 玄宁 口服普通片 盒 2.5mg×7片/盒,双铝泡罩 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

4 消癌平片 通关藤片（消癌平片） 薄膜衣片 瓶 每片重0.3g*60片/瓶,塑料瓶 湖南天济草堂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5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

剂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吸入粉雾剂

（I）
信必可都保 粉雾剂 盒

80μg/4.5μg/吸 60吸/支 1支
/盒,多剂量粉吸入器 1支/盒

AstraZeneca AB

6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

剂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吸入粉雾剂

（II）
信必可都保 粉雾剂 盒

160μg/4.5μg/吸 60吸/支 1
支/盒,多剂量粉吸入器 1支/盒

AstraZeneca AB

7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

剂
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吸入粉雾剂

（II）
信必可都保 粉雾剂 盒

布地奈德320ug/富马酸福莫特
罗9ug/吸×60吸/支/盒,多剂量

粉吸入器
AstraZeneca AB

8 消癌平注射液
通关藤注射液

（消癌平注射液）
注射液 支 2ml/支/瓶,安瓿，4支/盒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名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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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硫酸沙丁胺醇吸入气雾剂 气雾剂 吸入气雾剂 万托林 瓶
每瓶200揿，每揿含沙丁胺醇100μg/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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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axoSmithKline Australia Pty Ltd.
( Glaxo Wellcome S.A.)

剂型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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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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冬胶囊 胶囊剂 盒 0.3g*24粒/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0.3g*24粒/盒,铝塑包装 贵州远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 硝呋太尔-制霉菌素阴道栓 栓剂 盒
每粒含硝呋太尔500mg，制霉菌素200,000IU。
铝塑泡罩包装。3粒/板x2板/盒,内附医用聚乙

烯指套6只。

每粒含硝呋太尔500mg，制霉菌素200,000IU。铝塑泡罩
包装。6粒/板/盒,内附一次性使用给药指套6只。

江苏万高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 枫蓼肠胃康合剂 合剂 盒 每瓶装60ml/盒,口服液体药用聚酯瓶
每1ml相当于饮片3g(60ml/瓶*1瓶/盒）,口服液体药用

聚酯瓶
海南万州绿色制药有限公司

4 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 注射液 袋
利奈唑胺注射液、0.6g/300ml/袋,软塑料输液

袋

300ml：利奈唑胺600mg与葡萄糖13.7g/袋,Freeflex包
装系统，即供单次使用的、即用型的软塑料输液袋包装

系统
Pfizer AS(Fresenius Kabi Norge AS)

5 血府逐瘀丸 水蜜丸 盒 6g*6袋/盒,聚乙烯塑料瓶 6g*6袋（每丸重0.2g）/盒,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药都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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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1
异丙托溴铵
气雾剂

气雾剂

异丙托溴铵气雾剂、13g：
4.86mg（以一水合异丙托溴铵
计），每揿20ug（以异丙托溴
铵计）/支,不锈钢罐装，10毫

升/支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KG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分包装）

异丙托溴铵
吸入气雾剂

吸入
气雾剂

每瓶200揿，
每揿含21ug或20ug；
14.6g：5.46mg,
不锈钢罐装，
10毫升/支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KG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分包装）

药品信息变更明细表

变更前 变更后

序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