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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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 福德 粉针剂（溶媒结晶） 瓶 0.6g/瓶,玻璃瓶，10支/盒 珠海亿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亿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射用克林霉素磷酸酯 福德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0.5g/瓶,玻璃瓶，10支/盒 珠海亿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亿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3 注射用伏立康唑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50mg/瓶,玻璃瓶，1瓶/盒 珠海亿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亿邦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4 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瓶 0.9%×100ml,塑瓶 上海长征富民金山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长征富民金山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淮安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生产)

5 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瓶 0.9%×250ml,塑瓶 上海长征富民金山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长征富民金山制药有限公司

(江苏淮安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生产)

6 肾衰宁颗粒 颗粒剂 盒 5g*9袋/盒,药用复合膜
山西德元堂药业有限公司

（同药集团大同制药有限公司）
山西德元堂药业有限公司

7 玻璃酸钠注射液 注射剂 支 2.5ml：25mg/支,预灌封注射器 华熙福瑞达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华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含漱液 瓶 300ml/瓶,塑料瓶 哈尔滨快好药业有限公司 乐泰药业有限公司

9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

钠
特治星 粉针剂 支 4.5g(8：1)/支,玻璃瓶，1支/盒

Wyeth Lederle S.R.L.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Pfizer Limited(Wyeth Lederle S.R.L.)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10 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 稳可信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0.5g/瓶
ELI LILLY ITALIA S.P.A.
(VIANEX S.A.(PLANT C))

VANCOCIN ITALIA S.R.L.
（VIANEX S.A.（PLANT C））

11 钆喷酸葡胺注射液 马根维显 注射液 支 20ml：9.38g/支，Ⅰ型玻璃
Bayer Pharma AG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分装）
Bayer Inc.(Bayer AG)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分包装)

12 钆喷酸葡胺注射液 马根维显 注射液 支 15ml：7.04g/支，Ⅰ型玻璃
Bayer Pharma AG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分装）
Bayer Inc.(Bayer AG)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分包装)

13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赛增 冻干粉针剂 瓶 10IU/3.7m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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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14
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刺

激因子注射液
津优力 注射剂 支

3.0mg（1.0ml）/支,药用溴化丁基橡胶塞、中性硼硅
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石药集团百克（山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石药集团百克(山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依帕司他片 片剂 盒 50mg*12片/盒,软双铝 北京优你特药业有限公司 华润紫竹药业有限公司

16 注射用阿扎胞苷 维达莎 注射剂 盒 100mg/瓶/盒,纸盒，玻璃瓶
Celgene Europe Ltd

(Baxter Oncology GmbH)
Celgene Europe BV(Baxter Oncology GmbH)

17 间苯三酚注射液 注射液 支 4ml：40mg*6支,安瓿装 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18 联苯双酯滴丸 滴丸剂 瓶 1.5mg×250丸/瓶,塑料瓶 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19 盐酸溴己新片 普通片 瓶 8mg*42片/瓶,塑料瓶 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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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注射用谷胱甘肽 阿拓莫兰 注射用无菌粉末 支
0.6g，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0

瓶/盒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注射用谷胱甘肽 阿拓莫兰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1g,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0瓶/

盒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3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注射用谷胱甘肽 阿拓莫兰 普通粉针 支
0.3g，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0

瓶/盒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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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葵胶囊 硬胶囊 盒
0.5g*15粒'*2板/盒,PVDC-铝箔复合包装。15

粒/板*2板/盒。
0.43g*15粒/板*2板/盒,PVDC-铝箔复合包装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射用盐酸多西环素 冻干粉针剂 瓶 0.1g/瓶,玻璃瓶，10瓶/盒 0.1g/瓶,玻璃瓶，1瓶/盒 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3 复方血栓通滴丸 滴丸剂 盒 30mg*450丸/瓶,塑料瓶装
30mg/丸x30丸/袋x15袋/盒,聚酯/铝/聚乙烯药用复合膜

袋装
广州威斯宝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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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腺苷注射液（供诊断用）
30ml:90mg*1支,中性硼硅玻璃模制注

射剂瓶
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腺苷注射液

30ml:90mg(供诊断用）*1支,中性
硼硅玻璃模制注射剂瓶

蓬莱诺康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信息变更明细表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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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旋糖酐40氨基酸注射液 欣达意 注射液 500ml/玻瓶,玻璃瓶 瓶 广东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删除商品名

2 匹伐他汀钙分散片 京可新 分散片 1mg*12片/盒,铝铝包装 盒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删除商品名

药品信息更正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