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药品集团采购平台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办事指引
（201909 征求意见稿）
一、 事项名称
广州药品集团采购平台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基础信息变更办事指引
二、 设定依据
《广州医疗机构药品集团采购试行办法》穗人社规字〔2018〕9 号
三、 申请条件
符合《广州医疗机构药品集团采购试行办法》第十五或第十六条规定，参与广州医疗机构药品
集团采购活动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四、办理材料
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CA 数字证书（含机构数字证书和业务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
根据企业所办事项的不同类别，请准备所需的材料，具体请参考“十、办理流程”中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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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栏。
五、办理地点
企业信息变更办理地点：登录 https://gpo.gzggzy.cn 在线办理；
CA 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办理地点：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二楼窗口。
六、办理时间
企业日常信息维护办理：周一至周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30；
标期请以平台网站公告的时间为准。
七、联系电话
企业产品报名、信息变更、分类采购业务及相关申投诉咨询电话：020-28866465；
合同签订、下单采购、配送、结算、跨区采购业务及相关申投诉咨询电话：020-28866464。
八、办理机构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九、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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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药品集团采购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
十、信息变更后的价格
企业和产品信息变更的产品，变更后的药品价格不应高于变更前的价格和变更时全国各省（区、
市）级现执行价格中的最低价。
十一、办理流程
事项

企业
报名

受理范围
符合《广州医疗机构
药品集团采购试行办
法》第十五条或第十
七条相关规定的药品
生产经营企业报名

办理程序

操作方法

注意事项

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广州药品集团采
购平台”网站（http://gpo.gzggzy.cn）办
理报名

1.登陆“广州药品集团采购平台网站”须
使用 CA 数字证书，详见“网站首页-通
知公告”页面《关于开展广州药品集团
采购平台企业及产品报名工作的通知》
2.请在平台提交电子版报名材料，不接
受纸质报名材料

1.报名时须提交《广州医
疗机构药品集团采购试行
办法》第十六条或第十八
条规定的企业信息及产品
信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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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更名

企业
法人
变更

企业名称变更、企业
所属集团名称变更、
企业被兼并重组后名
称变更等

1.办理 CA 数字证书企业名称变更
2.提交《企业更名申请》
3.提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原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颁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内容含名称变更）
4.提交新的营业执照、药品生产/经营许
可证副本（副本须含名称变更记录）、
GMP/GSP 证、法定代表人授权书，相
关报名产品补充批件及相关报名产品的
企业自检全检报告书

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企业
信息管理】-【企业更名申请】提交更
名申请
企业更名时如果发生 CA 数字证书更换
或者办理了新 CA 数字证书的，请按
《关于药品集团采购平台开通 CA 解绑
及重新绑定功能的通知》办理（详见
https://gpo.gzggzy.cn/detail.html?infoId=
5458&CatalogId=2）

1. 《企业更名申请书》内
容须包括：企业原名称、
企业新名称、在平台申报
的企业类型、企业更名涉
及到的产品信息明细（产
品 ID、通用名剂型规格包
装转换比等）、承诺保留
原有配送协议和继续履行
以原企业名称签订的合同
2.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
效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
辨

企业法人变更

1. 提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原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颁发的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
（内容含法人变更，如无可提供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http://www.gsxt.gov.cn 相应截图）
2.提交营业执照、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
副本（副本须含法人变更记录）、法定
代表人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授权
书
3.维护法定代表人信息

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企业
信息管理】-【企业信息维护】维护相
关信息

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
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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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被授
权人
变更

国产
产品
生产
企业
（投
标主
体）
变更

企业被授权人变更，
每人只允许被授权代
表一家企业在平台办
理业务

集团内部不同生产企
业之间的技术转让，
药品生产企业或科工
贸一体化的集团性企
业设立的仅销售本企
业（本集团）药品的
全资或控股商业公司
（全国仅限 1 家商业
公司）变更、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委托的
药品生产企业或委托
销售药品的药品经营
企业（受委托药品生
产企业与药品上市许
可人及受委托药品经
营企业之间没有发生
购销行为）变更

1.提交新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书（附
件）”、“被授权人证件扫描件（附件）”
2.维护被授权人信息

1.提交《产品转厂申请》
2.提交转入企业的营业执照、药品生产/
经营许可证、GMP/GSP 证书
3.提交转厂产品资料（内容含产品生产
企业变更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药品质
量标准、药品说明书、企业自检全检报
告书，且批件涉及的所有已在平台报名
产品均须提交产品资料，若部分产品不
能提交相关资料，须提交情况说明）
4. 产品转厂申请可由转出企业提交申
请、转入企业进行产品转厂确认；也可
由转入企业提交申请，转出企业进行产
品转厂确认
5.维护产品信息

5

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企业
信息管理】-【企业信息维护】维护相
关信息

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
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辨

1.转出/转入企业进入平台“药品基础
库”子系统【产品信息管理】-【产品
转厂申请】提交申请
2. 转入/转出企业进入平台“药品基础
库”子系统【产品信息管理】-【产品
转厂确认】确认申请
3.转入企业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
系统【产品信息管理】-【产品基础信
息维护】维护相关产品信息

1.转出/转入企业均须为已
在广州药品集团采购平台
注册的药品生产经营企
业，如相关企业未注册须
先按要求报名注册
2. 《产品转厂申请》内容
须包括：转厂产品的转出
企业名称、转入企业名
称、转出转入企业关系、
转厂产品明细（产品 ID、
通用名剂型规格包装转换
比等）、承诺保留原有配
送协议和继续履行转厂前
企业签订的合同
3.《产品转厂申请》须加
盖转出、转入企业公章，
因转出企业已不再具备法
人资格等原因无法盖章的
的，须提供其他证明材
料。

4.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
效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
辨

进口
产品
代理
商
（投
标主
体）
变更

进口药品国内总代理
商（一级代理商）变
更，国内总代理商
（一级代理商）、进
口药品国内分装企业
之间的相互变更

1.提交《代理商变更申请》
2.提交新代理商的营业执照、药品经营
许可证、GSP 证书
3.提交转厂产品资料（内容含产品注册
批件、药品质量标准、药品说明书、进
口法定检验报告书）
4. 产品转厂申请可由产品原代理商提交
申请、新代理商进行产品转厂确认；也
可由新代理商提交申请，原代理商进行
产品转厂确认
5.维护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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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出/转入企业进入平台“药品基础
库”子系统【产品信息管理】-【产品
转厂申请】提交申请
2. 转入/转出企业进入平台“药品基础
库”子系统【产品信息管理】-【产品
转厂确认】确认申请
3.转入企业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
系统【产品信息管理】-【产品基础信
息维护】维护相关产品信息

1.新、老代理商均须为已
在广州药品集团采购平台
注册的药品生产经营企
业，如相关企业未注册须
先按要求报名注册
2. 《代理商变更申请》内
容须包括：新、老代理商
关系，转厂产品明细（产
品 ID、通用名剂型规格包
装转换比等），承诺保留
原有配送协议和继续履行
原代理商签订的合同
3.《代理商变更申请》须
加盖双方公章，否则提供
国外生产企业与原代理商
终止代理关系的文件（新
代理商盖章）或原代理商
出具的放弃代理权声明
（原代理商盖章）
4.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
效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
辨

药品
注册
批件/
进口
药品
注册
证更
新
药品
GMP
证书
更新

新药品注册批件/进口
药品注册证有效期到
期再注册

药品 GMP 证书到期换
证

提交新药品注册批件/进口药品注册证

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产品
信息管理】-【产品基础信息维护】维
护相关产品信息

1. 如药品注册批件批准文
号发生变动，须同时提交
药品说明书
2.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
效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
辨

更新原有药品 GMP 证书的，提交新药
品 GMP 证书

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
【GMP 管理】-【GMP 维护】更新相
关证书信息

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
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辨
1.新增药品 GMP 证书的，
须在药品 GMP 证书通过
校验生效后，维护相关产
品药品 GMP 证书信息
2.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
效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
辨

药品
GMP
证书
新增

企业新增药品 GMP 证
书

新增药品 GMP 证书的，提交新药品
GMP 证书，并维护相关产品信息

1.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
【GMP 管理】-【GMP 新增】提交证
书信息
2. 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
【产品信息管理】-【产品基础信息维
护】维护相关产品“GMP 证书号”信
息

药品
说明
书变
更

药品说明书变更的

提交新药品说明书、相关补充申请批件

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产品
信息管理】-【产品基础信息维护】维
护相关说明书及注册批件信息

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
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辨

药品
质量

国家药品质量标准修
订

提交新药品质量标准（不涉及药品通用
名变更）

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产品
信息管理】-【产品基础信息维护】维
护药品质量标准信息

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
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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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变更

药品
包装
规格
或包
装材
质变
更

除区分谈判、竞价分
组的产品以外的产品
包装规格或包装材质
变更

1、 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
【产品信息管理】-【产品基础信息维
护】维护药品质量标准信息
2、 进入平台“药品申投诉”子系统【申投
提交新药品质量标准，同时按要求提交
诉登记】-【产品信息或企业名称变
产品信息变更申（投）诉（涉及药品通
更】-【产品】，填写主要内容、需要
用名、剂型和规格等信息描述变更）
解决的具体问题、法律或者事实依据及
上传涉及新通用名的国家药典或药品质
量标准作等国家药品标准修订的相关证
明材料

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
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辨

进入平台“药品基础库”子系统【产品
信息管理】-【产品基础信息维护】维
护相关包装规格

上传的证明材料须在有效
期内且页面完整清晰可辨

提交相关补充申请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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