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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药品 GMP 证书》的公告 

 

 

近日，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现代

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哈森”）收到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

发的《药品GMP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证书信息 

证书编号：HA20190081 

企业名称：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地址：商丘市梁园产业集聚区新兴路 166 号 

认证范围：小容量注射剂（2 车间，含非最终灭菌，激素类） 

有效期至：2024 年 11 月 26 日 

发证机关：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子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现代哈森（商丘）药业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商丘市梁园区振兴路西侧新兴路北侧 166 号 

法定代表人：吴泉 

注册资本：8,329.00 万元 

经营范围：药品（含中药）、消毒产品、保健食品的生产、销售；饮料、瓶装饮

用水的生产、销售；医药原料中间体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场

地）租赁；医药技术咨询。 

现代哈森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00%股权。 

三、GMP 证书涉及的生产车间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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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车间为原 GMP 证书认证到期后再认证，无相关工程费用投入。本次通过 GMP

认证的车间为现代哈森 2 车间，该车间共有 3 条生产线。具体情况如下： 

生产线名称 设计产能 代表产品 

1 号生产线 135 万支/天 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 

2 号生产线 55 万支/天 氯化钠注射液、灭菌注射用水 

3 号生产线 100 万支/天 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 

四、产品的市场情况 

本次通过GMP认证的车间所生产的产品2018年销售收入合计15,155.26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产品名称 规格 注册分类 功能主治 

2018 年收入

金额（万元） 

1 
盐酸甲氧氯普胺

注射液 
1ml:10mg 化学药品 镇吐药 708.92 

2 维生素B6注射液 1ml:50mg 化学药品 

用于维生素 B6 缺乏的预防和

治疗，防治异烟肼中毒；也可

用于妊娠、放射病及抗癌药所

致的呕吐，脂溢性皮炎等。 

147.60 

3 维生素B6注射液 2ml:0.1g 化学药品 432.68 

4 
二羟丙茶碱注射

液 
2ml:0.25g 化学药品 

用于支气管哮喘、慢性喘息型

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等以缓解喘息症状。 

1,679.73 

5 曲克芦丁注射液 2ml:60mg 化学药品 用于闭塞综合征、血栓性静脉

炎、毛细血管出血等。 

275.76 

6 曲克芦丁注射液 10ml:0.3g 化学药品 150.54 

7 
维生素 K1 注射

液 
1ml:10mg 化学药品 

用于维生素 K 缺乏引起的出

血。 

2,480.08 

8 
亚硫酸氢钠甲萘

醌注射液 
1ml:4mg 化学药品 742.26 

9 
盐酸林可霉素注

射液 
1ml:0.2g 化学药品 

抗菌药 
524.95 

10 盐酸林可霉素注 2ml:0.6g 化学药品 2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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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品名称 规格 注册分类 功能主治 

2018 年收入

金额（万元） 

射液 

11 
马来酸氯苯那敏

注射液 
1ml:10mg 化学药品 抗变态反应药物 210.82 

12 利巴韦林注射液 1ml:0.1g 化学药品 抗病毒药物 135.10 

13 
盐酸消旋山莨菪

碱注射液 
1ml:10mg 化学药品 解痉药 628.29 

14 西咪替丁注射液 2ml:0.2g 化学药品 治疗胃肠道药物。 1,082.68 

15 肌苷注射液 2ml:0.1g 化学药品 用于白细胞或血小板减少症。 236.19 

16 
复方氨林巴比妥

注射液 
2ml 化学药品 用于急性高热时的紧急退热。 4,928.19 

17 灭菌注射用水 5ml 化学药品 

补充电解质 

85.52 

18 浓氯化钠注射液 10ml:1g 化学药品 15.44 

19 氯化钠注射液 10ml:90mg 化学药品 39.20 

20 氨甲苯酸注射液 5ml:50mg 化学药品 
用于因原发性纤维蛋白溶解过

度所引起的出血。 

0.00 

21 氨甲苯酸注射液 10ml:0.1g 化学药品 0.00 

22 氨甲环酸注射液 5ml:0.25g 化学药品 0.26 

23 
氢化可的松注射

液 
1ml:10mg 化学药品 

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及垂体

功能减退症。 
39.65 

24 
地塞米松磷酸钠

注射液 
1ml:5mg 化学药品 

主要用于过敏性与自身免疫性

炎症性疾病。 

69.93 

25 
地塞米松磷酸钠

注射液 
1ml:2mg 化学药品 283.65 

合计 15,155.26 

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同类生产企业上述药品的销售数据。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现代哈森获得《药品 GMP 证书》为原有证书到期后进行的再认证，表明

其相关生产线符合新版 GMP 要求，有利于现代哈森继续保持稳定的产品质量和生

产能力，从而满足市场需求。本次获得《药品 GMP 证书》将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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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医药行业的固有特点，各类产品未来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

行业政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