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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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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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次药事会决议中

药品调整情况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本次药事会涉及

联盟地区第一批和第三批国家集采续约品规调整执行时间,以重

庆市医疗保障局正式文件通知为准。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书面形

式对公示内容提出异议,但不受理匿名异议。

联系人:张老师/刘 老师,联系电话:(68)755301/774769。

附件:2022年第 5次药事会药品调整相关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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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⒛” 年第 5次药事会药品调整相关决议

序号 药品通用名 规格
艹
包装

生产企业

(简称 )

会议决议

1 甲硝唑片 0.2g*100 四川科伦 引进

2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10mg*28 山东京卫 引进

3 吉非替尼片 250mg*10 天士力帝益 引进

4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10mg*16 常州制药 引进

5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0.1g*60 石药欧意 引进

6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500mg*1 齐鲁制药(海南)
引进

7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2rvll∶200ug*5 国药廊坊 引进

8 右佐匹克隆片 3mg*14 齐鲁制药 引进

9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150mg*14 南京正大天晴 引进

10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 o,3g*30 齐鲁制药 引进

11 左乙拉西坦片 0.25g*30 杭州华东 引进

12 孟鲁司特钠片 10mg*5 Organon 引进

13 注射用阿扎胞苷 100mg*1 江苏豪森 引进

14 非那雄胺片 1mg*28 浙江仙琚 引进

15 盐酸氟西汀胶囊 20mg*14 苏丿、H中化 引进

16 来曲唑片 2,5mg*30 北京以岭 引进

17 依托考昔片 120mg*5 成都苑东 引进

18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5rnl∶ 500mg*6 成都利尔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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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 规格
*包

装
生产企业

(简称 )

会议决议

19 厄贝沙坦片 75mg*60 浙江华海 引进

20 氯沙坦钾片 50mg*28 浙江华海 引进

21 甲钴胺片 o。 5mg*90 南京海鲸 引进

22 盐酸舍曲林片 50mg*28 浙江华海 引进

23 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5m卜 24.4mg*1 美大康华康 引进

24 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250nη 丨:400mg*1 南京正大天晴 引进

25 头孢呋辛酯片 0,25g*12 浙江京新 引进

26 苯磺酸氨氯地平片 5mg*28 浙江京新 同意涨价

27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75mg*7 sanoΠ 同意降价

28 硫酸氢氯吡格雷片 25mg*20 深圳信立泰 同意降价

29 吉非替尼片 o.25g*10 Nipro 同意降价

30 福辛普利钠片 10mg*14 中美上海施贵宝 同意降价

31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0,2g*1 江苏豪森 同意降价

32 氟比洛芬酯注射液 5rn丨 :50mg*5 北京泰德 同意降价

33 盐酸右美托咪定注射液 2n∩ |∶200ug*4 扬子江 同意降价

34 阿托伐他汀钙片 20mg*7 乐普制药 同意降价

35 瑞舒伐他汀钙片 10mg*28 浙江京新 同意降价

36 恩替卡韦胶囊 500ug*28 福建广生堂 同意降价

37 盐酸帕罗西汀片 20mg*14 浙江华海 同意降价

38 奥氮平片 5mg*14 江苏豪森 同意降价

39 利培酮片 1mg*60 浙江华海 同意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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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药品通用名 规格
艹
包装

生产企业

(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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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150mg*7 SanoⅡ 同意降价

41 蒙脱石散 3g*15 湖南华纳 同意降价

42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 100mg*3 齐鲁制药 同意降价

43 卡培他滨片 0.5g*12 江苏恒瑞 同意降价

44 氢溴酸西酞普兰片 20mg*16 西南药业 同意降价

45 左乙拉西坦口服溶液 150rn|∶ 15g*1 圣华曦 同意降价

46 奥美拉唑肠溶胶囊 20mg*28 山东罗欣 同意降价

47 利奈唑胺片 0.6g*10 Pfizer 同意降价

48 阿莫西林颗粒 125mg*24 湖南科伦 同意降价

49 甲硝唑片 0,2g*21 四川科伦 调出

50 草酸艾司西酞普兰片 1Omg*7 四川科伦 调出

51 吉非替尼片 0,25g*10 齐鲁制药(海南)
调出

52 马来酸依那普利片 10mg*16 扬子江 (江苏 )
调出

53 甲磺酸伊马替尼片 0.1g*60 江苏豪森 调出

54 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 500mg 四川汇宇 调出

55 右佐匹克隆片 3mg*7 成都康弘 调出

56 奥氮平口崩片 5mg*14 齐鲁制药 调出

57 厄贝沙坦氢氯噻嗪片 150mg*14 浙江华海 调出

58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片 0.3g*30 成都倍特 调出

59 左乙拉西坦片 0.25g*30 浙江京新 调出

60 孟鲁司特钠片 10mg*5 杭州民生 调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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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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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决议

61 注射用阿扎胞苷 100mg*1 正大天晴顺欣 调出

62 非那雄胺片 1mg*28 MsD 调出

63 非那雄胺片 1mg*84 天方药业 调出

64 盐酸氟西汀胶囊 2Omg*14 上海上药 调出

65 来曲唑片 2,5mg*30 浙江海正 调出

66 依托考吉片 60mg*5 齐鲁制药 调 出

67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5rYl|∶ 500mg Patheon 调出

68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5rn丨 :50Omg*10 海南普利 调出

69 氯沙坦钾片 50mg*14 浙江华海 调 出

70 左氧氟沙星滴眼液 5m卜24.4mg Santen 调出

71 盐酸莫西沙星氯化钠注射液 250m|⒕ 00mg*1 海南爱科 调出

72 利柰唑胺片 600mg*6 江苏豪森 调出

73 头孢呋辛酯片 o,25g*12 成都倍特 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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