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变更前企业名称 变更后企业名称 备注

1 乳果糖口服溶液 杜密克 口服溶液剂 瓶 200ml：133.4g/瓶,高密度聚乙烯瓶
Abbott Healthcare Products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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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阿达木单抗注射液 修美乐 注射剂 支
40mg/0.4ml，1支预填充式注射笔/盒,在发泡包装内

含有一支预填充式注射笔，附一个酒精棉擦

AbbVie Ltd

（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

Co.KG）

AbbVie Deutschland GmbH & Co.KG

(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 Co.KG)

3 舒洛地特注射液 伟素 注射剂 支 2ml:600LSU/支,安瓿装，10支/盒
ALFASIGMA S.p.A.

（ALFASIGMA S.p.A.）
ALFASIGMA  S.p.A.

4 替格瑞洛片 普通片 盒 60mg*14片/盒,PVC/PVDC泡罩包装 AstraZeneca AB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5 长链脂肪乳注射液(OO) 克凌诺 注射液 袋 20%×250ml/袋,软袋包装
Clintec Parenteral

(Baxter S.A.)
Baxter S.A.

6 乌美溴铵维兰特罗吸入粉雾剂 欧乐欣 吸入粉雾剂 盒

乌美溴铵 62.5μg与三苯乙酸维兰特罗25μg *30吸/盒,

每盒内装1个易纳器，密封于复合铝箔盒中，盒内放

有硅胶干燥剂袋。易纳器内置2条铝箔泡罩条，每条

排列30个泡罩.

Glaxo Group Limited

（Glaxo 0perations UK Ltd）

GlaxoSmithKline（Ireland）Limited

（Glaxo Operations UK Ltd）

7 多糖铁复合物胶囊 力蜚能 硬胶囊 盒 0.15g*10'/盒,铝塑包装
Kremers Urban Pharmaceuticals Inc.

(优时比（珠海）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Kremers Urban Pharmaceuticals Inc.

8 黄体酮阴道缓释凝胶 凝胶剂 盒
8%(90mg)*15支/盒,本品预装于一次性白色聚乙烯给

药器内

MERCK SERONO LIMITED

(Fleet laboratories limited)

MERCK SERONO LIMITED

（DENDRON BRANDS LIMITED）

9 孟鲁司特钠咀嚼片 顺尔宁 咀嚼片 盒 5mg*5片/盒,铝塑板,5片/盒

Merck Sharp & Dohme B.V.(Merck

Sharp & Dohme Ltd.)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N.V.Organon (Organon Pharma (UK)

Limited)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规格包装变更：5mg*5片/盒,铝塑板变更为
5mg*5片/盒,铝塑板,5片/盒

10 舒更葡糖钠注射液 布瑞亭 注射剂 瓶
2ml（按舒更葡糖钠活性实体与单-羟基舒更葡糖钠活

性实体的总量计）/瓶,玻璃瓶，10瓶/盒

Merck Sharp & Dohme Limited

(Patheon Manufacturing Services

LLC)

Merck Sharp & Dohme B.V.

（Patheon Manufacturing Services LL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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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mited

（Novartis Farmaceutica S.A.）
Novartis Europharm Limited

(Siegfried Barbera, S.L.)

12 注射用甲磺酸去铁胺 得斯芬 注射剂 盒 0.5g*10瓶/盒,玻璃瓶；0.5g*10瓶/盒

Novartis Pharma GmbH

(Wasserburger Arzneimittelwerk

GmbH)

Novartis Pharma Schweiz AG

（Wasserburger Arzneimittelwerk GmbH）

13 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 薄膜衣片 盒 5mg/10mg*7片/盒,铝铝水泡眼包装

Pfizer Manufacturing Deutschland

GmbH(Betriebsstatte Freiburg)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14 利奈唑胺片 斯沃 薄膜衣片 盒 600mg*10片/盒，水泡眼包装
Pharmacia & Upjohn Company

(Pfizer Pharmaceuticals LLC)

Pfizer Pharma PFE GmbH

(Pfizer Pharmaceuticals LLC)

15 托珠单抗注射液 雅美罗 注射剂 支 4ml:80mg/支,玻璃瓶装
Roche Pharma (Schweiz) Ltd.

(Chugai Pharma Manufacturing Co.,

Ltd.)

Roche Pharma（Schweiz）AG

（Chugai Pharma Manufacturing Co.,Ltd）

16 骨化三醇胶丸 罗盖全 软胶囊 盒 0.25ug*10'/盒,铝塑泡罩

Roche Pharma (Schweiz) Ltd.

（Catalent Germany Eberbach

GmbH）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Roche Pharma（Schweiz）AG（Catalent

Germany Eberbach GmbH）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17 阿仑膦酸钠片 福善美 普通片 盒 70mg*1片/盒,铝塑板，1片/盒
Savio Industrial S.r.L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N.V.Organon (Savio Industrial S.r.L)

(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分包装)

18 加替沙星滴眼液 眼用制剂(滴眼剂) 盒
0.3%(8ml:24mg)/支*1支/盒，低密度聚乙烯药用滴眼

剂瓶
安徽省双科药业有限公司

合肥立方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双科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19 玻璃酸钠滴眼液 滴眼剂 盒
0.3%(0.8ml:2.4mg)*5支/袋*4袋/盒，低密度聚乙烯单

剂量药用滴眼剂瓶，铝塑袋包装
北京汇恩兰德制药有限公司

欧康维视生物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汇恩兰德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0 感冒清热胶囊 硬胶囊 盒 450mg×12粒×2板/盒,铝塑板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亚东生物制药（安国）有限公司受委

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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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变更前企业名称 变更后企业名称 备注

21 胞磷胆碱钠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剂 瓶
100ml：胞磷胆碱钠0.25g与氯化钠0.9g/瓶，玻璃输

液瓶，100ml/瓶
福建省兴源集团(莆田)药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兴源集团(莆田)药业有限公司

(福建天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2 甲硝维参阴道栓 栓剂 盒 每粒含甲硝唑0.5g*8粒/盒,固体药用复合硬片 哈尔滨欧替药业有限公司 哈尔滨田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3 碳酸钙D3片 薄膜衣片 盒

碳酸钙1.5克(相当于钙600毫克)，维生素D3 125国际

单位*120片/瓶*3瓶/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

瓶

海南赛立克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同达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海南金泰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同达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规格包装变更：碳酸钙1.5克(相当于钙600
毫克)，维生素D3 125国际单位*120片/瓶
*3瓶/盒变更为碳酸钙1.5克(相当于钙600
毫克)，维生素D3 125国际单位*120片/瓶
*3瓶/盒；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瓶

24 冬凌草胶囊 胶囊剂 盒
每粒装0.3g*10粒*6板/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硬片、

药用铝箔
河南省济源市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25 肝素钠封管注射液 注射剂 支 5ml:500单位x5支/盒,中硼硅玻璃安瓿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麦康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6 多维元素片(23) 口服普通片 瓶 复方，30片/瓶,高密度聚乙烯瓶装，铝箔封口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重庆海默尼制药有限公司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27 黄葵胶囊 胶囊剂 盒
0.43g（相当于饮片2g）*15粒/板*3板/盒,聚氯乙烯/聚

偏二氯乙烯固体药用复合硬片、药品包装用铝箔复合
包装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0.43g（相当于饮片2g）
*15粒/板*3板/盒,PVDC-铝箔复合包装变更
为0.43g（相当于饮片2g）*15粒/板*3板/
盒,聚氯乙烯/聚偏二氯乙烯固体药用复合

硬片、药品包装用铝箔复合包装
28 健胃消炎颗粒 颗粒剂（无糖型） 盒 5g*5袋（无糖型）/盒,铝塑复合膜包装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 清宣止咳颗粒 颗粒剂 盒 10g*5袋/盒,铝塑复合膜包装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氢化泼尼松注射液 注射液 盒 2ml：10mg*10支，安瓿
江西国药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艾施特制药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江西艾施特制药有限公司

31 抗宫炎片 片剂（薄膜衣片） 盒 0.3g×144片/盒,铝塑 江西天施康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康恩贝天施康药业有限公司

32 厚朴排气合剂 合剂（中药） 瓶 50ml，棕色玻璃瓶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3 厚朴排气合剂 合剂（中药） 瓶 100ml，棕色玻璃瓶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4 注射用左卡尼汀 律定方 注射剂(冻干粉针) 盒
1g/瓶，10瓶/盒，钠钙玻璃模制注射剂瓶/低硼硅玻璃

管制注射剂瓶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1g,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
瓶，10瓶/盒变更为1g/瓶，10瓶/盒，钠钙
玻璃模制注射剂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

瓶
表述剂型变更：注射用无菌粉末变更为注

射剂(冻干粉针)

35 茶碱缓释片 缓释片 盒 0.1g*15片/板*1板/盒,双铝复合膜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0.1g*15/盒,铝塑泡罩变更

为0.1g*15片/板*1板/盒,双铝复合膜

36 盐酸小檗碱片 薄膜衣片 盒 0.1g×12片/板×4板/盒/盒,铝塑泡罩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7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 力扬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1.5g/瓶,钠钙玻璃模制注射剂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8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 力扬 注射剂(冻干粉针) 瓶
2.0g/瓶,钠钙玻璃模制注射剂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表述剂型变更：注射用无菌粉末变更为注
射剂(冻干粉针)

39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粉针剂（冻干） 瓶
1.125g(8：1)/支*10瓶/盒，钠钙玻璃模制注射剂瓶/低

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0 注射用美洛西林钠 力扬 注射用无菌粉末 瓶
3.0g/瓶,钠钙玻璃模制注射剂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

剂瓶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1 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肠溶片 盒 10mg×2*6片/板/盒,双铝复合膜包装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制药（高密）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规格包装变更：10mg×12片/盒,双铝泡罩
变更为10mg×2*6片/板/盒,双铝复合膜包

42 银翘解毒胶囊 胶囊剂 盒 每粒装0.4g*36粒/盒，药用PVC、铝箔包装 山西振东开元制药有限公司 山西振东五和堂制药有限公司

43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肠溶片 盒
60单位×60片/盒,药用聚氯乙烯（PVC）硬片+药品包

装用铝箔
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金城素智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规格包装变更：60单位×60片/盒,铝塑泡
罩变更为60单位×60片/盒,药用聚氯乙烯

（PVC）硬片+药品包装用铝箔

44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肠溶片 盒
120单位×48片/盒,药用聚氯乙烯（PVC）硬片+药品

包装用铝箔
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上海金城素智药业有限公司受委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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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变更前企业名称 变更后企业名称 备注

45 丁细牙痛胶囊 硬胶囊 盒 每粒装0.45g,12粒/板*2板/盒,铝塑泡罩包装 深圳市泰康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泰康制药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每粒装0.45g,12粒/板*2板
/盒,铝塑板包装变更为每粒装0.45g,12粒/

板*2板/盒,铝塑泡罩包装
表述剂型从无变更为硬胶囊

46 丁细牙痛胶囊 硬胶囊 盒 每粒装0.45g,12粒/板*1板/盒,铝塑泡罩包装 深圳市泰康制药有限公司 广东泰康制药有限公司

规格包装变更每粒装0.45g,12粒/板*1板/
盒,铝塑板包装变更为每粒装0.45g,12粒/

板*1板/盒,铝塑泡罩包装
表述剂型从无变更为硬胶囊

47 双氯芬酸钠滴眼液 迪非 滴眼剂 盒
0.4ml：0.4mg（0.1%）（含玻璃酸钠）/盒,低密度聚

乙烯单剂量滴眼剂瓶，20支/盒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兴齐眼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生

产)

48 酪酸梭菌活菌胶囊 米桑 硬胶囊 盒 200mg×12粒×3板/盒,聚酯/铝/聚乙烯药用复合膜包装 远大生物制药（重庆）有限公司 远大生命科学（重庆）有限公司

49 十一酸睾酮软胶囊 诺仕 软胶囊 盒 40mg*12粒*2板/盒, 铝塑包装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受

委托生产)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50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注射液 袋
100ml：左氧氟沙星（按C18H20FN3O4计）0.5g与

氯化钠0.9g，100ml/袋，五层共挤输液用袋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新昌制药

厂受委托生产)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51 盐酸帕罗西汀片 赛乐特 薄膜衣片 盒 20mg×10片/盒,铝塑泡罩,(薄膜衣片)

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葛兰素史克（天津）有限公司受委托

生产)

葛兰素史克（天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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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单位 变更前规格包装 变更后规格包装 企业名称 备注

1 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 吸入溶液 盒 1.5ml（3ml:0.3g）/支，安瓿瓶装，10支/盒 1.5ml/支（适用于儿童），安瓿瓶装，10支/盒 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

2 吸入用乙酰半胱氨酸溶液 吸入制剂 支 6ml(3ml:0.3g)/支,安瓿瓶装,10支/盒 6ml/支,安瓿瓶装,10支/盒 海南斯达制药有限公司

3 肾炎四味片 薄膜衣片 瓶
每片重0.36g*20片/板*6板/盒，聚氯乙烯固体药用

硬片/药品包装用铝箔包装

每片重0.36g*120片/瓶，口服固体药用高密度聚乙

烯瓶
湖北亿雄祥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包装单位变更：盒变瓶

规格包装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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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序号 药品通用名 商品名 剂型 单位 规格包装 企业名称 备注

1 抗人白介素-8鼠单抗乳膏 恩博克 乳膏剂 盒 0.045mg/g，10g/支/盒，铝塑药用复合软膏管，1支/盒 大连亚维药业有限公司 增加商品名

信息变更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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