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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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酸帕罗西汀片 赛乐特 薄膜衣片 盒 20mg×10片/盒,铝塑泡罩,(薄膜衣片)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葛兰素史克（天津）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瓶 5%×500ml,塑瓶/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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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赛增 冻干粉针剂 瓶
2.5IU/0.85mg/1.0ml/瓶，10瓶/盒,

管制抗生素玻璃瓶
长春金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4 藿香正气水 口服液 盒 10ml*10支/盒,塑料瓶装，10毫升/支X10支每盒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楚雄天利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5 注射用阿扎胞苷 注射剂 盒 100mg，1瓶/盒,中硼硅玻璃模制注射剂瓶 四川汇宇制药有限公司 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6 金刚丸
丸剂

（水蜜丸）
盒 9g*30袋/盒,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陕西天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唐王天洋制药有限公司

7 六味地黄丸 浓缩丸 盒
每8丸重1.44克（每8丸相当于饮片3克）*200丸/盒,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陕西天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唐王天洋制药有限公司

8 杞菊地黄丸 浓缩丸 盒
每8丸相当于原药材3克*200丸/盒,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陕西天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唐王天洋制药有限公司

9 知柏地黄丸 浓缩丸 盒
每10丸重1.7克*200丸/盒,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陕西天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唐王天洋制药有限公司

10 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滴眼剂 支 8ml：39.04mg/支,塑料瓶 河北创健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创健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医科大学制药厂受委托生产)

11 新血宝胶囊 硬胶囊 盒 0.25g×12粒×3/盒,铝塑包装 同药集团大同制药有限公司 广盛原中医药有限公司

12 非诺贝特胶囊(Ⅱ) 硬胶囊 盒 0.1g×20粒/盒,铝塑包装 广东先强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13 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可乐必妥 滴眼剂 支 24.4mg/5ml/支,塑料瓶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 , Ltd.

（Santen Pharmaceutical Co. , Ltd. Noto Plant）
(参天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分包装)

14 酒石酸长春瑞滨注射液 诺维本 注射液 支 10mg/1ml/支,玻璃瓶
Pierre Fabre Medicament

(Pierre Fabre Medicament Production-Aquitaine Pharm International)
Pierre Fabre Medicament

(Pierre Fabre Medicament Production)

15 马来酸茚达特罗吸入粉雾剂 昂润 粉雾剂 盒
150μg（以C24H28N2O3计）/盒,

双铝包装,每盒内装30粒胶囊(3x10粒胶囊泡罩板包
装)和一个比斯海乐药粉吸入器

Novartis Europharm Ltd.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Novartis Pharma Stein AG)

16 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乳膏剂 盒 15g（1%）/管/盒,铝管 GSK Consumer Healthcare Schweiz AG（Novartis Consumer Health SA）
GSK Consumer Healthcare Schweiz AG
（GSK Consumer Healthcare S.A.）

17 盐酸特比萘芬乳膏 乳膏剂 盒 10g(1%)/管 GSK Consumer Healthcare Schweiz AG（Novartis Consumer Health SA）
GSK Consumer Healthcare Schweiz AG
（GSK Consumer Healthcare S.A.）

18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

（预混30/70）
注射剂 支 3ml:300IU(笔芯)/支,1支/盒，玻璃笔芯。 BIOTON S.A.(BIOTON S.A.) BIOTON S.A.(合肥亿帆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分装)

19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得普利麻 注射液 支/瓶 50ml:500mg/支/瓶,玻璃预充注射器，1瓶/盒
AstraZeneca UK Limited
(Corden Pharma S.P.A.)

ASPEN PHARMA TRADING LIMITED
(Corden Pharma S.P.A.)
(AstraZeneca UK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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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名 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1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酵母） 易孚 均一凝胶剂 支 200ug/20g/支,铝管，1支/盒 桂林华诺威基因药业有限公司

2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滴眼液
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滴眼液（酵

母）
易贝 滴眼剂 支 80ug/4ml/支,塑瓶，1瓶/盒 桂林华诺威基因药业有限公司

3 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分散片 马来酸左氨氯地平分散片 分散片 盒 2.5mg×14片/盒,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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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衣片 盒 0.3g*15片*4板/盒,铝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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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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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马酸喹硫平片 普通片 盒 25mg×10片×2/盒,铝塑泡罩包装
25mg*20片/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药品包装用铝

箔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2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肠溶胶囊 盒 10mg×7粒/瓶,铝箔 10mg*7粒/瓶/盒,塑料瓶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3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40mg×1瓶/瓶,西林瓶,1瓶/盒,附溶剂
40mg（以C17H19N3O3S计）/瓶,每盒装有一瓶冻干粉和

一支专用溶剂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4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40mg×1瓶/瓶,西林瓶,1瓶/盒
40mg（以C17H19N3O3S计）/瓶,管制抗生素玻璃瓶包

装，1瓶/盒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5 注射用促皮质素 冻干粉针剂 瓶
25单位/瓶,2ml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10瓶/盒
25单位/瓶,2ml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瓶/盒 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6 碘海醇注射液 注射剂 瓶 100ml：35g（Ⅰ）/瓶,玻瓶，10瓶/盒 100ml:35g(I)/瓶,玻璃输液瓶，1瓶/盒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附件4：

药品通用名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药品通用名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1 消癌平片
0.3g*10'*3板*4袋/盒,药品包装用
PTP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包

装
河南中杰药业有限公司 通关藤片

0.3g*15片/板*2板/袋*4袋/盒,药品
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包装

河南中杰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信息变更明细表

序号

变更后变更前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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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前列素氨丁三

醇注射液
安列克 注射液 1ml：250μg，西林瓶，10瓶/盒 支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删除商品名

2 注射用生长抑素 抑索 注射用无菌粉末 3mg×1甁/瓶,西林瓶,1瓶/盒 瓶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 删除商品名

药品信息更正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