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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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人生长激素注射液 赛增 注射剂 瓶 30IU/10mg/3ml/瓶,1瓶/盒，卡式瓶 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 尿清舒颗粒 颗粒剂 盒 10g/袋×6袋/盒,镀铝复合膜袋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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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芩香清解口服液 合剂（口服液） 盒 每支装10毫升*6支/盒,口服液塑料瓶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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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消炎利胆片 糖衣片 瓶
糖衣片（片芯重0.25g，相当于饮片2.6g）*100片/瓶,

聚烯烃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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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注射用盐酸克林霉素 定好 粉针剂 瓶 500mg/瓶,管制抗生素玻璃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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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注射剂 瓶
1.25g/瓶/瓶,中性硼硅玻璃输液瓶、

卤化丁基橡胶塞，1瓶/盒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7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注射剂 瓶
5g/瓶/瓶,中性硼硅玻璃输液瓶、

卤化丁基橡胶塞，1瓶/盒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8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 注射液 瓶 100IU/瓶,西林瓶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远大蜀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9 强力定眩片 口服普通片 瓶 350mg×40片/瓶,塑料瓶,(糖衣片)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强力定眩片 糖衣片 瓶 350mg×60片/瓶,塑料瓶,(糖衣片)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强力定眩胶囊 硬胶囊 盒 每粒装0.35g,3*12粒/板/盒,铝塑泡罩包装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强力定眩胶囊 盒 每粒装0.35g×4×12粒/板/盒,铝塑泡罩包装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 舒胆片 糖衣片 瓶 60片×1瓶/瓶,塑料瓶 陕西汉王药业有限公司 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维生素E软胶囊（天然型） 软胶囊剂 盒 100mg*30粒/盒,铝塑包装 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青岛双鲸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维生素E软胶囊（天然型） 软胶囊剂 瓶 0.1g*60粒/瓶,塑料瓶装 青岛双鲸药业有限公司 青岛双鲸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复方鲜竹沥液 合剂(中药) 瓶 150ml×1盒/瓶,塑料瓶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厂 江西南昌济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17 克拉霉素分散片 锋锐 分散片剂 盒 250mg×6片/盒,聚酯/铝/聚乙烯药用瓶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海岸药业有限公司

18 注射用盐酸伊达比星 善唯达 冻干粉针剂 盒 10mg×1支/盒,带有橡胶塞和铝箔封边的玻璃瓶
Pfizer Italia S.r.l

(Actavis Italy S.p.A.)
辉瑞制药（无锡）有限公司

19 注射用盐酸伊达比星 善唯达 冻干粉针剂 盒 5mg×1支/盒,带有橡胶塞和铝箔封边的玻璃瓶
Pfizer Italia S.r.l

(Actavis Italy S.p.A.)
辉瑞制药（无锡）有限公司

20 三黄片 片剂 盒 0.26g×40片/盒,铝塑板 石药控股集团河北唐威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唐威药业有限公司

21
注射用重组人II型肿瘤坏死
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

注射剂 瓶
25mg/瓶，生物学活性为2.50×106AU/瓶,

2毫升西林瓶，1瓶/盒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正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2 橘红痰咳液 合剂（中药） 盒 10ml×18支（无蔗糖型）/盒,玻璃瓶 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
广州市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化州中药厂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3 吡诺克辛滴眼液 卡林优 滴眼剂 支 0.25mg/5ml/支,塑料瓶
参天制药株式会社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分装）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 , Ltd.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 , Ltd. Noto Plant）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分包装)

药品生产企业名称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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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麦考酚钠肠溶片 米芙 肠溶片 盒 180mg,50片/盒,全铝水泡眼包装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Novartis Pharma GmbH
(Novartis Pharma Produktions GmbH)

25 丙氨酰谷氨酰胺注射液 力太 注射液 瓶
50ml:10g/瓶,钠钙玻璃输液瓶和

注射液用卤化丁基橡胶塞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26 多种油脂肪乳注射液(C6~24) 注射剂 瓶
250ml/瓶,钠钙玻璃输液瓶和
注射液用卤化丁基橡胶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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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27 多种油脂肪乳注射液(C6~24) 注射剂 瓶
100ml/瓶,钠钙玻璃输液瓶和
注射液用卤化丁基橡胶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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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Fresenius Kabi Austria GmbH）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28 注射用更昔洛韦 赛美维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500mg/瓶,西林瓶
Roche Pharma (Schweiz) Ltd.
(F.Hoffmann-La Roche Ltd.)

CHEPLAPHARM Arzneimittel GmbH
(BSP Pharmaceuticals S.p.A.)



附件2：

序号 变更前药品通用名 变更后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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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谷胱甘肽 注射剂 瓶 300mg×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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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谷胱甘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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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注射用谷胱甘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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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注射用谷胱甘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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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消癌平注射液
通关藤注射液

（消癌平注射液）
注射液 支 20ml，安瓿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名变更明细表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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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吸入用丙酸倍氯米松混悬液 喷雾剂 吸入混悬剂 宝丽亚 支
0.8mg/2ml，聚乙烯单剂量瓶，

20支/盒
Chiesi Farmaceutici S.p.A.

(Chiesi Farmaceutici S.p.A.)

剂型变更明细表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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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病毒口服液 合剂(中药) 盒 10ml*10支/盒,PVC-PE药用复合硬片 10ml*10支/盒,低硼硅玻璃瓶 河南百年康鑫药业有限公司

2
低钙腹膜透析液(乳酸盐-

G1.5%)
透析液 袋 1.500%×2000ml/袋 含1.5%葡萄糖（2000ml）,双联双袋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3
低钙腹膜透析液(乳酸盐-

G2.5%)
透析液 袋 2.500%×2000ml/袋,双联双袋 含2.5%葡萄糖（2000ml）,双联双袋 广州百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4 脑血康滴丸 滴丸剂 盒 35mg*180丸/瓶*1瓶/盒,陶瓷瓶装
35mg*180丸/瓶*1瓶/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装
北京康而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 碘海醇注射液 注射液 瓶 100ml：35g（Ⅰ），玻璃瓶，10瓶/盒 100ml:35g(I),玻璃瓶，1瓶/盒 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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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入用倍氯米松福

莫特罗气雾剂
气雾剂

100ug/6ug/揿，每揿含丙酸倍氯米松
100ug和富马酸福莫特罗6ug，

120揿/瓶,具定量阀门的压力铝瓶

Chiesi Farmaceutici S.p.A.
(Chiesi Farmaceutici S.p.A.)

倍氯米松福莫特罗
吸入气雾剂

吸入
气雾剂

每瓶120揿,每揿含丙酸倍氯米松
100μg和富马酸福莫特罗6μg/瓶,

具定量阀门的压力铝瓶

Chiesi Farmaceutici S.p.A.
(Chiesi Farmaceutici S.p.A.)

药品信息变更明细表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附件6：

序号 药品通用名 更正前商品名 更正后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单位 生产企业 更正内容

1
苯磺酸左氨氯

地平片
施美力健 口服普通片 按左氨氯地平计2.5mg*28片/盒,铝塑 盒 江西施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删除商品名

药品信息更正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