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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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复方酮康唑乳膏 显克欣 乳膏剂 支 15g×1支/支,铝质药用软膏管 上海宝龙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宝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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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3
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

液
口服溶液剂 盒 10ml：5mg*6支/盒,管制口服溶液瓶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和平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4
盐酸左西替利嗪口服溶

液
口服溶液剂 盒 10ml：5mg*10支/盒,管制口服溶液瓶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和平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5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
先锋美他醇

(商标名)
粉针剂 支 0.5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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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盐酸戊乙奎醚注射液 长托宁 注射液 支 1ml：1mg/支,玻璃瓶，6支/盒 成都力思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锦州奥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7 非布司他片 瑞扬 薄膜衣片 盒 40mg/片*10片/板/盒,铝塑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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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8
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

溶液
吸入溶液 盒

2.5ml(含异丙托溴铵0.5mg和沙丁胺醇2.5mg)*10支

/袋,1袋/盒,吸入溶液用低密度聚乙烯瓶+铝箔袋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

9 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吸入用溶液剂 盒
2ml:0.25mg/支*10支/盒,内包装为吸入溶液用低密度

聚乙烯瓶，外包装为纸/铝/聚乙烯药用复合袋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

10 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吸入用溶液剂 盒
2ml:0.5mg/支*10支/盒,内包装为吸入溶液用低密度聚

乙烯瓶，外包装为纸/铝/聚乙烯药用复合袋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太太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健康元海滨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

11 托拉塞米片 伊迈格 普通片 盒 5mg×14片×1板/盒,铝塑板 湖北百科亨迪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亨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射麻口服液 合剂 盒
每1ml相当于饮片2.4g，每支装10ml/盒,玻璃瓶装，每

盒装12支。
海南中盛合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海南中盛合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四川南充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

13 碳酸钙D3颗粒 朗迪 颗粒剂 盒 3g*30袋/盒,复合膜 北京振东康远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振东康远制药有限公司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

14 碳酸钙D3颗粒 颗粒剂 盒 3g*12袋/盒,复合膜 北京振东康远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振东康远制药有限公司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

15 咪唑斯汀缓释片 皿治林 缓释片 盒 10mg×7片×1板/盒,铝铝水泡板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Therabel Pharmaceuticals Limited

(Sanofi Winthrop Industrie)

(赛诺菲（杭州）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16 坎地沙坦酯片 必洛斯 口服普通片 盒 8mg*7'/盒,铝塑泡罩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Osaka Plant

(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分包装)

Teva Takeda Yakuhin Ltd.

(KOKANDO CO.,LTD.Kureha Plant)

(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分包装)

17 舒洛地特软胶囊 伟素 软胶囊 盒 250LSU*50粒/盒,铝塑泡罩包装
ALFA WASSERMANN S.p.A.

（ALFA WASSERMANN S.p.A.）
ALFASIGMA S.p.A.（ALFASIGMA S.p.A.）

18 舒洛地特软胶囊 伟素 软胶囊 盒 250LSU*12粒/盒,铝塑泡罩包装 意大利阿尔法韦士曼制药公司ALFA WASSERMANN S.p.A ALFASIGMA S.p.A.（ALFASIGMA S.p.A.）



附件2：

通用名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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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癌平口服液（无糖型） 通关藤口服液(消癌平口服液) 合剂 盒
10ml（无蔗糖）*6支/盒,棕色管制钠

钙玻璃瓶和丁基橡胶塞
杨凌科森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 消癌平片 通关藤片 片剂 盒 0.31g×60片/盒,铝箔/聚氯乙烯硬片 河南灵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粉雾剂 舒利迭 吸入粉雾剂 盒
50ug/500ug/泡，60泡/盒/盒,条形双

铝泡罩
Laboratoire GlaxoSmithKline
(Glaxo Wellcome Production)

4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粉雾剂 舒利迭 吸入粉雾剂 盒
50ug/500ug/泡，28泡/盒/盒,条形双

铝泡罩
Laboratoire GlaxoSmithKline
(Glaxo Wellcome Production)

5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粉雾剂 舒利迭 吸入粉雾剂 盒
50ug/250ug/泡，60泡/盒/盒,双铝泡

罩
Laboratoire GlaxoSmithKline
(Glaxo Wellcome Production)

6 沙美特罗替卡松粉吸入剂 沙美特罗替卡松吸入粉雾剂 舒利迭 吸入粉雾剂 盒
50ug/100ug/泡，60泡/盒/盒,双铝泡

罩
Laboratoire GlaxoSmithKline
(Glaxo Wellcome Production)



附件3：

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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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氢溴酸东莨菪碱注射液 注射剂 支 1ml:0.3mg/支,低硼硅玻璃安瓿，每盒5支 1ml:0.3mg/支,低硼硅玻璃安瓿，每盒2支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注射剂 支
40mg，中性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支,硬

纸盒包装。1支/盒。

40mg，中性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支,硬纸盒包装

。10支/盒。

苏州特瑞药业有限公司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

3 依降钙素注射液 注射液 支 1ml：20U，玻璃安瓿，10支/盒 1ml：3.3μg（20U），玻璃安瓿，10支/盒
Asahi Kasei Pharma Corporation

(Asahi Kasei Pharma Corporation,Nagoya Pharmaceuticals Plant)

4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 注射剂 瓶 1.0g/瓶,西林瓶，50瓶/盒 1.0g（按C23H27N5O7S计算）,西林瓶，10瓶/盒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5 注射用头孢西丁钠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1.0g/瓶，抗生素玻璃瓶，1瓶/盒（配一

支10ml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  带针）
1.0g/瓶*10瓶/盒，抗生素玻璃瓶装 苏州中化药品工业有限公司



附件4：

药品信息变更明细表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具体变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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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

坦钠（8：1）
注射用无
菌粉末

瓶 4.5g（8：1）/瓶,西林瓶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

巴坦钠

注射用
无菌粉
末

瓶
4.5g（C23H27N5O7S 4.0g与

C10H12N4O5S  0.5g），西林瓶，
10瓶/盒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

2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

坦钠（8：1）
注射用无
菌粉末

瓶 1.125g（8：1）/瓶,西林瓶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

巴坦钠

注射用
无菌粉
末

瓶
1.125g（C23H27N5O7S 1.0g与
C10H12N4O5S  0.125g）,西林

瓶，10瓶/盒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

3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

坦钠（8：1）
注射用无
菌粉末

瓶 2.25g（8：1）/瓶,西林瓶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

巴坦钠

注射用
无菌粉
末

瓶
2.25g（C23H27N5O7S 2.0g与
C10H12N4O5S  0.25g）,西林

瓶,10瓶/盒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

4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

坦钠（8：1）
注射用无
菌粉末

瓶 3.375g（8：1）/瓶,西林瓶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

巴坦钠

注射用
无菌粉
末

瓶
3.375g（C23H27N5O7S 3.0g与
C10H12N4O5S  0.375g），西林

瓶，10瓶/盒
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

5
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

注射液(预混30R)
诺和灵

30R(笔芯)
注射液 支 300IU/3ml(笔芯)/支,玻璃笔芯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精蛋白重组人胰岛素混
合注射液(30R)

注射剂 支

300IU/3ml/支（笔芯）。笔芯由1
型玻璃制成，包括溴化丁基橡胶活
塞和溴化丁基/聚异戊二烯橡胶垫

片。1支/盒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删除商品名及

剂型及
规格包装

6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左克 注射液 支 100mg/2ml/支,安瓿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左克 注射液 支
100mg/2ml/支,低硼硅玻璃安瓿

装，6支/盒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紫龙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规格包装及
企业名称

7 金水宝胶囊 硬胶囊 瓶 330mg×63粒/瓶,塑料瓶 江西济民可信金水宝制药有限公司 金水宝胶囊 硬胶囊 瓶
每粒装0.33g*63粒/瓶*1瓶/盒，

塑料瓶
江西金水宝制药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及
企业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