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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简 介 

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河北省邢台市。公司始建于

1974 年，前身为“邢台地区生物化学制药厂”，2002 年改造扩建并更名为“河北金

兴制药厂”，2018 年顺利完成改制工作，并于同年 12 月 14 日正式更名为“河北金

兴制药有限公司”。公司历经四十多年发展与壮大，如今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

型制药企业。 厂区占地面积 10778 平方米，现有固体车间（片剂、硬胶囊剂、颗

粒剂、散剂），中药提取车间和前处理车间，并拥有一流的检测设备，技术力量雄

厚，先后四次通过 GMP 认证。 

      长期以来我们以诚信务实、科技创新、顽强拼搏的经营理念，精心打造本土

强势营销网络，和全国各地医药公司、营销团队深度合作、共同努力，不断开发

“市场需求大、科技含量高”的优质产品，实现互利共赢 。目前我公司主要生产

胃肠消化类和感冒累药品，其中“复方鸡内金片”市场占有率超过 80%，作为家喻

户晓的名牌产品，深受广大医患好评；另外经我公司几代人呕心沥血研发的胃痛舒

片，做为原研单位一直独家生产，逐渐成为胃药领域的又一新星。 

       企业“以人为本”，即尊重人、相信人、激励人、培育人，尊重人的价值和

贡献，尊重人的个性和自我意识，激励员工发挥创造力，把人才优势转化为技术优

势，最终成为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全体员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铭记“制好

药、为人民”，恪守“关注民生、健康民众、造福人类”的医学格言，为人类的健

康事业奉献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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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收款账户 

电汇、现金收款账户 银行电子承兑收款账户 

开户名称：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邢台天一支行 

账号：0406500319100006189 

行号：102131008631 
注：由于部分银行系统未升级，查不到“邢台天一支

行”，可以填写“中国工商银行邢台业务处理中心”或

“工商银行邢台新华支行” 

户名：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 

开户行：交通银行邢台钢铁北路支行 

账号： 138396000012016001210 

行号： 301131000038 

 

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91130500105769174M 

地址、电话：河北省邢台市新兴西大街 999 号 0319-5509216 

开户行及账号：工行邢台桥西支行 0406000209300502170 

 

河北金兴制药厂产品关于药品零售价的建议函 

 

各有关单位：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办价格（2015）904 号文件】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药品价格。 

我厂以下产品，属于市场调节企业自主定价范围的品种，由企业自行确定

价格，根据我厂生产成本，同时参照同类品种的市场价格水平，建议销售价格

如下： 

药品名称 规格 单位 包装 零售价 

胃痛舒片（糖衣片） 0.3g×24 片×1

盒 

箱 300 盒/箱 48 元/盒 

奥斯欣（复方氨酚烷胺

片） 

12 片×1 盒 箱 400 盒/箱 9.8 元/盒 

小儿复方鸡内金散 2g×12 袋×1 盒 箱 300 盒/箱 16 元/盒 

复方胰酶散 0.3g×15 袋×1

盒 

箱 300 盒/箱 23 元/盒 

复方鸡内金片 100 片/瓶 箱 400 瓶/箱 2 元/瓶 

复方胰酶散 0.3g×12 袋×1

盒 

箱 300 盒/箱 17 元/盒 



复方胰酶散 0.3g×20 袋×1

盒 

箱 300 盒/箱 28 元/盒 

 

                                       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 

                                                   2021 年 01 月 01 日   
 



法人授权委托书 
 

根据营销的需要，注册于 河北省邢台市新兴西大街 999 号的河北金兴制药有

限公司以生产厂家的名义授权 徐子朋 同志，身份证号码：  131025199202044836  

在  全国 就本厂以下产品进行销售，合同签订、执行以及售后服务： 

授权品种：胃痛舒片、小儿复方鸡内金散、复方胰酶散、复方肝浸膏片、复方

鸡内金片、脾粉片、复方氨酚烷胺片、氨咖黄敏胶囊。 

本授权有 效期为：2022 年 01 月 0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授权书涂改无效、再复印无效，仅供存档。 

法人签章：                             授权企业：（盖章）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质量保证协议书 
甲方(供货方)：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 

住 所 地：    河北省邢台市新兴西大街 999号 

乙方(购货方)：                                         

住 所 地：                                             

为保证药品质量、维护企业形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药

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要求,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公正、合理的购销原则，经协商签订以下药

品质量保证协议： 

一、甲方质量责任 

1.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其合法的《药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及其年检证明、《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认证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原印章。另提供相关印章、随货同行单（票）样式、银行开户户名、开户银行及账号。

并对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 

2.甲方若首次向乙方供货或甲方的销售业务人员变换时，甲方须向乙方提供有企业法人代表印章或者签名的

药品销售业务人员“授权书”原件及加盖甲方公章原印章的销售人员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书应当载明被授权人

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授权销售的品种、地域、期限。 

3.甲方向乙方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合格药品，药品的包装、标签、说明书等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的有关规定，

其包装能确保商品质量和货物运输要求。并在运输过程中严格按照包装标识进行，确保药品质量。 

4.甲方所供整件药品内必须附药品合格证明。 

  5.甲方供应药品的同时，须提供加盖甲方质量管理机构印章的同批次药品检验报告书。 

  7.甲方提供药品因质量问题（包括包装质量）而造成损失，由甲方承担。如双方对药品质量产生争议，以法

定检验部门的检验报告为准，检验费用由过错方承担。 

  8.药品运输的质量保证及责任：甲方通过铁路、公路运输或委托运输公司送货，要保证药品质量；药品在运

输途中所造成的一切损失或损坏，由甲方负责。乙方应提供承运部门提供的损失、损坏凭证，并协助甲方向承运

部门索赔。 

    9.甲方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乙方开具发票；发票应当列明药品的通用名称、规格、单位、数量、单价、金额

等；不能全部列明的，应当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清单》，并加盖甲方发票专用章原印章、注明税票号

码。发票上的购、销单位名称及金额、品名应当与付款流向及金额、品名一致，并与财务账目内容相对应。 

二、乙方质量责任 

1.乙方在经营甲方提供的药品时，若发生质量问题，应及时通知甲方并提供详细、确定的质量信息。配合甲

方做好调查取证和善后处理工作。 

  2.乙方在向甲方购进药品时，应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企业资格证书（证照复印件、加盖乙方原印章）并

提供采购人员合法资格的验证资料。 

  3.乙方在销售过程中，因乙方自身市场原因造成药品批号陈旧或滞销，由乙方负责，造成药品过期的，应按

相关规定予以销毁，并做销毁记录，因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行承担。 

   4.乙方应按药品的贮藏条件及 GSP有关规定贮存甲方所供药品，由于乙方贮藏不当造成的药品质量问题由

乙方自行负责。 

三、协议说明 

   1.上述条款经双方确认无异，本协议未尽事宜之处，由双方协商解决。 

   2.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自签定之日起，有效期至 2022 年 12月 31日。 

 

甲方(盖章)：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               乙方(盖章)：  

  代表：徐子朋                                   代表： 

   签定日期：2022 年 01月 01 日                   签定日期：     年      月      日 

 

  



胃痛舒片国家药品标准 
WS3—B—2741—97 

胃痛舒片（溃疡灵片） 
Weitongshu  pian 

 
【处方】   猪胃粘膜   100g      厚扑 500g         海螵蛸   100g 

颠茄浸膏   3g        甘草 700g 

 

【制法】 以上五味，将猪胃粘膜、海螵蛸分别粉碎成细粉，过筛；厚扑、甘草加水煎煮两次，每次 2 小时，滤

过，滤液缩成膏，加入颠茄浸膏及上述细粉，混匀，干燥，压制成 1000 片，包糖衣，即得。 

 

【性状】本品为糖衣片，除去糖衣后显棕黄色；味微甜、辛。 

 

【鉴别】 取本品 4 片，除去糖衣，研细，加稀盐酸，即泡沸，产生 CO2 气，通入氢氧化钙溶液中，溶液即变浑

浊。 

 

【检查】 应符合片剂项下有关的各项规定（附录Ⅰ Ｄ）。 

 

【功能主治】健脾和胃，理气止痛。用于脾胃虚弱引起的胃烷胀痛，嘈杂吞酸， 

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炎等症。 

 

【用法用量】口服，一次 4～5 片，一日 3 次，饭前半小时或睡前服用；胃痛泛酸时，嚼碎吞服。 

 

【贮藏】 密封。 

 

 

 

 

 

 

 

 

 

 

 

 

 

 

 

 

 

 

 

                                                                                                               

                                                           河北省药检所起草 —107— 

 



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补充申请批件  
原始编号：国药准字 213022037    受理号：冀补 190468     批 件 号：冀 B201900325 

 

药品名称 

药品通用名称：胃痛好片 

 

英文名/拉丁名： 

剂型 片剂 药品分类 中药 

规格 每片重 0.3g 

包装规格 2×12 片/板/盒 

药品批准文号 国药准学 Z13022037 药品标准 
部颁中药成方制剂第十四册

WS3-B-2741-97 

原药品 

生产企业 

名称： 

 

生产地址： 

申请内容 
按照《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24 号)等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修订说明书、标签。 

申请理由 
关于实施《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有关事宜的公告(国食药监

注[2006]100 号)  

审批结论 

同意申请人按照《药品说明书和标签管理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令第 24 号)等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对本品说明书进行

规范。对国家局原核准的说明书内容不得擅自更改。请严格按照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24 号有关规定设计印刷标签。 

药品生产企业 

名称：河北金兴制药厂 

 

地址：邢台市新兴西大街 999 号 

附件  

主送 河北金兴制药厂 

抄送 邢台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备注 药品生产企业对说明书、标签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2007 年 05 月 28 日    



 

 

 



 

 



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检验报告书 

报告单号：06C1—211001 

名   称 胃痛舒片 数量 92 箱 89 盒 

批   号 211001（糖衣片） 检验项目 全  检 

制剂规格 每片重 0.3g 检验日期 2021 年 11 月 05 日 

包装规格 24片/盒×300 盒/箱 报告日期 2021 年 11 月 11 日 

依检验据 部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第 14 册 

 

 

 

 

 

检验项目 标准规定 检验结果 

【性状】 
糖衣片，片芯棕黄色、味

甜、辛。 

棕色糖衣片，片芯棕黄色、味

甜、辛。 

【鉴别】 应呈正反应 呈正反应 

【检查】   

崩解时限 不得过 60分钟 36 分钟 

微生物限度 

需氧菌总数每 1g 不得过
10000cfu 

60cfu/g 

霉菌和酵母菌每 1g 不得过
100cfu 

10cfu/g 

大肠埃希菌每 1g 不得检出 未检出 

耐胆盐革兰阴性菌每 1g 小

于 100cfu 
＜10cfu/g 

沙门氏菌 10g 不得检出 未检出 

 

 

 

结论：本品按部颁中药成方制剂 14 册检验，结果符合规定。 

 

 

检验人：               复核人：           负责人： 

 

 

 

 



 

  



合格供货方档案表 

（质量体系调查表） 

www.hbjxzy.com 

单位名称 河北金兴制药有限公司 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新兴西大街 999 号 

法人代表 郄旭光 邮编 054000 

营

业

执

照 

信用代码 911305001005769174M 注册资本 1007.49万 
负责

人 
郄旭光 

有效期 长期 注册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新兴西大街 999号 

经营范围 
片剂、散剂、硬胶囊剂、颗粒剂、营养食品、保健食品、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

固体饮料、糖果的生产、销售；房屋租赁；批发零售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食品、日

用杂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药

品

生

产

许

可

证 

证书编号 冀 20150053 负责人 郄旭光 

有效期 2025年 10月 13日 地址 河北省邢台市桥西区新兴西大街 999 号 

经营范围 片剂、散剂、硬胶囊剂、颗粒剂。 

技

术

人

员 

技术人员数 36人 

高级职称 4人 

助理、中级职称 12人 

职业药师 2人 

产

品

情

况 

主要产品：胃痛舒片、复方氨酚烷胺片、小儿复方鸡内金散、复方胰酶散、复方鸡内

金片、脾粉片、氨咖黄敏胶囊，尼美舒利颗粒等。 

质

量

体

系 

质量机构名称 质量认证 质量管理制度 

质量保障部 GMP认证体系 按 GMP管理 

关

键

人

员 

姓名 性别 文化程度 职务 技术职称 工作工龄 

王撒 男 硕士研究生 质量负责人 工程师 11年 

范志刚 男 本科 生产负责人 职业药师 21年 

综

合

评

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