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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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酸罗匹尼罗片 普通片 盒 0.5mg*30片/盒,复合膜包装 重庆植恩药业有限公司 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 维生素AD滴剂（胶囊型）
滴剂（胶囊

型）
盒 （VA1800、VD600）×36粒/盒,铝塑装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仟源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3 盐酸坦索罗辛缓释胶囊 齐索 缓释胶囊 盒
0.2mg*10'/盒,聚氯乙烯/聚偏二氯乙烯固体药用复
合硬片和药用铝箔，外套聚酯/铝/聚乙烯药用复合

膜袋装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仟源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4 辅酶Q10软胶囊 软胶囊 盒 10mg×60粒/盒,铝塑包装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仟源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5 维生素AD滴剂（胶囊型） 贝特令
滴剂（胶囊

型）
盒 （VA1500、VD500）×36粒/盒,铝塑装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仟源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6 维生素AD滴剂（胶囊型） 贝特令
滴剂（胶囊

型）
盒 （VA2000、VD700）×24粒/盒,铝塑装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仟源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7 氨糖美辛肠溶片 肠溶片 盒
(每片含盐酸氨基葡萄糖75mg，吲哚美辛25mg)×40

片/盒,铝塑包装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仟源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8 注射用奈达铂 捷佰舒
粉针剂（冻

干）
瓶 10mg（冻干）/瓶,西林瓶，5瓶/盒 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9 注射用比阿培南 安信
注射用无菌粉

末
支 300mg/支,中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1瓶/盒 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10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捷佰立
注射用无菌粉

末
支 500mg/支,西林瓶，1瓶/盒 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11 黄氏响声丸 炭衣浓缩水丸 盒 0.133g/丸×36丸/板×2板/盒,铝塑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济煜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醒脑静注射液 注射液 盒 5ml×4支/盒,安瓿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济煜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3 醒脑静注射液 注射液 盒 10ml×2支/盒,安瓿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济煜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硫酸依替米星注射液 悉能 注射液 支 50mg/1ml/支,安瓿，6支/盒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济煜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硫酸依替米星注射液 悉能 注射液 支 100mg/2ml/支,安瓿，6支/盒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济煜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6 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瓶 0.9%*500ml/玻瓶,玻璃瓶装（定向易拉盖）
上海长征富民金山制药有限公司

(安徽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委托生产 )
上海长征富民金山制药有限公司

17 拉米夫定片 贺普丁 普通片 盒 100mg×14片/盒,铝塑泡罩 葛兰素史克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吉斯凯（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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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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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金莲花颗粒 颗粒剂 盒 8g×9袋 承德天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承德天原药业有限公司

20 注射用醋酸亮丙瑞林微球 抑那通 注射剂 支 11.25mg/支,预充式注射器，1支/盒
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光工厂

（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分装）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Taked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Limited, Hikari Plant）

(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分包装)

21 盐酸左卡巴斯汀鼻喷雾剂 立复汀 喷鼻剂 瓶 10ml：5mg/瓶,塑料瓶，1瓶/盒
比利时Janssen Pharmaceutica N.V.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JOHNSON&JOHNSON CONSUMER N.V.

(Janssen Pharmaceutica N.V.)
(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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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甲磺酸溴隐亭片 普通片 瓶 2.5mg×30片/瓶,玻璃瓶
Future Health Pharma GmbH

(Novartis Farma S.P.A.)
Bridging Pharma GmbH(Novartis Farma S.P.A.)

23
雌二醇片/雌二醇地屈孕酮

片复合包装
芬吗通 口服普通片 盒

雌二醇2mg×14/(雌二醇2mg/地屈孕酮

10mg)×14,28片/盒

Abbott Healthcare Products B.V.

（Abbott Biologicals B.V.）
Abbott B.V.(Abbott Biologicals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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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注射用人生长激素 赛增 冻干粉针剂 瓶
4.5IU/1.7mg/1.0ml/瓶,10瓶/盒，管

制抗生素玻璃瓶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注射用人生长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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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3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注射用人生长激素 赛增 冻干粉针剂 瓶
4.0IU/1.33mg/1.0ml/瓶,10瓶/盒，

管制抗生素玻璃瓶
长春金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4 重组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假单胞菌） 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 安福隆 注射液 支 1ml:300万IU/支,预充式注射器 天津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5 重组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假单胞菌） 人干扰素α2b注射液 安福隆 注射液 支 1ml:500万IU/支,预充式注射器 天津未名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6 重组人干扰素α2a注射液 人干扰素ɑ2a注射液 因特芬 注射液 支
300万国际单位/1ml/支,西林瓶1瓶/

盒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7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注射液 支
10000IU/1.0ml/支,10支/小盒,管制

玻璃瓶
深圳未名新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8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赛博尔 注射剂 盒
4000IU/0.5ml/支/瓶,预充式，2支/

盒
深圳赛保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9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赛博尔 注射液 盒
3000IU/0.5ml/支/瓶,预充式，2支/

盒
深圳赛保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10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赛博尔 注射剂 盒 10000IU/1ml/支/瓶,预充式，2支/盒 深圳赛保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11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赛博尔 注射液 瓶 5000IU/1ml,西林瓶，10支/盒 深圳赛保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12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赛博尔 注射剂 支
0.5ml：5000IU/支,预充式注射器，2

支/盒
深圳赛保尔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13 注射用重组人促红素(CHO细胞) 注射用人促红素 怡宝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4000IU/瓶,西林瓶，5瓶/盒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4 注射用重组人促红素(CHO细胞) 注射用人促红素 怡宝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2000IU/瓶,西林瓶，5瓶/盒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5 注射用重组人促红素(CHO细胞) 注射用人促红素 怡宝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3000IU/瓶,西林瓶，5瓶/盒 上海凯茂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6 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 注射用人白介素-11 巨和粒 冻干粉针 支 2400万IU（3mg），西林瓶，1支/盒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17 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 注射用人白介素-11 巨和粒 注射剂 支
1200万IU（1.5mg）/支,西林瓶，1支

/盒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18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瑞白 注射剂 盒
100μg/0.6ml/支/瓶,预装式注射

器，1支/盒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19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瑞白 注射液 支
100ug/0.6ml/支,中硼硅玻璃安瓿，1

支/盒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20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依普定 注射剂 盒
3000IU/1ml/支/瓶,预灌封注射器，1

支/盒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1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依普定 注射剂 盒
10000IU/1ml/支/瓶,预灌封注射器，

1支/盒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2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依普定 注射剂 盒
6000IU/0.5ml/支/瓶,预灌封注射

器，1支/盒
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3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益比奥 注射溶液 瓶 3000IU/1ml/瓶,1瓶/盒，西林瓶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4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益比奥 注射溶液 支 10000IU/1ml，西林瓶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25 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CHO细胞） 人促红素注射液 益比奥 注射溶液 支 10000IU/1ml/支,预充式注射器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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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杏叶片 口服普通片 盒 40mg×15片/盒,铝塑泡罩,(薄膜衣片)
每片含银杏叶提取物40mg（总黄酮醇苷9.8mg，萜类
内酯2.4mg）×15片/盒,铝塑泡罩,(薄膜衣片）)

Ipsen Pharma(Beaufour Ipsen Industrie)

2 注射用丙戊酸钠 粉针剂 支 400mg/瓶,瓶
0.4g/支，玻璃注射剂瓶，丁基橡胶塞，铝塑组合

盖,4支/盒
沈阳新马药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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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安苏萌
注射用无
菌粉末

瓶
4.5IU×1甁/瓶,管制瓶1

瓶/盒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用人生长激素 安苏萌 注射剂 盒

4.5IU/1.5mg/支/盒,管制瓶，1支/
盒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变更

单位及

剂型更正

2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安苏萌
注射用无

菌粉末
瓶

4IU×1甁/瓶,管制瓶1瓶/

盒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用人生长激素 安苏萌 注射剂 盒

4IU/1.33mg/支/盒,管制瓶，1支/

盒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变更

单位及

剂型更正

3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

液
吉粒芬 注射液 支 75ug/0.3ml/支,5支/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吉粒芬 注射液 支

75 μg（0.3ml:6×10E6IU）/支，

安瓿,5支/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变更

4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

液
吉粒芬 注射液 支 100ug/0.4ml/支,5支/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吉粒芬 注射液 支

100 μg（0.4ml:8×10E6IU）/支,

安瓿,5支/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变更

5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

液
吉粒芬 注射液 支 300ug/1.2ml/支,5支/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吉粒芬 注射液 支

300μg（1.2ml: 2.4×10E7IU）/

支，安瓿，5支/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变更

6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

液
吉粒芬 注射液 支

50ug/0.2ml/支,安瓿，5

支/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吉粒芬 注射液 支

50 μg（0.2 ml: 4×10E6IU）

/支，安瓿，5支/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变更

7
注射用重组人白介素-11（酵

母）
吉巨芬

注射用无

菌粉末
支

2400万单位(3mg)/支,5支

(西林瓶)/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注射用人白介素-11 吉巨芬

注射用

无菌粉

末

支
3mg（2400万U）/瓶，西林瓶，5支

/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变更

8
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

液
吉粒芬 注射液 支 150ug/0.6ml/支,5支/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吉粒芬 注射液 支

150 μg（0.6ml:1.2×10E7IU）/
支，安瓿,5支/盒

杭州九源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通用名及

规格包装变更

9 注射用重组人生长激素 安苏萌 注射剂 支
6IU/2mg/支,管制瓶，1支

/盒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射用人生长激素 安苏萌 注射剂 盒 6IU/2mg/支/盒,管制瓶，1支/盒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用名变更

单位及

规格包装更正

10 咳喘宁口服液
先声咳喘

宁

合剂(中

药)
盒

10ml×6支/盒,棕色玻璃

瓶
南京先声东元制药有限公司 咳喘宁口服液

合剂

(中药)
盒

10ml×6支/盒,钠钙玻璃管制口服液

体瓶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
商品名及

规格包装更正



11 醋酸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 诺雷得 植入剂 支
10.8mg/支,预充于一次性

注射器，1支/盒

AstraZeneca UK Limited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醋酸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 植入剂 支

10.8mg/支,预充于一次性注射器，

1支/盒
AstraZeneca UK Limited

企业名称变更

商品名更正

12 维生素AD滴剂(胶囊型) 贝特令
软胶囊

（胶丸）
盒

1800U/600U×24粒/盒,铝

塑袋
浙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维生素AD滴剂(胶囊型) 贝特令

滴剂

（胶囊

型）

盒 1800U/600U×24粒/盒,铝塑袋 浙江仟源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变更

及剂型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