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孱繁晕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务处

公示医院⒛”年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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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 年第 2次药事会决议中

涉及药品品规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3天。公示期内,任

何单位和个人可以书面形式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不 受理匿名异

议。联系人:游老师/周 老师,联系电话:(68)755301/774769。

附件:2022年第 2次药事会药品调整相关决议

陆军

药事会

⒛22年 6月 9日



2022年第 2次药事会药品调整相关决议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简称 表决结果

1 尿毒清颗粒 5g★ 18 康臣药业 调出

2 益肾化湿颗粒 10g*9 广州康臣 调出

3 他克莫司胶囊 0,5mg*50 杭州中美 调出

4 他克莫司胶囊 0.5mg★50 浙江弘盛 引进

5 他克莫司胶囊 (铝塑 ) 0,5mg★50 浙江海正 不引进

6 他克莫司胶囊 1mg*50 杭州中美 调出

7 他克莫司胶囊 1mg*50 国药川抗 引进

8 他克莫司胶囊 1mg*48 浙江弘盛 不引进

9 他克莫司胶囊 (铝塑 )
1mg*50 浙江海正 不引进

10 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 0,25g*40 杭州中美 调出

11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 o,25g*40 海南先声 引进

12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 0.25g*40 湖南华纳 不引进

13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 0,25g*40 浙江海正 不引进

14 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 o,25g*40 华北制药 不引进

15 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 o,25g*40 国药川抗 不引进

16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 o,25g*40 北大医药 不引进

17 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 o,25g*40 北京双鹭 不引进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简称 表决结果

18 吗替麦考酚酯胶囊 0.25g*40 无锡福析 不引进

19 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 0.25g*40 贝克诺顿 不引进

20 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 0,25g*40 湖南华纳 不引进

21 吗替麦考酚酯分散片 0.25g*36 新时代 不引进

22 环孢素软胶囊 25mg*50 杭州中美 调 出

23 环孢素软胶囊 25mg★ 50 北京诺华 不引进

24 环孢素软胶囊 25mg★ 48 丽珠制药 不引进

25 环孢素软胶囊 25mg*50 浙江瑞邦 不引进

26 环孢素软胶囊 25mg*50 天津中央 不引迸

27 人胰岛素注射液 (优泌林 Rl 礼来 3m丨 :300iu(笔芯 ) 调出

28 精蛋白人胰岛素注射液 (诺和灵 N) 诺和诺德 3m丨 :300iu(笔芯 ) 调出

29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诺和诺德 3ml∶300单位 (特充 ) 同意降价

30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诺和诺德 3ml∶300单位 (笔芯 ) 不引进

31 门冬胰岛素注射液 甘李药业 3m丨 :300单位 (笔芯 ) 引进

32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含注射液(30Rl 诺和诺德 3m丨 :300单位 (笔芯 ) 同意降价

33 精蛋白人胰岛素混含注射液(30Rl 诺和诺德 3m丨 :300单位 (特充 ) 不引进

34 精蛋自人胰岛素混含注射液(30Rl 甘李药业 3m丨 :300单位 (笔芯 ) 引进

35 门冬胰岛素 30注射液 诺和诺德 3m|∶ 30O单位 (特充 ) 同意降价

36 门冬胰岛素 30注射液 诺和诺德 3m丨 :3O0单位 (笔芯 ) 同意降价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包装 生产企业简称 表决结果

37 门冬胰岛素 30注射液 甘李药业 3m丨 :300单位 (笔芯 ) 引进

38 德谷胰岛素注射液 诺和诺德 3m丨 :300单位 (畅充 ) 同意降价

39 德谷胰岛素注射液 诺和诺德 3m丨 :300单位 (笔芯 ) 不引进

40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赛诺菲 3m丨 :300单位 (预填充 ) 同意降价

41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赛诺菲 3ml∶300单位 (笔芯 ) 不引进

42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珠海联邦 3m|∶300单位 (笔芯 ) 不引进

43 甘精胰岛素注射液 珠海联邦 3m丨 :300单位 (预填充 ) 引进

44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礼爿K 3m丨 :300单位 (笔芯 ) 同意降价

45 赖脯胰岛素注射液 来l
U

丶

平

3m丨 :300单位 (预填充 ) 不引进

46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诺和诺德 3m丨 :30O单位 (特充 ) 同意降价

47 地特胰岛素注射液 诺和诺德 3m丨 :300单位 (笔芯 ) 不引进

48 精蛋自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含注射液口5Rl 来
l
ι

丶
平

3ml∶300单位 (笔芯 ) 同意降价

49 精蛋白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含注射液口5Rl 礼爿艮 3m丨 :300单位 (预填充 ) 不引进

50 门冬胰岛素 50注射液 诺和诺德 3m|∶300单位 (笔芯 ) 同意降价

51 门冬胰岛素 50注射液 诺和诺德 3m丨 :30O单位 (特充 ) 不引进

52 精蛋自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合注射液(50Rl
来l

u
讠
↑ 3m|∶300单位 (笔芯 ) 同意降价

0
a

匚
J 精蛋自锌重组赖脯胰岛素混含注射液(5ORl 礼来 3m|∶300单位 (预填充 ) 不引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