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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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 粉针剂 0.75g 西林瓶，10瓶/盒 瓶 非基层 SHYP201304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 粉针剂 1.5g 西林瓶，10瓶/盒 瓶 非基层 SHYP201304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 粉针剂 1.0g 西林瓶，10瓶/盒 瓶 非基层 SHYP201304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 头孢克肟分散片 —— 分散片剂 50mg×8片 铝塑泡罩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1304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 头孢克肟分散片 —— 分散片剂 50mg×9片 铝塑泡罩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1304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 头孢克肟分散片 —— 分散片剂 200mg×8片 铝塑泡罩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 头孢克肟分散片 —— 分散片剂 50mg×24片 铝塑泡罩 盒 非基层 SHYP201304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8 头孢克肟分散片 —— 分散片剂 50mg×10片 铝塑泡罩 盒 非基层 SHYP201304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9 头孢克肟分散片 —— 分散片剂 50mg×14片 铝塑泡罩 盒 非基层 SHYP201304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头孢克肟分散片 —— 分散片剂 200mg×6片 铝塑泡罩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1 头孢拉定颗粒 —— 颗粒剂 125mg×12袋 药用复合膜 盒 非基层 SHYP201304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复方丹参颗粒 —— 颗粒剂 1g*18袋/盒 药用复合膜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702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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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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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洛索洛芬钠胶囊 —— 胶囊剂 60mg*24粒 铝塑泡罩包装 盒 全市 SHDT20150103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4 洛索洛芬钠胶囊 —— 胶囊剂 60mg*36粒 铝塑泡罩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珠海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金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5
盐酸左西替利嗪口

服溶液
——

口服溶
液剂

10ml：5mg*6支
/盒

管制口服溶液瓶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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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非洛地平片 ——
口服普
通片

5mg*12'*2板 铝塑包装 盒 非基层 SHJY20100102 浙江南洋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苏泊尔南洋药业

有限公司

17 宽胸气雾剂 —— 气雾剂

每瓶含内容物
5.8g，其中药液
2.7ml（含挥发油
0.6ml）。每瓶60

揿，每揿

药用铝瓶及阀门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2 浙江南洋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苏泊尔南洋药业

有限公司

18
注射用酒石酸长春

瑞滨
—— 粉针剂 10m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液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30400 长春远大国奥制药有限公司 长春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19 伸筋丹胶囊 —— 胶囊剂
每粒装0.15g*60粒

/盒
铝塑板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威海人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人生药业有限公司

20 抗骨质增生丸 ——
丸剂(小
蜜丸)

每10丸重3g*60g
/瓶

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
乙烯瓶

瓶 全市 SHJY20100102 威海人生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人生药业有限公司

21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

制素注射液
—— 注射液

15mg/3ml/支
（2.4*10万U/支）

3.0ml，预灌封注射器包装 支 全市 SHYP2016020Y
山东先声麦得津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
山东先声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22
盐酸林可霉素

注射液
—— 注射液 0.6g/2ml 安瓿，10支/盒 支 全市 SHDJ20150300 济南利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
有限公司

23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

射液
—— 注射液 200mg/2ml 安瓿 支 非基层 SHYP20130400 济南利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
有限公司

24 肌苷注射液 —— 注射液 100mg/2ml 安瓿 支 全市 SHDJ20150300 济南利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

有限公司

25 维生素C注射液 —— 注射液 500mg/2ml 安瓿 支 全市 SHDJ20150300 济南利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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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吡拉西坦片 —— 片剂 400mg×100片 塑料瓶 瓶 全市 SHDJ20160100 济南利民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双鹤利民药业（济南）

有限公司

27 金复康口服液 —— 合剂 30ml*9瓶 玻璃瓶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吉林金复康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三九金复康药业有限

公司

28 益血生胶囊 —— 胶囊剂 0.25g*12粒*5板 铝塑泡罩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吉林金复康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三九金复康药业有限

公司

29 注射用长春西汀 ——
粉针剂
(冻干)

5m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

瓶,10瓶/盒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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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爱尔海泰制药有限

公司受委托生产)

30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
注射用无
菌粉末

80mg×1瓶
西林瓶,5支/盒，（冻干粉

针剂)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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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爱尔海泰制药有限

公司受委托生产)

31 注射用腺苷钴胺 ——
粉针剂
(冻干)

1.0m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

瓶,10瓶/盒
支 全市 SHDT201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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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爱尔海泰制药有限

公司受委托生产)

32 注射用腺苷钴胺 ——
粉针剂
(冻干)

0.5mg
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

瓶,10瓶/盒
支 全市 SHDT201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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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爱尔海泰制药有限

公司受委托生产)

33 妥布霉素滴眼液 —— 滴眼剂 5ml:15mg 塑料瓶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4
妥布霉素地塞米松

滴眼液
—— 滴眼剂 5ml:（15mg/5mg） 塑料瓶包装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5
乳酸左氧氟沙星滴

眼液
—— 滴眼剂 5ml:15mg 塑料瓶包装 支 全市 SHDJ20150300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6
乳酸左氧氟沙星滴

眼液
—— 滴眼剂 8ml:24mg 塑料瓶包装 支 全市 SHDJ20150300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7 氨碘肽滴眼液 —— 滴眼剂 5ml×2支 塑料瓶包装 支 全市 SHJY20100102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38 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 滴眼剂 5ml:5mg 塑料瓶包装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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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格列齐特缓释胶囊 —— 缓释胶囊 30mg*60' 铝塑泡罩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0 格列齐特缓释胶囊 —— 缓释胶囊 30mg×30粒 铝塑泡罩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1 溶菌酶肠溶片 —— 肠溶片 10mg*100' 塑料瓶包装 瓶 全市 SHDJ20150301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2 溶菌酶含片 —— 含片 20mg*12*2板' 铝塑泡罩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60200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3 氨碘肽注射液 —— 注射液 2ml 西林瓶包装 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4 格列喹酮片 —— 片剂 30mg*60 塑料瓶包装 瓶 全市 SHDJ20150300 杭州国光药业有限公司 杭州国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5 尼美舒利分散片 —— 分散片剂 100mg×20片 铝塑泡罩 盒 全市 SHDJ201702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6 尼美舒利分散片 —— 分散片剂 100mg×10片 铝塑泡罩 盒 全市 SHDJ201702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7 尼美舒利分散片 —— 分散片剂 50mg×30片 铝塑泡罩 盒 全市 SHDJ201702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48 注射用头孢他啶 —— 粉针剂 1.0g 玻璃管制注射剂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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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尼美舒利分散片 —— 分散片 0.1g*30片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702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0 尼美舒利分散片 —— 分散片 50mg*20片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702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1 尼美舒利分散片 —— 分散片 50mg*40片 铝塑包装 盒 全市 SHDJ20170200 海南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52 甲硝唑栓 —— 栓剂 0.5g*10粒 药用PVC/PE硬片 盒 全市 SHDJ20160200 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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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黄豆苷元片 ——
口服普
通片

50mg*12'*2板
药用PVC硬片/药用包装用

PTP铝箔
盒 全市 SHJY20100102 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54 益母草片 —— 糖衣片 15mg×48片
药用PVC硬片/药用包装用

PTP铝箔
盒 全市 SHDJ20150200 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55 吲哚美辛栓 —— 栓剂 100mg*10粒 药用PVC/PE硬片 盒 全市 SHDJ20150200 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56 益母草颗粒 ——
颗粒剂

（无糖）
3g(无糖)*10袋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全市 SHDJ20150200 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57 玄麦甘桔颗粒 —— 颗粒剂 10克*15袋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大袋 全市 SHDJ20150300 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58 银黄颗粒 —— 颗粒剂 4g*10袋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59 益母草颗粒 —— 颗粒剂 15克*10袋 药品包装用复合膜 盒 全市 SHDJ20150300 成都第一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60
乳酸左氧氟沙星氯

化钠注射液
—— 注射液 300mg/100ml 玻璃输液瓶100ml/瓶 瓶 全市 SHJY20100102 必康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61 转化糖注射液 —— 注射液
250ml(6.25g/6.25

g)
聚丙烯输液瓶 塑瓶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必康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62 血塞通注射液 —— 注射液 200mg/2ml×10支 安瓿 盒 全市 SHJY20100102 必康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63 血塞通注射液 —— 注射液 10ml:0.25g*5支 安瓿 盒 全市 SHJY20100102 必康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64
环磷腺苷氯化钠注

射液
—— 注射剂 250ml/瓶 玻璃输液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必康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65
环磷腺苷氯化钠注

射液
—— 注射剂 250ml/瓶 聚丙烯输液瓶 塑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必康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66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18AA-V）
—— 注射剂

100ml：3.224g
（总氨基酸）与5g

木糖醇
玻璃输液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必康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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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18AA-V）
—— 注射剂

250ml：8.06g（总
氨基酸）与12.5g

木糖醇
玻璃输液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必康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68
复方氨基酸注射液

（18AA-V）
—— 注射剂

500ml：16.12g
（总氨基酸）与

25g木糖醇
玻璃输液瓶 瓶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必康制药江苏有限公司

必康制药新沂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

69 美沙拉秦栓 —— 栓剂 1.0g*28枚 双铝水泡眼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Ferring GmbH(Pharbil Pharma

GmbH)
Ferring GmbH(Ferring

International Center SA)

70 黄连上清片 —— 片剂

48片/盒,药品包装
用铝箔、聚氯乙烯
固体药用硬片，每
盒装2板，每板24

片。

48片/盒,药品包装用铝箔
、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

片，每盒装2板，每板24片
。

盒 全市 SHDJ20160100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1 香丹注射液 —— 注射剂
2ml/支,低硼硅玻
璃安瓿装，每盒装

10支。

2ml/支,低硼硅玻璃安瓿
装，每盒装10支。

支 全市 SHDJ20160100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2 藿香正气水 —— 酊剂

10ml*10支/盒,口
服液体用聚氯乙烯
/低密度聚乙烯药
品包装用复合硬片
包装，每盒装10支

。

10ml*10支/盒,口服液体用
聚氯乙烯/低密度聚乙烯药
品包装用复合硬片包装，

每盒装10支。

盒 全市 SHDJ20150100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3 柴胡注射液 —— 注射剂
2ml/支,低硼硅玻
璃安瓿装，每盒装

10支。

2ml/支,低硼硅玻璃安瓿
装，每盒装10支。

支 全市 SHDJ20150100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4 奥美拉唑肠溶片 —— 片剂

10mg*36片/盒,药
品包装用铝箔、聚
氯乙烯固体药用硬
片，每盒装2板，

每板18片

10mg*36片/盒,药品包装用
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
硬片，每盒装2板，每板18

片

盒 全市 SHDT20150102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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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马来酸曲美布汀片 —— 片剂

0.1g*30片/盒,药
品包装用铝箔、聚
氯乙烯固体药用硬
片，每盒装30片。

0.1g*30片/盒,药品包装用
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
硬片，每盒装30片。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6 碘解磷定注射液 —— 注射剂
20ml：0.5g/支,低
硼硅玻璃安瓿装，

每盒装5支。

20ml：0.5g/支,低硼硅玻
璃安瓿装，每盒装5支。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7 马来酸曲美布汀片 —— 片剂

0.2g*20片/盒,药
品包装用铝箔、聚
氯乙烯固体药用硬
片，每盒装20片。

0.2g*20片/盒,药品包装用
铝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
硬片，每盒装20片。

盒 非基层 SHDT20150103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8 维生素B6注射液 —— 注射剂
2ml：0.1g/支,低
硼硅玻璃安瓿装，

每盒装10支。

2ml：0.1g/支,低硼硅玻璃
安瓿装，每盒装10支。

支 全市 SHDJ20150200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9 三黄片 —— 片剂

48片/盒/盒,药品
包装用铝箔、聚氯
乙烯固体药用硬
片，每盒装2板，

每板24片。

48片/盒/盒,药品包装用铝
箔、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
片，每盒装2板，每板24

片。

盒 全市 SHDJ20150100 开开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信合援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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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醋酸去氨加压素注射液 —— 注射液 1ml:15ug 西林瓶装 西林瓶装,每盒5瓶 支 非基层 SHDT20150103 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包装方式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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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葵胶囊 —— 硬胶囊 0.5g*10'*3板 0.5g*15粒'*2板
PVDC-铝箔复合

包装。
盒 非基层 SHYP20140100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每盒中标价不变

2 米力农注射液 —— 注射剂 10ml：10mg
(10ml:10mg)*3支

/盒
安瓿 支 非基层 SHYP20140100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每支中标价不变

药品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附件4：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更正前剂

型
更正后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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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射用单磷酸阿

糖腺苷
—— 粉针剂 注射剂 100mg

管制注射剂玻璃瓶（丁
基胶塞），5瓶/盒

瓶 非基层 SHYP20130400 甘肃成纪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药品剂型更正明细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