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淼繁晕陆军军医大学第 附属医院医务处

公示医院⒛21年第 1次 管理与药物治疗学
委员会会议 关决议

根据医院相关规定,现将 ⒛21 年第 1次药事会决议中涉及

药品品规变动情况进行公示,公示

位和个人可书面形式对公示内容提

系人:冉老师/王老师,联系电话:

为 3天。公示期内,任何单

异议,不受理匿名异议。联

(68) 774370/774769。

附件:1。 ⒛21年第

2.⒛21年第

1次药事会 规调出结果

1次药事会 规引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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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臼三~若1次药塞全药| 品规调出结果
序号 药品名称 规格

生产企业
(国内总代)

表决结果
1 血栓心脉宁片 0.4g*24 吉林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2 芪参益气滴丸 0,5g*15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0
a 注射用磷酸肌酸钠 1g

ALFAslGMA s,p.A.

~」霎苤步锋医药有限公司)
调出

4 康力欣胶囊 0,5g*36 云南名扬药业有限公司 调出
5 骨龙胶囊 o。5g*48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调 出
6 利夫康洗剂 100rn丨 西安太极药业有限公司 调 出
7 氯硝西泮片 2mg*4o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 出
8 佐匹克隆胶囊 7,5mg*12 天津华津制药有限公司 调 出
9 硼酸洗液 3o/。

`250m|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0 正红花油

调出
冻疮膏 10g 上海运佳黄浦制药有限公司 调 出

12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 1g 华 比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调 出

13 注射用头孢他啶 1g
GLAXo~ MITHK凵 NE MANUFACTUR丨 NG s。 p,A。

(苏州亿腾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调 出

14 玻璃酸钠注射液 2rn丨 :20mg 凵东博士伦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E
J 注射用盐酸溴己新 4mg 晋城海斯制药有限公司 调出

16 注射用生长抑素 3mg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17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40mg Takc Ja GmbH Producti° n site Singen

(武田药品(中 国)有限公司)

调 出

18 左卡尼汀注射液 5n∩ |∶ 2g
ALFAS丨 GMAS,pA,

(广州兆科联发医药有限公司)

调 出

19 β2-微球蛋自放免药盒 / 隹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调 出
20 Ⅳ型胶原放射兔疫分析药盒 1支*100

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调出
21 Ⅲ型前胶原氨端肽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支*100

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调出
22 层粘连蛋白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支*100

爿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调 出
23 透明质酸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支*100

丬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调出
24 碘[125Il密 封籽源 1粒 匕京智博高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调 出

25 碘I125闸 密封籽源 1粒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6 碘卩31闸化钠口服溶液 1mo 减部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7 碘I131|]化钠口服溶液 1mo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调出

28 碘卩25刂甘胆酸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支*100
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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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1年第 1 ∶歹J口口

序号 药晶名称 规揞
生产企业

(国内总代)
表决结果

1 氯硝西泮片 2mg*20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2 佐匹克隆片 75mg*7 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3 硼酸洗液 3o/。

`25om| 重庆华博军卫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4 正红花油 20m丨 江西同德药业发展公司 引进

5 冻疮膏 10g 河南大新药业有限公司 引进

6 马来酸麦角新碱注射液 1m卜 0,2mg 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7 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 lB∶ 1) 4.5g 朱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 引进

8 注射用头孢噻肟钠 1g 国药集团致君 (深圳)芾刂药有限公司 引进

9 注射用头孢噻月蔚内 1g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引进

10 注射用头孢他啶 1g 国药集团致君 (深圳)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注射用头孢他啶 1g 重庆科瑞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 引进

12 玻璃酸钠注射液 2.5n∩丨:25mg 上海景峰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13 注射用盐酸溴己新 4mg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14 注射用生长抑素 3mg 昆明积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E
,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40mg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引进

16 注射用泮托拉唑钠 40mg 湖南一格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17 左卡尼汀注射液 5m|Hg 乐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引进

18 左卡尼汀注射液 5m|∶ 1g
ALFAs丨 GMAs,p,A.

(广州兆科联发医药有限公司)

引进

19 β2-微球蛋白放免药盒 100人份/盒 潍坊三维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引进

20 Ⅳ型胶原放射兔疫分析药盒 100人份 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引进

21 Ⅲ型前胶原氨端肽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00人份 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引进

22 层粘连蛋白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00管 /盒 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引进

23 透明质酸放射免疫分析药盒 100管/盒 北京北方生物技术研究所有限公司 引进

24 碘【125刂密封籽源
11.1M Bqˉ

37MBq/粒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0
∠

碘[131|l化钠口服溶液 200mc7瓶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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