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1 大黄利胆胶囊 - 硬胶囊 0.3g*24'
PTP铝箔与药用PVC硬片

压制的铝塑板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重庆华昶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海默尼制药有限公司

2 大黄利胆胶囊 - 胶囊剂 0.3g*36'
PTP铝箔与药用PVC硬片

压制的铝塑板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重庆华昶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海默尼制药有限公司

3 硫辛酸注射液 - 注射液 6ml:0.15g
低硼硅玻璃安瓿 6支/

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重
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

生产)

4 西地碘含片 - 含片 1.5mg*15' 铝塑铝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09020B 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润三九众益制药有限公司

5 西地碘含片 - 含片 1.5mg*15'*2板 铝塑铝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09020B 浙江众益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润三九众益制药有限公司

6 蚓激酶肠溶片 - 肠溶片 30万U*12'*2板 铝箔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长春远大国奥制药有限公司 长春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7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 冻干粉针 40mg*10瓶/盒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8 注射用兰索拉唑 - 冻干粉针 30mg*10瓶/盒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9 注射用卡络磺钠 - 冻干粉针 40mg*10瓶/盒 西林瓶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药品生产企业名称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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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注射用卡络磺钠 - 冻干粉针 80mg*10瓶/盒 西林瓶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11
注射用单磷酸阿糖

腺苷
-

粉针剂
(冻干)

200mg
管制抗生素玻璃瓶，10

瓶/盒
瓶 非基层 SHYP20130400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12 注射用奥美拉唑钠 - 冻干粉针 60mg*10瓶/盒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13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

囊
- 肠溶胶囊 40mg×14粒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JY20130200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14
泮托拉唑钠肠溶胶

囊
- 肠溶胶囊 20mg*14粒/盒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15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 肠溶片 10mg*10片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16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 肠溶片 10mg*14片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17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 肠溶片 20mg*7片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双鹤药业（海南）有限责任公司

18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

因子注射液
- 注射液 0.4ml:100ug 管制玻璃瓶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深圳新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未名新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9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

因子注射液
- 注射液 0.5ml:125ug 管制玻璃瓶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深圳新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未名新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0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

因子注射液
- 注射液 200ug/0.8ml/支 管制玻璃瓶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深圳新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未名新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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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
液（CHO细胞）

- 注射液 1ml:3000U 管制玻璃瓶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深圳新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未名新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2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
液（CHO细胞）

- 注射剂 4000IU/1ml/支 管制玻璃瓶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深圳新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未名新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23 银杏达莫注射液 - 注射液 10ml 安瓿，5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24 银杏达莫注射液 - 注射液 5ml 安瓿，5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

25 吲达帕胺缓释片 - 缓释片 1.5mg*12'*2板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6 吲达帕胺缓释片 - 缓释片 1.5mg*12'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7 氧氟沙星滴眼液 - 滴眼剂 24mg/8ml
低密度聚乙烯药用滴眼

剂瓶
支 全市 SHJY20100102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8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

眼液
- 滴眼剂 0.3%(8ml:24mg)

低密度聚乙烯药用滴眼
剂瓶(含玻璃酸钠)

支 全市 SHDJ20150300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9
盐酸左氧氟沙星滴

眼液
- 滴眼剂 0.3%(5ml:15mg）

低密度聚乙烯药用滴眼
剂(含玻璃酸钠)

支 全市 SHDJ20150300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0 妥布霉素滴眼液 - 滴眼剂 24mg/8ml
低密度聚乙烯药用滴眼

剂瓶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1 羟苯磺酸钙胶囊 - 硬胶囊 0.25g*12'*3板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32 羟苯磺酸钙胶囊 - 硬胶囊 0.25g*12'*2板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3 羟苯磺酸钙胶囊 - 胶囊剂 0.5g*12'*2板 铝塑板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4 羟苯磺酸钙胶囊 - 胶囊剂 0.25g*12'*4板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5 美洛昔康片 -
口服普通

片
7.5mg*10'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6 美洛昔康片 -
口服普通

片
7.5mg×20片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7
马来酸噻吗洛尔滴

眼液
- 滴眼剂 12.5mg/5ml

低密度聚乙烯药用滴眼
剂瓶

支 全市 SHDJ20150301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8 兰索拉唑肠溶片 - 肠溶片 15mg*14' 药用铝塑复合膜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9 格列吡嗪片 - 片剂 2.5mg*12'*4板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1 宁夏康亚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康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0 珍菊降压片 - 薄膜衣片
每片重0.25g，48

片/瓶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瓶 瓶 全市 SHDJ20160100 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1 珍菊降压片 - 薄膜衣片
每片重0.25g，

120片/瓶
高密度聚乙烯塑料瓶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2 玉枢散 - 散剂 0.6g/瓶*2瓶 聚碳酸酯瓶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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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疏风活络丸 - 大蜜丸
每丸重7.8克，10

丸/盒
塑料球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4 疏风活络丸 - 大蜜丸
每丸重7.8克，6

丸/盒
塑料球装 盒 全市 SHDJ20160100 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5 人参再造丸 - 大蜜丸
每丸重3g，10丸/

盒
塑料球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6
六味地黄丸（浓缩

丸）
- 浓缩丸

每8丸重1.44克
（每8丸相当于饮
片3克）200粒/瓶

高密度聚乙烯瓶装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7 苦黄颗粒 - 颗粒剂 6g*10袋 铝塑袋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8 复方丹参片 - 薄膜衣片
每片重0.32g(相

当于饮片
0.6g)*50片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全市 SHDJ20160200 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49 补肾强身片 - 薄膜衣片 90片/瓶 高密度聚乙烯瓶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50 伊曲康唑分散片 - 分散片剂 100mg×7片 铝塑 盒 非基层 SHYP201304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伊曲康唑分散片 - 分散片剂 100mg×14片 铝塑 盒 非基层 SHYP201304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2 诺氟沙星胶囊 - 硬胶囊 100mg×20粒
铝塑板装，每板10粒。

每盒2板
盒 全市 SHDJ201601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3 利巴韦林颗粒 - 颗粒剂 50mg×12袋 复合膜袋 盒 全市 SHDJ201601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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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利巴韦林颗粒 - 颗粒剂 50mg×24袋 复合膜袋 盒 全市 SHDJ201601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5
感冒清热颗粒(无

蔗糖)
- 可溶颗粒 6g×10袋 铝塑膜袋 盒 全市 SHDJ201601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6
注射用环磷腺苷葡

胺
- 冻干粉 30mg/支 2ml西林瓶，6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57 注射用环磷腺苷 - 冻干粉 20mg/支
2ml管制抗生素玻璃

瓶，6支/盒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58
注射用低分子量肝

素钠
- 冻干粉 5000IU/支

2ml管制抗生素玻璃
瓶，5支/盒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59
注射用低分子量肝

素钠
- 冻干粉 2500IU/支

2ml管制抗生素玻璃
瓶，5支/盒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0 胰岛素注射液 - 注射剂 10ml:400单位

10ml管制抗生素璃瓶，
2支/盒，另配一次性使
用无菌胰岛素注射器1

支。

支 全市 SHDJ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1
盐酸吡格列酮分散

片
- 分散片 15mg*30'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
乙烯瓶

瓶 全市 SHDT20150102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2 西洛他唑胶囊 - 硬胶囊 50mg*12'
铝塑泡罩包装，12粒/

板，1板/盒。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3 替米沙坦片 -
口服普通

片
40mg*8'*2板 双铝泡罩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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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替米沙坦片 -
口服普通

片
40mg×24片 双铝泡罩 盒 全市 SHJY201302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5 替米沙坦片 - 片剂
40mg*8片/板*4板

/盒
双铝泡罩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6
精蛋白锌胰岛素注

射液（30R）
- 注射剂 3ml:300单位

3ml笔式注射器用中性
硼硅玻璃套筒，1支/
盒，另配一次性使用注

射笔用针头2只。

支 全市 SHDJ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7
精蛋白锌胰岛素注

射液（30R）
- 注射剂 10ml:400单位

管制抗生素璃瓶，2支/
盒，另配一次性使用无
菌胰岛素注射器1支。

支 全市 SHDJ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8
精蛋白锌胰岛素注

射液
- 注射剂 10ml:400单位

10ml管制抗生素璃瓶，
2支/盒，另配一次性使
用无菌胰岛素注射器

带针，1支。

支 全市 SHDJ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9
环磷腺苷葡胺注射

液
- 注射剂 2ml:30mg/支

低硼硅玻璃安瓿装,10
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0 格列美脲片 -
口服普通

片
1mg*12'*2板 铝塑泡罩 盒 全市 SHDJ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1 格列美脲片 -
口服普通

片
2mg*12' 铝塑泡罩 盒 全市 SHDJ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2 格列美脲片 -
口服普通

片
2mg×24片 铝塑泡罩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3 格列美脲片 - 片剂 2mg*30片/瓶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

乙烯瓶
瓶 全市 SHDJ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74 肝素钠注射液 - 注射剂
2ml:12500单位/

支
2ml安瓿,10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5 伏格列波糖胶囊 - 胶囊剂 0.2mg*48粒/盒
铝塑泡罩包装，每板12

粒，每盒4板。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6 伏格列波糖胶囊 - 硬胶囊剂 0.2mg×24粒 铝塑泡罩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7 非布司他片 -
口服普通

片
80mg*6片/板，1

板/盒
铝塑泡罩 盒 非基层 SHYP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8 非布司他片 -
口服普通

片
40mg*8片/板，2

板/盒
铝塑泡罩 盒 非基层 SHYP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79 非布司他片 -
口服普通

片
40mg*7片/板，1

板/盒
铝塑泡罩 盒 非基层 SHYP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80
低精蛋白锌胰岛素

注射液
- 注射剂 10ml:400单位

10ml管制抗生素玻璃
瓶，2支/盒，另配一次
性使用无菌胰岛素注射

器1支。

支 全市 SHDJ20160100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81
帕米膦酸二钠注射

液
- 注射液 10ml:30mg 安瓿瓶，2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神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2
帕米膦酸二钠注射

液
- 注射液 5ml:15mg 安瓿瓶，4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神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3 罗红霉素分散片 - 分散片 150mg*30片/盒 铝塑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神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84 硫辛酸注射液 - 注射液 12ml:0.3g 棕色安瓿瓶，5支/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神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5 硫普罗宁注射液 - 注射液 5ml:0.2g 安瓿瓶，5支/盒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神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6 丹参注射液 - 注射液 10ml 安瓿瓶，5支/盒 支 全市 SHDJ20160100 江苏神龙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神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7 羚贝止咳糖浆 - 糖浆剂 10毫升×10支
玻璃管制口服液瓶封

装，封口包材为药用硅
胶垫。每盒装10支。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金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8 氧氟沙星胶囊 - 胶囊剂 100mg×20粒 铝塑板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回音必集团浙江亚东制药有限公

司
回音必集团浙江齐齐制药有限公

司

89 盐酸环丙沙星胶囊 - 硬胶囊 0.25g*12'
铝塑板包装。每板装12

粒，每盒装1板。
盒 全市 SHJY20100102

回音必集团浙江亚东制药有限公
司

回音必集团浙江齐齐制药有限公
司

90 头孢氨苄胶囊 - 硬胶囊 0.125g*50' 铝塑板包装 盒 全市 SHJY20100102
回音必集团浙江亚东制药有限公

司
回音必集团浙江齐齐制药有限公

司

91 尼莫地平胶囊 - 胶囊剂 20mg*50粒/瓶 塑料瓶包装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回音必集团浙江亚东制药有限公

司
回音必集团浙江齐齐制药有限公

司

92 癣湿药水 - 搽剂 20ml 药用塑料瓶包装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黑龙江天龙药业有限公司 黑龙江天辰药业有限公司

93
注射用脂溶性维生

素（II)
-

冻干粉针
剂

每瓶含维生素
A0.99ｍｇ（0.33
万单位）、维生
素D25μｇ（0.02

万单位）

西林瓶，10支/盒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河北智同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河北智同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94 紫杉醇注射液 - 注射液 30mg/5ml 预灌封注射器 支 非基层 SHYP20130400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95 紫杉醇注射液 - 注射液 30mg/5ml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96 紫杉醇注射液 - 注射液 60mg/10ml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97 紫杉醇注射液 - 注射液 100mg/16.7ml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30400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98 注射用盐酸利托君 - 冻干粉针 50mg*2瓶/盒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99 注射用果糖 - 冻干粉针 12.5g*1瓶/盒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100 注射用果糖 - 冻干粉针 25g*1瓶/盒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101 注射用氨曲南 - 粉针剂 0.5g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30400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102 注射用氨曲南 - 粉针剂 1.0g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103 注射用氨曲南 - 粉针剂 2.0g 西林瓶，10瓶/盒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104 盐酸利托君片 - 片剂 10mg×10片/盒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105 盐酸利托君片 - 片剂 20mg×8片/盒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106 参苓白术胶囊 - 胶囊剂 0.5g*36粒/盒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107 安吖啶注射液 - 注射液 75mg/1.5ml
西林瓶，2瓶/盒，附专

用溶剂L乳酸
(13.5ml：42.93mg)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108 二硫化硒洗剂 - 洗剂 200g:5.0g 药用塑料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上海新亚药业高邮有限公司 大有药业扬州有限公司

109 糠酸莫米松乳膏 - 乳膏剂 5g:5mg
铝管包装，每支5g，每

盒1支
支 全市 SHDT20150102 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上海）有限公司(上
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受委托

生产)

110 氯雷他定片 -
口服普通

片
10mg*6'

铝塑包装，每盒一板6
片

盒 全市 SHJY20100102 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111 糠酸莫米松乳膏 - 乳膏剂 10g:10mg
铝管包装，每支10g，

每盒1支
支 全市 SHJY20100102 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112 糠酸莫米松乳膏 - 乳膏剂
5g:5mg，每支
15g，每盒1支

铝管包装，每支15g，
每盒1支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上海先灵葆雅制药有限公司 拜耳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113 妇科调经片 -
片剂(糖
衣片）

12片*4板
铝塑包装，每板12片，

每盒4板。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香港九华华源集团滁州药业有限
公司

安徽九华华源药业有限公司

114
盐酸乌拉地尔注射

液
- 注射剂 5ml:25mg 安瓿，5支/盒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Takeda GmbH(BIPSO GmbH)

Takeda GmbH(Takeda Austria
GmbH)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变更前生产企业名称 变更后生产企业名称

115 非诺贝特片(Ⅲ) - 薄膜衣片 160mg*10片 铝塑泡罩包装 盒 全市 SHJY20100102
法国利博福尼制药公司

LaboratoiresFOURNIERS.A.

Abbott Laboratories
（Singapore）Private Limited

（RECIPHARM FONTAINE）

116
盐酸维拉帕米缓释

片
- 缓释片 240mg*10片 PVP/PVDC水泡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09010A

Abbott Arzneimittel GmbH
（AbbVie Deutschland GmbH

&Co.KG）

Abbott Laboratories
（Singapore） Private

Limited（AbbVie Deutschland
GmbH & Co.KG）

117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 片剂 5mg×10片/盒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JY20100102 默克雪兰诺有限公司
Merck Serono GmbH（Merck

KGaA）



附件2：

序号
变更前

药品通用名
变更后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变更
后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1 丙泊酚注射液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 注射液 10ml:0.1g 安瓿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 丙泊酚注射液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 注射液 200mg/20ml 安瓿，5支/盒 支 全市 SHDT20150102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 丙泊酚注射液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 注射液 500mg/50ml 玻璃瓶，5瓶/盒 瓶 全市 SHJY20130300 四川国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4
盐酸坦洛新缓释

胶囊
盐酸坦索罗辛缓释

胶囊
- 缓释胶囊 0.2mg*14'

冷冲压成型固体药
用复合硬片及药品
包装用铝箔。

盒 全市 SHDT20150102 杭州康恩贝制药有限公司

5 丙泊酚注射液 丙泊酚乳状注射液 - 注射剂 200mg/20ml 安瓿,5支/盒 支 全市 SHDT20150102 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

6
乳酸米力农注射

液
米力农注射液 - 注射剂 5ml:5mg*2支/盒 安瓿瓶2支/盒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7 泮托拉唑肠溶片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 肠溶片 40mg*7片/盒 双铝泡罩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Takeda GmbH(Takeda GmbH

production site
Oranienburg)

8 泮托拉唑肠溶片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 肠溶片 40mg*14片/盒 双铝泡罩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Takeda GmbH(Takeda GmbH

production site
Oranienburg)

药品通用名变更明细表



附件3：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变更前

规格包装
变更后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备注

1 鲑降钙素注射液 - 注射剂
1ml:50IU*2

支
1ml:8.3μ

g(50IU)*2支/盒
低硼硅玻璃
安瓿瓶装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每支中标价不变

2 注射用阿洛西林钠 - 粉针剂 1.0g
按C20H23N5O6S计
1.0g*10瓶/盒

钠钙玻璃模
制注射剂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每瓶中标价不变

3 注射用阿洛西林钠 - 粉针剂 2.0g
按C20H23N5O6S计
2.0g*10瓶/盒

钠钙玻璃模
制注射剂瓶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桂林南药股份有限公司 每瓶中标价不变

4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

素注射液
- 注射液 1ml:7500U 7500U/1ml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每瓶中标价不变

5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

素注射液
- 注射液 1ml:15000U 15000U/1ml 西林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每瓶中标价不变

药品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附件4：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规格包装
变更前

包装方式
变更后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范围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备注

1 富马酸比索洛尔片 - 片剂 5mg×10片/盒 铝塑包装 铝铝包装 盒 全市 SHJY20100102
Merck Serono GmbH
（Merck KGaA）

每盒中标价不变

2
低分子量肝素钠注

射液
- 注射液 5000IU/0.4ml

安瓿，1支/
盒

安瓿，5支装 支 全市 SHDT20150102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每支中标价不变

药品包装方式变更明细表



附件5：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变更

前剂型
变更

后剂型
规格包装 包装方式 单位

采购
范围

中标期数 生产企业名称

1 凝血酶冻干粉 - 冻干粉针
外用冻干

粉
500单位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10支/盒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长春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剂型更正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