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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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那曲唑片 艾达 普通片 盒
1mg×14片/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固体药

用纸袋装硅胶干燥剂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海岸药业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 胃苏颗粒 可溶颗粒 盒 5g×9袋(无蔗糖)/盒,复合膜袋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龙凤堂中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3 磺达肝癸钠注射液 注射剂 支
0.5ml：2.5mg，1支/盒,预灌封注射器（带注射针）/

预灌封注射器用氯化丁基橡胶活塞
信泰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4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先锋美他醇
(商标名)

粉针剂 支 1.0g/支,西林瓶，8瓶/盒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生产)
四川合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5 复方氢氧化铝片 普通片 瓶 复方*100片/瓶,塑料瓶 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 云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6 活血通脉胶囊 硬胶囊 盒 0.25g*12'*3板/盒,铝塑泡罩 山西天致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天致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天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7 注射用帕瑞昔布钠 冻干粉针剂 支
20mg（按C19H18N2O4S计）/支,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
瓶，注射用冷冻干燥无菌粉末用覆膜四氟乙烯/乙烯共

聚物膜氯化丁基胶塞。 包装规格：5瓶/盒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海南)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8 厄贝沙坦片 吉加 普通片 盒 150mg×7片，铝塑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盛迪医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9 脑安片 口服普通片 盒 0.53g×24片/盒,铝塑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四厂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制药六厂

10 阿娜尔妇洁液 洗剂 瓶 250ml/瓶,液体药用塑料瓶包装 广东在田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在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通滞苏润江胶囊 硬胶囊 盒 每粒装0.3g,每板12粒,每盒3板,铝塑泡罩 广东在田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在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复方消化酶胶囊 硬胶囊 盒 复方×20粒/盒,铝塑泡罩
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广东鼎信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13 注射用头孢唑肟钠 注射剂 瓶
按C13H13N505S2计0.5g*10瓶/盒,

卤化丁基橡胶塞、钠钙玻璃模制注射剂瓶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上清片 糖衣片 盒 0.3g*12*2板/盒,铝塑包装 鞍山制药有限公司(抚顺青松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鞍山制药有限公司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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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bH

(Novartis Pharma Produktions GmbH)

Novartis Pharma GmbH
(Novartis Pharma Produktions GmbH)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16 重酒石酸卡巴拉汀胶囊 艾斯能 硬胶囊 盒 1.5mg×28粒/盒,铝塑
Novartis Europharm Ltd.

(Novartis Farmaceutica S.A.)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Novartis Farmaceutica S.A.）

17 重酒石酸卡巴拉汀胶囊 艾斯能 硬胶囊 盒 3mg×28粒/盒,铝塑
Novartis Europharm Ltd.

(Novartis Farmaceutica S.A.)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Novartis Farmaceutica S.A.）

18 戈利木单抗注射液 欣普尼 注射剂 盒
50mg/0.5ml/支,1支/盒,预充式注射器（1型玻璃）中
装有0.5ml溶液，有一个固定的针头（不锈钢），预充

式注射器上带有针头保护帽（橡胶中还有乳胶）

Janssen Biologics B.V.
(Baxter Pharmaceutical Solutions LLC)

Janssen Biologics B.V.（Cilag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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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米曲菌胰酶片 慷彼申 普通片 盒 220mg*10片*2板/盒,铝塑
Bridging Pharma GmbH

（NORDMARK ARZNEIMITTEL GmbH & Co. KG）

Bridging Pharma GmbH
（NORDMARK ARZNEIMITTEL GmbH & Co. KG）

(康哲（湖南）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20 骨化三醇注射液 溉纯 注射剂 支 1ml:1μg/支,琥珀色安瓿瓶装，10支/盒 AbbVie Corporation（HOSPIRA S.P.A.）
AbbVie Pte. Ltd.

(Avara Liscate Pharmaceutical Services S.p.A.)

21 盐酸尼卡地平注射液 佩尔 注射剂 支 10mg/10ml/支,安瓿10支/盒
Astellas Pharma Inc.

(Nipro Pharma Corporation Ise Plant)
(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分包装)

LTL Pharma Co., Ltd.
(Nipro Pharma Corporation Ise Plant)

22 丙戊酸钠片 糖衣片 瓶 0.2g*100片/瓶,塑料瓶 山东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23 葡醛内酯片 普通片 瓶 50mg*100片/瓶,塑料瓶 山东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24 酚酞片 普通片 瓶 0.1g*100片/瓶,塑料瓶 山东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25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来得时 注射液 盒 3ml:300单位/预填充,1支/盒。 Sanofi-Aventis Deutschland GmbH 赛诺菲（北京）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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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汀诺 冻干粉针 支 1.8g，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0瓶/盒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2 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 注射用谷胱甘肽 绿汀诺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1.2g×1瓶/瓶,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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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素乳膏 乳膏剂 支 4g/40g/支,塑管 40g:4g/支,复合药用软膏管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2 泮托拉唑钠肠溶片 肠溶片 盒 20mg×14片/盒,铝塑泡罩
20mg*7片/板*2板/盒，药用铝箔，聚酰胺/铝/聚氯

乙烯冷冲压成型固体药用复合硬片
辽宁诺维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乙酰半胱氨酸颗粒 颗粒剂 盒 3g:0.1g*20包/盒,纸铝复合膜包装 0.1g*20包/盒,纸铝复合膜包装 海南赞邦制药有限公司

4 开塞露(含甘油) 溶液剂(外用) 盒
10ml*2支/盒,药用低密度聚乙烯瓶，10毫

升/支。
10ml*2支/盒,药用低密度聚乙烯瓶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5 开塞露(含甘油) 溶液剂(外用) 支
10ml/支/支,药用低密度聚乙烯瓶，10毫

升/支。
10ml*1支,药用低密度聚乙烯瓶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附件4：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名称

1
硫酸特布他林

雾化液
博利康尼 气雾剂 盒 5mg/2ml×20支/盒,塑料瓶 AstraZeneca AB

硫酸特布他林雾
化吸入用溶液

博利康
尼

雾化溶
液剂

盒
2ml:5mg/支，低密度聚乙烯

安瓿瓶，20支/盒
AstraZeneca AB

通用名及
剂型及
规格包装

2
注射用还原型
谷胱甘肽

绿汀诺
注射用无
菌粉末

瓶 600mg×1瓶/瓶,西林瓶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注射用谷胱甘肽 绿汀诺
注射用
无菌粉
末

瓶
0.6g×1瓶/瓶,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
山东绿叶制药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

3
噻托溴铵喷雾

剂
思力华
能倍乐

喷雾剂 瓶
2.5μg×60揿/瓶,聚乙烯/聚丙

烯，附Respimat吸入装置
Boehringer Ingelheim Pharma GmbH & Co.KG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分包装)

噻托溴铵喷雾剂 喷雾剂 盒
2.5μg×60揿/瓶/盒,聚乙烯
/聚丙烯，附能倍乐吸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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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商品名及
单位及

规格包装及
企业名称

4
硝酸异山梨酯

注射液
异舒吉 注射剂 支

10ml：10mg/支,安瓿包装，10ml/
支，10支/盒

Ever Pharma Jena GmbH
(优时比（珠海）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硝酸异山梨酯注
射液

异舒吉 注射剂 支
10ml：10mg/支,安瓿包装，
10ml:10mg/支，10支/盒

Yinglian Health Pharmaceutical GmbH
(Ever Pharma Jena GmbH)

(优时比（珠海）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规格包装及
企业名称

5 酮康唑乳膏 乳膏剂 支 20g×1支/支,铝管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酮康唑乳膏 乳膏剂 盒
20g:0.4g/支,药用软膏铝

管,1支/盒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单位及
规格包装

6 尿素乳膏 乳膏剂 支 2g/20g/支,塑管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尿素乳膏 乳膏剂 盒
20g:2g/支,复合药用软膏

管,1支/盒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单位及
规格包装

7 氧化锌软膏 软膏剂 瓶 3g/20g/瓶,塑料瓶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氧化锌软膏 软膏剂 盒
15%*20g/盒,聚丙烯药用外用

软膏剂盒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单位及
规格包装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具体变更内容

药品信息变更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