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淼繁晕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务处

公示医院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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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22年第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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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师/周 老师,联系电话:(68)755301/774769。

附件:2022年第 3次药事会药品调整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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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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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表决结果

1
上

灯盏生脉胶囊 o,18g★30 云南生物 调出
2 振源胶囊 0.25g*24 吉集安制药 调出
0
0 左西盂旦注射液 5rn|∶ 12,5mg 齐鲁制药 调出
4 血塞通软胶囊 0,33g*24 圣火制药 调出
匚

J 康复新液 100rn|*1 昆明赛诺 调出
6 冻疮膏 10g 河南大新 调出

7 佐匹克隆片 7,5mg*7 吉林金恒 调出

8 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眼液 5m丨 21O00单位 珠海亿胜 调出

9 盐酸奥布卡因滴眼液 20rn|∶80mg 参天制药 调 出

10 枸橼酸托瑞米芬片 40mg*14 福安药业 调出
1
亠△

ェ 有旋糖酐铁口服溶液 5rn|∶ 25mg*10 康臣药业 调出

12 盐酸阿米替林片 25mg*100 湖南洞庭 调出
0
0

△
上 盐酸多塞平片 25mg*10o 上海青平 调出

14 盐酸多塞平片 25mg★ 100 上海青平 调出

15 盐酸丁卡因胶浆 8g∶0,08g 西安利君 调出

16 注射用硝普钠 50mg 广东宏远 调出

17 盐酸二甲双胍片 0,85g*20 施贵宝 调出

18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自 200iu 博雅生物 调出

19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40mg Pfizer 调出

20 碳酸氢钠注射液 10n1|∶ 0,5g 成都倍特 调出
1
亠●

∠ 呋塞米注射液 2rn丨:20mg 美大康 调出

22 肌苷注射液 2rn丨 :100mg 华中药业
调出

(药特分配送 )

0
0

0
∠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1m|∶ 5mg 河南润弘

调出
(桐仁阁配送 )

24 金嗓散结丸 o,1g★360 西安碑林 调出
t
J

0
∠ 金嗓开音丸 0,1g*360 西安碑林 调出

26 金嗓利咽丸 0,1g*360 西安碑林 调出

27 金嗓清音丸 0,1g★360 西安碑林 调出

28 和血明目片 0,3q*60 西安碑林 调出

29 复明片 0,3g★90 西安碑林 调出

30 参芪降糖颗粒 3g*10 鲁南厚普 调出
1
山0

D 佐匹克隆片 7,5mg*12 吉林金恒 引进

32 牛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滴眼液 0.4m丨 :1680IU 珠海亿胜 引进

0
D

0
0 枸橼酸托瑞米芬片 60mg*30 Orion 弓进

34 右旋糖酐铁口服溶液 10rn丨 :50mg*10 康臣药业 弓进

匚
●

0
0 盐酸多塞平片 25mg*100 仁和堂 弓进

36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1m丨 :5mg 天津金耀 弓进

37 盐酸丁卡因凝胶 3g(1.5g氵0mg) 真奥金银花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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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晶名称 规格
十
包装

生产企业

简称
委员表决结果

38 盐酸二甲双胍片 0,85g*30 默克 引进
39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40mg 重庆华邦 引进
40 碳酸氢钠注射液 1Onl丨 :0,5g 石药银湖 引进
41 呋塞米注射液 2rn丨 :20mg 西安风华 弓进
42 肌苷注射液 2rn丨 :O,1g 迪康长江 弓进

43 血塞通滴丸 28mg*21o 朗天药业 弓进

44 康复新液 100rn丨*1
内蒙古京新 弓进

45 杏灵滴丸 32mg*100 北京双鹭 弓迸

46 冻疮膏 10g 上海运佳 弓进

47 盐酸奥布卡因滴眼液 0,5rn丨 :2mg★ 10 参天制药 弓进

48 右旋糖酐铁颗粒 25mg*16 山东达因 引进

49 盐酸阿米替林片 25mg★ 100 常州四药 引进

50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 2rn丨 :200IU*1 成都蓉生 引进

51 金嗓散结胶囊 0.4g*18 西安碑林 弓进

52 金嗓开耆胶囊 0.4g*18 西安碑林 引进

53 金嗓利咽胶囊 o,4g*18 西安碑林 引进

54 金嗓清啬胶囊 0,4g★18 西安碑林 引进

55 和血明目片 0,31g*105 西安碑林 引进

56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1rn|∶ 5mg 河南润弘
不引进

(国药重庆配送 )

57 肌苷注射液 2rn丨 :100mg 华中药业
不引进

(国药泰民配送 )

58 氯硝西泮片 2mg*100 湖南洞庭 不引进

59 佐匹克隆片 7,5mg*12 齐鲁制药 不引进

60 佐匹克隆胶囊 7.5mq*12 天津华津 不引进

61 枸橼酸托瑞米芬片 60mg*30 福安药业 不引进

62 右旋糖酐铁片 25mg★ 60 四川科伦 不引进

63 有旋糖酐铁分散片 25mg*60 江西华太 不引进

64
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诊

断试齐刂
100人份/盒 英科新创 不引进

65 盐酸丁卡因胶浆 10g∶0.1g 西安利君 不引进

66 硝普钠注射液 2rn丨 :50mg 海南普利 不引进

67 盐酸二甲双胍片 0,85g*20 石药欧意 不引进

68 乙型肝炎人兔疫球蛋白 2rn|∶ 200iu 华兰生物 不引进

69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 200单位
★
1 山东泰邦 不引进

70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自 200单位
*1

同路生物 不引进

71 地西泮片 2,5mg*20 华中药业 不引进

72 地西泮片 2,5mg*20 山东信谊 不引进

73 地西泮片 2,5mg*100 山东信谊 不引进

74 氨茶碱注射液 2rn|∶ 0,25g 山西太原 不引进
E
氵,

' 氨茶碱注射液 2rn|∶ 250mg 西安风华 不引进

76 氨茶碱注射液 10rn丨 :0,25g 天津金耀 不引进

77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40mg 国药容生 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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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40mg 福安药业 不引进
79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40mg 海思科 不引迸
80 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40mg 天津佥耀 不引进

△
亠

°
° 碳酸氢钠注射液(安瓿) O,5g∶ 10rn丨 河北天成 不引进
82 碳酸氢钠注射液 10rn丨 :0,5g 浦津林州 不引进
83 碳酸氢钠注射液 10rn丨 :0.5g 天津金耀 不引进

84 碳酸氢钠注射液 10rn丨 :0,5g 湖南科伦 不引进

85
碳酸氢钠注射液

(外阻隔袋聚丙烯安瓿)

0.5g∶ 10rn丨 河北天成 不引进

86 呋塞米注射液 2rn丨 :20mg 河南润弘 不引进

87 呋塞米注射液 2rn丨 :20mg 安徽长江 不引进

88 呋塞米注射液 2rnl∶ 20mq 成都倍特 不引进

89 注射用呋塞米 20mg 海南皇隆 不引进

90 注射用呋塞米 20mg 五洲通 不引进

91 肌苷注射液 2rn|∶ 100mg 新乡常乐 不引进

92 肌苷注射液 2rn|∶ 100mg 焦作福瑞 不引进

93 肌苷注射液 2rn|∶ 100mg 西南药业 不引进

94 肌苷注射液 2nl丨 :100mg 安徽长江 不弓进

95 肌苷注射液 5rn丨 :0.1g 五洲通 不弓进

96 复明片 0.31g*150 西安碑林 不弓进

97 复明胶囊 0,3g*90 沈阳东新 不弓进

98 参芪降糖片 0.35q*45 广东万年青 不弓进

99 参芪降糖片 O,35g*72 广东万年青 不 弓进

100 参芪降糖胶囊 0,35g*36 五0五药业 不引进

101 参芪降糖胶囊 0,35q★90 河南羚锐 不引进

1O2 参芪降糖颗粒 1g*20 鲁南厚普 不引进

103 硼酸洗液 250rn| 上海运佳
同意涨价并更换配送

(由 ″
32603″ 更换为

″
药品科

″
 )

104 氨茶碱注射液 2rn丨 :0,25g 河南润弘
同意涨价并更换配送

(由 ″
桐仁阁

″
更换为

″
国药重庆

″
)

105 羟基脲片 0,5g*100 齐鲁制药 同意涨价

106 凝血酶冻干粉 2O00U 湖南一格 同意涨价

107 地西泮片 2,5mg*100 华中药业 同意涨价

108 小金丸 0,6g*12 成都永康 保留并同意降价

109 双黄连口服液 10rn丨
*12

河南太龙 保留并同意降价

110 银杏酮酯滴丸 10mg*80 浙江九旭 保留并同意降价

111 司坦唑醇片 2mg*24 广西南宁
保留并更换配送

(由 ″
豪恩

″
更换为

″
国药重庆

″
)

112 结核菌素纯蛋自衍生物 5OIU△ ml 北京祥瑞
保留并更换配送

(由 ″
32603″ 更换为

″
和平医药

″
)

113 氯硝西泮片 2mg*20 江苏恩华
保留并更换配送

(由 ″
32603″ 更换为

″
药特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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