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淼即′晕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务处

公示医院⒛21年第 3次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
委员会会议相关决议

根据医院相关规定,现将我院⒛21年第 3次药事会决议中

涉及药品品规调出、引进、更换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3天 。

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书面形式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不

受理匿名异议。联系人:冉老师/王老师,联系电话: (68)

774370/774769。

附件:2021年 第 3次药事会品规调出、引进及更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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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 3次药事会调出、引进、更换结果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生产企业 表决结果

鼻炎灵片 0,3g*48 洛阳宁竹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2 独一味胶烫 0.3g*65 康县独一味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3 琥I自酸索利那新片 5mg★ 10
Aste丨 丨as Pharma Europe B.V.

安斯泰来制药 (中国 )有限公司
调出

4 缬沙坦胶囊 80mg★ 7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维 C银翘片 1丿叶
*30

江西南昌桑海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调 出

6 愈心痛胶囊 0.33g*24 大连盛泓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7 鼻舒适片 1片★60 广东新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8 依托咪酯乳状注射液 10rn|∶ 20mg B,Braun Medical AG 调出

9 注射用卡络磺钠 60mg 海南通用康力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0 甲苯磺酸拉帕替尼片 250mg*70

G|axo operations UK Linnited`

ltrading as GIaxo、 Ⅳe"Come

operauons)

调出

11 盐酸美西律片 50mg*100 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12 咪唑斯汀缓释片 10mg*7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1
⊥ 甲磺酸双氢麦角毒碱片 1mg★ 50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4 转化糖注射液 250ml 四川美大康佳乐药业有限公司 调 出

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 20mg*14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调 出

16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40mg 湖南一格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7 注射用兰索拉唑 30mg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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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注射用艾普拉唑钠 10mg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调出

19 注射用阿奇县素 0.5g 海南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20 注射用阿奇罂素 o.25g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 出

21 利奈唑胺匍甸糖注射液 300m丨 :0.6g 湖南科伦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22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

液
0,5g∶ 100m|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乳酸左氧氪沙星氯化钠

注射液
0.3g∶ 100m丨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调出

24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0,75g 山东润泽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25 注射用头孢呋辛钠 0,75g
意大利依赛特大药厂

(珠海经济特区粤康医药有限公司)

调出

26 氟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0,2g∶ 100m丨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引进

27 氪康唑氯化钠注射液 0.2g∶ 100m丨 安徽环球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8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o,5g
齐鲁安替制药有限公司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

引进

29 注射用头孢曲松钠 2g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30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1g

浙江华润三九众益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华润九新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

产 )

引进

31 注射用头孢唑林钠 1g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32 注射用头孢他啶 1g 福安药业集团庆余堂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33 注射用头孢他啶 1g 国药集团致君(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34 注射用头抱他啶 1g 重庆科瑞制药 (集团 )有限公司 调 出

●
° 阿昔洛韦片 0.2g*24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引迸

36 阿昔洛韦片 0,1g*24 浙江亚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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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阿营洛韦咀嚼片 0,4g*20 山东淄博新达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38 注射用更昔洛韦 o.25g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引进

39 注射用更昔洛韦 0.25g 湖南五洲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40 盐酸罗哌卡因注射液 10ml∶ 100mg 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刀
叶 苯磺顺阿曲库铵注射液 5m丨 :10nng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迸

42 注射用苯磺顺阿曲库铵 5mg 上药东英 (江苏 )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43
脂肪乳氨基酸(1Tl葡萄

糖(11%)注射液
1440m丨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44 比卡鲁胺片 50mg★ 28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45 比卡鲁胺片 50mg*28 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46 沙格列汀片 5mg*7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扬州市三药制药有限公司受托生产 )

引进

47 硫辛酸注射液 12m|∶ 0.3g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48 硫辛酸注射液 12m|∶ 0.3g 丹东医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调出

49 阿法骨化醇片 o.25ug*30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引进

50 町去骨化醇片 0,5ug*10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调出

51 盐酸西那卡塞片 25mg*20 北京百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引迸

52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nng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
引进

53 注射用胸腺法新 1,6mg
苏州天马医药集团天吉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
调出

54 奥沙利铂注射液 50mg 齐鲁制药 (海南 )有限公司 引进

奥沙利铂甘露醇注射液 0.1g∶100m|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 出

56 多西他赛注射液 o.5rnl∶ 20mg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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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多西他赛注射液 1,5m|∶ 60mg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58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200mg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59 注射用盐酸吉西他滨 200mg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调出

60
吸入用复方异丙托溴铵

溶液
2,5m丨

仁合利健制药 (天津 )有限公司

(河北仁合益康药业有限公司受托生

产 )

引进

‘
υ 吸入用异丙托溴铵溶液 2ml∶0.5nng 四川普锐特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62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2m丨:1mg 四川普锐特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63 吸入用布地奈德混悬液 2ml∶1mg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64 注射用艾司奥美拉唑钠 40mg 辽宁海思科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65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5mⅡ0,25nng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66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5m|∶ 0,25mg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67 盐酸帕洛诺司琼注射液 5m10,25nng 齐鲁制药 (海南 )有限公司 调出

68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50mg*30 远大医药 (中国 )有限公司 引进

69 酒石酸美托洛尔片 25mg★ 20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70 盐酸乐卡地平片 10mg*14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71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2nη 丨:30mg
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

司
引进

72 盐酸法舒地尔注射液 2n∩ I∶30mg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
` 盐酸贝那普利片 10mg*14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74 盐酸贝那普利片 10mg*14 上海新亚药业闵行有限公司 调出

75 达比加群酯胶囊 150mg*30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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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达比加群酯胶瑷 150mg★ 10

BoehringerIngelheim Phar:η a

GmbH&Co,KG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77 达比加群酯胶瑷 110mg★ 30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引进

78 达比加群酯胶囊 110mg*10

BoehHngerIngeIheim Pharrη a

GmbH&Co.KG

上海勃林格殷格翰药业有限公司

待医院向大学请

示是否执行重庆

市医保局渝卫发

〔⒛ 21〕 38号后

执行

79 利伐沙班片 10mg★ 14 吉林四环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80 氯化钾缓释片 0.5g*48 深圳市中联制药有限公司 引迸

81 氯化钾缓释片 0.5g女48
上海海虹实业 (集团 )巢湖今辰药业

有限公司
调出

82 枸橼酸氢钾钠颗粒
2.4275g/2.5g

*40 湖南九典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83 盐酸文拉法辛缓释胶囊 75mg*14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84 碘克沙醇注射液 100m丨 32g 上海司太立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85 青柏洁身洗液 200m| 西安仁仁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86 小儿消积止咳口服液 10rn丨
*12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87 药艾条 28g*5 江苏康美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88 银黄含化片 1丿十
*36 鲁南厚普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89 皮肤康洗液 50m丨 北京华洋奎龙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90 补肾益寿胶囊 0.3g*60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调出

91 荡石片 1片艹36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调出

92 锡类散 3g 精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留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o
冫 化瘀祛斑胶殛 0,32g*50 山西仁源堂药业有限公司

保留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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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呋喃唑酮片 100mg*10o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ο

, 注射用磷粤素钠 4,Og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并纳入 《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96 氖哌啶醇注射液 1m|∶5mg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 引进

97 甲氨蝶呤片 2.5mg★ 16 通化茂祥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98 氯解磷定注射液 2mI∶ 250mg 通化惠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99 枸橼酸氯米芬片 50mg*10

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MEDOCHEMIE LTD(CENTRAL

FACTORY)

引进

100 萘普生片 100mg*100 成都锦华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01 十一酸辜酮软胶裂 40mg★ 24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引进

102 注射用丝裂霉素 10mg 瀚晖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103 盐酸索他洛尔片 80mg*14 鲁南贝特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104 维 A酸片 10mg*20 上海中华药业有限公司 引迸

n
υ 胰岛素注射液 10m|400IU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引进

106 右旋糖酐铁注射液 2m丨△00mg

so丨 upharFη Pharmazeutische

Erzeugnisse GmbH

(科园信海 (北京 )医疗用品贸易有

限公司 )

引进

107 硫酸鱼精蛋自注射液 5m丨 :50mg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108 氟哌啶醇片 2mg★100 宁波大红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109 盐酸哌唑嗪片 1mg*100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引进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110 冰樟桉氟轻松贴矸
4cm★ 6.5Cm★4

贝占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111 小JLg酚烷胺颗粒 9袋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和仁和堂药业有限

公司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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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盐酸去氧肾上腺素注射

液
1m1△0mg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并纳入 《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113 呋塞米片 20mg*100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14 联苯双酯滴丸 1.5mg*250 万邦德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引进

115 盐酸氯丙嗪注射液 2mI∶ 50mg 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引迸

116 注射用盐酸平阳鎏素 8mg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117 盐酸普罗帕酮注射液 20m丨 :70mg 上海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18 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 2nl丨 :0.4nng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19 注射用硫酸长春新碱 1mg 深圳万乐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20 醋酸甲羟孕酮片 2mg / 调出

121 重组促卵泡素β注射液 0.36m|∶300IU

Vetter Pharma-Fertigung GmbH

&Co。 KG

(上海默沙东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

引进

122 异烟胼注射液 2m|∶ 100mg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23 地西泮注射液 2m|∶ 10mg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24 甲氧氯普胺片 5mg*100 云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引迸

125 盐酸普萘洛尔片 10mg*100 常州康普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26 罂粟乙碘油注射液 10m丨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127 盐酸精氨酸注射液 20ml∶ 5g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28 维生素 K1注射液 1m|∶ 10mg 上海现代哈森 (商丘 )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29 叶酸片 5mg★ 100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130 注射用尿激酶 25万单位 南京南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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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氢甲苯酸注射液 10ml∶ 100mg 山东圣鲁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132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20mL∶400mg 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133 盐酸利多卡因注射液 5mL100mg 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134 复方芦丁片 1J+*100 世贸天阶制药 (江苏 )有限责任公司 调出

135 盐酸地芬尼多片 25mg礻 30 江苏四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36 眼氨肽注射液 2m丨 :2g 天津生物化学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37 胱氨酸片 50mg / 调 出

138 正红花油 20m| 江西同德药业发展有限公司 调出

139 正红花油 25m丨 成都东洋百信制药有限公司 融

140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10ml*6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调出

141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 10n∩ |*12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更换

142 鼻窦炎口服液 10m丨
★10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阎药厂有限公司 调出

143 鼻卖炎口服液 10m丨
*6 太极集团重庆桐君阁药厂有限公司 更换

144 柴胡注射液 2m丨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制药二厂 调出

145 柴胡注射液 2m| 河南省康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换

146 黄连上清丸 6g*10 太极集团重庆中药二厂有限公司 调出

147 黄连上清丸 6g*10 河南润弘本草制药有限公司 融

148 冰黄肤乐软膏 20g 西藏海容唐果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149 冰黄肤乐软百 30g 西藏海容唐果药业有限公司 融

150 连花清瘟胶囊 0.35g*24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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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花清瘟颗粒 6g*10 北京以岭药业有限公司 更换

152 黄葵胶囊 o,5g*30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153 黄葵胶瑷 o。 43g★ 30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融

154 血美安胶≡ 0.27g*60 湖北民康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血美安胶垂 0.27g艹 60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正鑫药业有限公司 融

156 风油精 3m丨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157 产复康颗粒 5g*15 广东三顺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58 产复康颗粒 20g*12 广东三顺制药有限公司 更换

159 神衰康胶囊 0.36g*40 沈阳双鼎制药有限公司 调 出

160 妇科养荣胶瑷 o,35g*36 陕西得安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调 出

∠
° 逍遥丸

200丸

l3g/g丸)

芜湖张恒春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162 逍遥丸 60g 湖北香连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更换

'
ˇ 玉泉颗粒 5g*12

北京同仁堂股份天然药物(唐山)有限

公司
调 出

164 玉泉胶至 o.5g★ 40 因科瑞斯药业 (营口 )有限公司 更换

165 胃复春片 o.36g★ 150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166 胃复春胶囊 o.35g★ 60 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更换

167 注射用青珲素钠 4007≡ IU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 出

168 注射用青霉素钠 400,E IV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融

169 注射用青霉素钠 1607歹 IU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170 注射用青霉素钠 160万 IU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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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注射用米卡芬氵钳内 50mg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换

172
注射用两性零素 B脂质

体
10mg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173 呋喃要因肠溶片 50mg*100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174 呋喃要因肠溶片 50mg· 100 云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醯

175 青冬素 V钾片 0.236g*12 重庆科瑞制药 (集团 )有限公司 调出

176 青霉素 V钾片 0.236g*24 浙江币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融

177 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 2m丨 :200mg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178 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 2ml∶ 200mg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融

179
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

糖(11%)注射液
1440mI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Fresenius Kabi AB
调出

180
脂肪乳氮基酸 (17)葡

萄糖 (1g%)注射液
1026ml

费森尤斯卡比华瑞制药有限公司

Fresenius Kabi AB
赖

181 西咪替丁注射液 2n叫 :200mg 广州自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82 西咪替丁注射液 2m丨 :200mg 江苏涟水制药有限公司 嫩

183 利福平胶爱 0,15g★ 100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184 利福平胶至 0.15g*120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更换

185 肝素钠注射液 2m丨 △.25万 IU 成都市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186 肝素钠注射液 2mⅡ 1.257≡ IU 江苏万邦生化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更换

187 注射用绒促性素 2000IU 马鞍山丰原制药有限公司 调 出

188 注射用绒促性素 2000IU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融

189 注射用呋塞米 20mg 海南皇隆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 出

190 呋塞米注射液 2m丨 :20mg 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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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复方氢基酸注射液

3AA
250m|∶ 10,65g 湖北长联杜勒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92
复方氢基酸注射液

3AA
250ml∶ 10,65g 宜昌三峡制药有限公司 更换

193 双歧杆菌四联活面片 500mg*24 杭州远大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94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片 500mg艹 30 杭州远大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嫩

^
ν

注射用二乙酰氢乙酸乙

二胺
400mg 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196
二乙酰氢乙酸乙二胺注

射液
2n∩ l∶400mg 湖南五洲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融

197 瞵甲酸钠乳膏 5g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198 瞵甲酸钠乳膏 10g 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晶目录》

199 维生素 B1片 10mg★ 100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调 出

200 维生素 B1片 10mg★ 100 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融

201 谷维素片 10mg*100 上海青平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202 盐酸雷尼替丁胶爱 150mg*30 佛山手心制药有限公司 调 出

203 盐酸雷尼替丁胶瑷 150mg★ 30 苏州弘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融

204 注身寸用顺铂 10mg 齐鲁制药 (海南 )有限公司 调出

205 顺铂注射液 2ml∶ 10mg 云南植物药业有限公司 更换

206 艾司唑仑片 1mg*120 山东信谊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207 艾司唑仑片 1mg*20 华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耿

208 卡前列甲酯栓 0.5mg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209 卡前列甲酯栓 1mg 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更换

210 注射用亚叶酸钙 100mg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调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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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注射用亚叶酸钙 0,1g 北京双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换

212 硝酸甘油注射液 1m丨 :5mg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13 硝酸甘油注射液 1ml∶ 5mg 山东圣鲁制药有限公司 融

214
右旋糖酐 40葡萄糖注

射液
500n叫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 出

215
有旋糖酐 40葡萄糖注

射液
500m丨 赤峰源生药业有限公司 赖

216 氧化锌软啻 20g 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217 氧化锌软鬻 20g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更换

218 利可君片 20mg*32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 出

219 利可君片 20mg*72 江苏吉贝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融

220 卡马西平片 100mg*100 亻耳口堂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221 卡马西平片 100mg*100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更换

222 多酶片 1丿叶
★100 四川依科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223 依托泊苷软胶瑷 50mg★ 10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24 依托泊苷软胶囊 25mg★40
shibakawa P|ant`F刂 i Capsu|e

Co.`Ltd(深圳万维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融

225 醋甲唑胺片 50mg*10 杭州仟源保灵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226 醋甲唑胺片 25mg★ 10 杭州仟源保灵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227 盐酸普鲁卡因注射液 2m丨 :40mg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28 盐酸普鲁卡因注射液 2m|∶40mg 新乡市常乐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融

229 多维元素片口gl 1片*60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230 多维元素片口gl 1片*60 惠氏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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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卡泊三醇软自 10g
澳美制药厂

(海南天祥药业有限公司 )

调出

232 卡泊三醇软亩 30g
澳美制药厂

(海南天祥药业有限公司 )

更换

233 注射用硝普钠 50mg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34 注射用硝普钠 50mg 广东宏远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蕻

235 盐酸胺碘酮片 200mg*10 赛诺菲 (北京 )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236 盐酸胺碘酮片 200mg*10 宁波大红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换

237 托伐普坦片 15mg*5 浙江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238 托伐普坦片 15mg*7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有限公司 融

239 富马酸酮替芬片 1mg*60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调出

240 富马酸酮替芬片 1mg*60 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更换

241 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4mg★ 100 山西汾河制药有限公司 调 出

242 马来酸氯苯那敏片 4mg*100 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 瞰

243 盐酸普罗帕酮片 50mg· 100 上海信谊天平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244 盐酸普罗帕酮片 50mg*50 江苏鹏鹞药业有限公司 更换

245 氨茶碱片 1o0mg*100 云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调出

246 氨茶碱片 100mg艹 100 山东鲁抗医药集团赛特有限责任公司 赖

247
o.9%氯化钠注射液(玻

瓶 )

500n1|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48
o,9%氯化钠注射液(玻

瓶 )

500mI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 融

249 盐酸罗格列酮片 4mg*12 贵州圣济堂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250 盐酸罗格列酮片 4mg*14 浙江万晟药业有限公司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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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枸橼酸铋钾颗粒
0,3g∶ 110mg★

56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调出

252 枸橼酸铋钾胶裳
o.3g∶ 110mg★

40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更换

253 氧氟沙星滴眼液 8nlI∶ 24mg 广东宏盈科技有限公司 调 出

254 氧氟沙星滴眼液 5m丨 :15mg 武汉五景药业有限公司 更换

255 夫西地酸乳营 10g 澳美制药厂(海南天祥药业有限公司 ) 调出

256 夫西地酸乳亩 15g 澳美制药厂(海南天祥药业有限公司 )

引进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晶目录》

257 法莫替丁片 20mg*24 湖南迪诺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58 法莫替丁片 20mg★ 30 上海上药信谊药厂有限公司 融

259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5mg★20 重庆科瑞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 调出

260 盐酸氟桂利嗪胶囊 5mg*20 山东方明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融

261 红景天口服液 10m丨
*12

西臧槭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引迸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262 肾炎片 1片·g0 浙江天一堂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晶目录》

263 钠石灰 500g 重庆鹏程制药有限公司钙化厂
引进并纳入 《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264 盐酸奥布卡因滴眼液 20ml 参天制药 (中国)有限公司
引进并纳入 《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265 注射用吲n+Rt绿 25mg 丹东医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引进并纳入《供应

困难药品目录》

266 注射用盐酸万古罂素 0.5g

政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台湾 )

北京润美康医药有限公司

引进

267 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 0.5g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68 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10m|△g 四川美大康华康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269 葡萄糖酸钙注射液 10ml∶ 1g 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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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乳果糖口服溶液 100ml 四川健能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
'

0
‘ 乳果糖口服溶液 100m丨 北京韩美药品有限公司 调 出

272 盐酸罂粟碱注射液 30mg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273 注射用盐酸罂粟碱 30mg 山东北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274 注射用氪尿嘧啶 0,25g 海南卓泰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275 氟尿嘧啶注射液 o.25g 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 调 出

276 注射用盐酸表柔比星 10mg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277
吸入用乙酰半胱氢酸溶

液
3ml∶ 300mg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278 二羟丙茶碱注射液 2m丨 :250mg 山西太原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279 二羟丙茶碱注射液 2rn丨 :250mg 石药银湖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280 普伐他汀钠片 20mg*7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281 乌拉地尔注射液 5n∩ l∶25mg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引进

282 甘草酸二铵胶瑷 50mg*12 山西同达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283 间苯三酚注射液 4m丨:40mg 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284 注射用间苯三酚 40mg 湖北午时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85 缩宫素注射液 1m丨 :5IU 安徽宏业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286 缩宫素注射液 1m丨⒖IU 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 调 出

287 重酒石酸间羟胺注射液 1m丨 :10mg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288 重酒石酸间羟胺注射液 1m|∶ 10mg 北京市永康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289 垂体后叶注射液 1m丨⒗IU 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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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注射用促皮质素 25U 上海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o
,

0
∠ 黄体酮注射液 1m丨 :20mg 山西晋新双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引进

292 黄体酮注射液 1n刊 :10mg 天津佥耀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293 注射用硫代硫酸钠 0,64g 上海上药新亚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294 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 1mⅡ 1mg 广州自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295 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 1ml∶ 0,5mg 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296 注射用甲硫酸新斯的明 1mg 江苏九旭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297 乳酸依沙吖啶注射液 2m丨 :50mg 四川孛鉴堂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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