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利通区分局药品经营许可政务公开第四季度（39户）
序号

许可证编号

组织机构代码

企业名称

经营方式

1

宁CB9530023

91640300MA75W8M781

宁夏百年益康大药房医药
连锁有限公司朝阳东街分
店

零售

2

宁CB9530423

91640300MA75WRAW83

宁夏百姓乐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第三十三分店

零售

3

宁CB9530342

91640300MA7613WH1T

宁夏百姓乐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第三十四分店

零售

4

宁CB9530579

91640300MA75WCR97K

5

宁CB9530577

91640300MA75W4U35Q

6

宁CB9530578

91640300MA75W44L7X

7

宁CB9530446

91640300MA75WQYE06

8

宁CB9530047

91640300MA75WE1B3F

9

宁CB9530596

91640300MA75WE1C1A

10

宁CB9531005

91640300MA774QP16Y

宁夏福源堂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恒昌分公司
宁夏福源堂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康定达分公司
宁夏福源堂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绿地苑分公司
宁夏福源堂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善谷小镇分公司
宁夏福源堂贸易有限公司
富饶分公司
宁夏福源堂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阳光骄子分公司
宁夏福源堂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李闸渠分公司

零售
零售
零售
零售
零售
零售
零售

11

宁CB9531007

91640300MA774EDP3B

宁夏福源堂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星河锦城分公司

12

宁CB9530332

91640300MA75WQ30T

宁夏鸿信德古方医药有限
公司鸿星分公司

零售

13

宁CB9530445

91640300MA75WQXP46

宁夏鸿信德古方医药有限
公司清水御景分公司

零售

14

宁CB9530655

91640300MA75WLQ79U

宁夏新鸿原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禧瑞华府分公司

零售

91640300MA76C5FU5B

宁夏易轩堂医药有限公司
福鑫康大药店

零售
零售

15

宁CB9530464

零售

16

宁CB9530041

91640300MA75XC8Q0L

宁夏易轩堂医药有限公司
全新大药房

17

宁CB9530572

91640300MA76G02L7B

宁夏易轩堂医药有限公司
福柏堂大药房

零售

18

宁CB9530646

91640300MA7607FE4C

吴忠市安康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美丽村庄大药店

零售

91640300MA76G85N4Y

吴忠市安康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清水河畔大药房

91640300MA75WL209P

吴忠市安康医药连锁有限
公司新市场药店

19
20

21

宁CB9531161
宁CB9530608

宁CB9530482

91640300MA75W1KP34

宁夏福百姓福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第七分公司

零售
零售

零售

经营范围

中成药、化学药、中药饮片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禁止类、限制类药品除
外）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禁止类、限制类药品除
外）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生
物制品、血液制品。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中药饮片、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生
物制品。
中药饮片、 中成药、化学药
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不含
冷藏冷冻药品）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
人

企业负
责人

质量负责人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变更历史记录

状态标
注原因

状态标注时
间

张东国

张东红

韩瑞（执业中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师）

2020-2-8

2025-2-7

2018.7.5变更经营范围、质量负责人。原质量负责人马玲、张兰英，增加
中药饮片.2020.1.17变更质量负责人，原马丹萍、苏晓梅。2020.6.9变更
注册地址，原吴忠市利通区朝阳东街91号。2020.9.2变更质量负责人，原
马丹萍（执业中药师）、核销中药饮片。2020.10.15变更质量负责人（原
张娅娅）、增加中药饮片。

吴忠市明珠路北侧阳
光骄子D区G-2A号商网 白震东
108号

白震东

秦玲（执业中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师）

2020-11-3

2025-11-2

2020.11.3变更质量负责人（孟祥玲、陈亮。

吴忠市利通区文广商
厦1号楼

白震东

白震东

锁小花（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2020-11-3

2025-11-2

2020.11.3变更质量负责人（王芳（中药师）秦玲（中药师）），增加生物 变更、
2020-11-3
制品。
换证

王晓辉

王晓辉

唐正虎、冯小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亮

2020-10-15

2025-10-14

2017.12.8变更，增加生物制品

换证

2020-10-15

吴忠市利通区朝阳小
学营业房76#

吴忠市利通区洼路沟
二期西侧商网南端
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
回乐苑北门东侧11.12
营业房
吴忠市利通区金星路
264#266#营业房
吴忠市利通区马莲渠
乡善谷小镇4号商网
吴忠市利通区宁宝超
市南罗渠二期9号楼
103号商网。
吴忠市利通区阳光骄
子C区8#营业房
吴忠市利通区李闸渠
公共租赁商网

变更、
2020-11-3
换证

王晓辉

王晓辉

王伊凡、马玲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10-14

2025-10-13

换证

2020-10-14

王晓辉

王晓辉

金佳丽、曹立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梅

2020-10-15

2025-10-14

2017.12.8变更，增加生物制品

换证

2020-10-15

王晓辉

王晓辉

谢彩霞

2020-10-15

2025-10-14

2017.12.8变更，增加生物制品

换证

2020-10-15

王晓辉

马自贵

马自贵（中药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师）

2020-10-15

2025-10-14

2019.4.1变更注册地址，原利通区板桥乡波浪渠村五队奶牛园区5号棚。增
换证
加中药饮、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片。

2020-10-15

王晓辉

王晓辉

2020-10-15

2025-10-14

2019.4.1变更质量负责人，原闫皓程、柳红霞。

换证

2020-10-15

王晓辉

刘进

2018-12-18

2023-10-14

2020.10.26变更质量负责人（尤晓娟执业药师）

变更

2020-10-26

王晓辉

吴忠市利通区板桥乡
李闸渠村部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吴忠市利通区东塔乡
制品（不含冷冻冷藏药品） 二道桥村部楼下
（禁止类、限制类药品除外）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薛筱钰（中药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师）、柳红霞
陈立娟（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王晓辉

盛志远（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师）

2020-10-15

2025-10-14

王顺刚

刘宏

杨兴旺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10-9

2025-10-8

王顺刚

刘宏

刘宏（中药
师）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10-9

2025-10-8

2017-6-7

2022-6-6

2016-2-1

2021-1-31

中药饮片、 中成药、化学药
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
生物制品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

吴忠市利通区黄河北
侧文化街东侧禧瑞华 原搏
府二十七号楼101号
吴忠市利通区文卫路
西侧明珠苑二期一号 王霖
楼5-6-7号商业房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吴忠市利通区东塔西
寺乡西大寺营业房575 王霖
、生化药品
号
王霖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
镇高糜子湾美丽村庄5 岳岩枫
、生化药品
号营业房
吴忠市利通区清水河
中成药、化学药、中药饮片 畔东区面南第十间营 岳岩枫
业房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
九公里农贸市场8#楼 岳岩枫
剂、抗生素
6-7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新民中心村瓜儿渠村
制品（除体外诊断试剂<药品
部公建商网109号
>）（不含冷藏冷冻药品）

2020-10-15

2017.12.8变更，增加生物制品、血液制品。2018.7.18变更质量负责人，
原质量负责人王伊凡、邓建勋。

吴忠市裕民西街星河
锦城小区七号楼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吴忠市利通区复兴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园7号楼2号营业房

变更

赵青峰

米红
孙永飞

张瑞娟（执
业中药师）、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王振
史桂花、武梅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宝

2019.4.27变更企业名称，原宁夏易轩堂医药有限公司福通大药店；变更法
换证
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原王霖、夏玲；变更质量负责人，原夏玲、夏
萍；增加生物制品。。
2016.11.16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原企业名称宁夏福
源堂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罗家湖分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王晓辉，
换证
2018.6.12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原法定代表人张玉琴，经营范围增
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2016.11.16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原企业名称宁夏福
源堂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二道桥分公司，原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王晓辉；
换证
2018.6.12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增加中药饮片、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
2018.8.30变更质量负责人，原胡月芳 王振。2019.6.27变更质量负责人，
原杨丽茹、王振。2020.10.26变更质量负责人（马晓娟（执业中药师）、 变更
王振）
2019.1.30变更质量负责人，原王晓惠、武梅宝。2020.10.19变更企业负责
变更
人（王立军）

2020-10-15

2020-10-9

2020-10-9

2020-10-26
2020-10-19

苏君梅

苏君梅、尤小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艳（中药师）

2016-2-2

2021-1-31

2019.1.24增加生物制品。2019.9.17变更经营范围，核销生物制品。
2020.10.21变更质量负责人（苏君梅、苏君丽），增加中药饮片。

丁 娟

白丽静（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2020-10-19

2025-10-18

2019.11.5变更企业名称、注册地址、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
人，原宁夏仁德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仁德堂大药店六十二分店、吴忠市利 变更、
2020-10-19
通区复兴家园南2#、锁晓娟、马建贵、韩兵力，顾鸿。2020.10.19变更企 换证
业负责人（牛春燕）、质量负责人（牛春燕、顾鸿），增加中药饮片。

岳岩枫

杨燕（执业药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师）

2016-2-1

2021-1-31

2019.8.15变更质量负责人（吴学琴 李晓莉），经营范围核减中药饮片。
2020.10.19变更质量负责人（吴学琴（执业药师）、王丽红（药师））。

变更

2020-10-19

刘小燕

刘小燕（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2019-12-24

2024-12-23

2020.10.20变更质量负责人（温娟执业药师），增加中药饮片。

变更

2020-10-20

岳岩枫

史迁（执业中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师）

2016-7-28

2021-7-27

2020.10.19变更质量负责人（马冬梅、史迁）。

变更

2020-10-19

2025-3-9

2019.3.7变更企业名称原吴忠市老百姓医药有限公司第七分公司；变更注
册地址原吴忠市利通区瓜儿渠村村部营业房；变更质量负责人原马小琴变
更党娴；变更经营方式原批发企业直属门店；增加经营范围中药材、生物
制品2020.3.19变更企业名称原宁夏老百姓健康药房瓜儿渠店；变更质量负 变更
责人原党娴、张宁霞.2020.10.26变更质量负责人（党娴、胡玉洁（中药
师））、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生物制品（疫
苗血液制品除外））。

2020-10-26

赵青峰

党娴（药师）
、李静（中药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师）

2020-3-10

变更

2020-10-21

22

宁CB95311230

91640300MA770ATF0P

宁夏福百姓福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第二十一分公司

零售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吴忠市利通区金银滩
赵青峰
制品（除体外诊断试剂<药品 镇农贸市场综合楼13#
>）（不含冷藏冷冻药品）

23

宁CB9530343

91640300MA76J5QT5U

宁夏福百姓福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第十二分公司

零售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吴忠市利通区东塔寺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乡石佛寺村安置区南 赵青峰
制品（除体外诊断试剂<药品
门口东侧商网S-2-5号
>）（不含冷藏冷冻药品）.

赵青峰

唐小云（执业
药师）张剑镔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2021-1-29

2026-1-30

24

宁DB9530420

91640300MA770J2P51

宁夏福百姓福医药贸易有
限公司第十九分公司

零售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吴忠市利通区金花园
制品（除体外诊断试剂<药品 A2区48号营业房
>）（不含冷藏冷冻药品）

赵青峰

赵青峰

秦丽（执业药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师）

2020-10-26

2025-10-25

25

宁CB9530986

91640300MA770C842T

李辉

李伟

2018-11-26

2023-11-25

宁夏仙鹤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利宁街分公司
宁夏仙鹤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文卫路分公司

零售
零售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品

吴忠市利通区利宁街
世纪嘉园四号商业楼
吴忠市利通区文卫路
金塔小区四号商业楼
28号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吴忠市利通区利通街
剂、抗生素
国贸大厦A号103号
吴忠市利通区明珠路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东段北侧明珠花园公
、生化药品
园世家十八号楼3201
号

2020-10-26

变更

2020-10-26

2020-10变更、
23/2020-10换证
26

变更

2020-10-20

2024-12-13

变更

2020-10-20

2024-6-3

2020.10.20变更企业负责人（顾望逞）、质量负责人（李舰、李伟）。

变更

2020-10-20

2016-10-17

2021-10-16

2020.10.20变更企业负责人（顾望逞）、质量负责人（王学梅执业药师）
。

变更

2020-10-20

王佃军（执业
药师、中药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师）

2018-3-7

2023-3-6

邓卜兴

刘丽荣（执业
药师）、鲁学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梅

2020-11-5

2025-11-4

丁玉成

于新华（执业
中药师）、尹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晓明（药师）

2020-10-10

2025-10-10

换证

2020-10-10

王黎

沈哓艳（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2020-11-23

2025-11-22

2018.8.21变更质量负责人，增加生物制品，原质量负责人付学丽、司少玲
换证
。2020.6.17变更质量负责人，原厚春梅（执业药师）。

2020-11-23

王黎

王黎

候丽丽（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2020-11-23

2025-11-22

吴忠市利通区明珠路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北侧、经一街西侧、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经二街东侧星河嘉城
56号楼108#商铺

王黎

李建军

王红娟（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2020-11-23

2025-11-22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
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不含冷藏冷冻药品）

王顺刚

91640300MA770C8E4B

宁夏仙鹤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国贸分公司

零售

28

宁DB9530618

91640300MA770K713P

宁夏仙鹤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明珠分公司

零售

29

宁DB9530709

91640300MA76J9CJ5C

宁夏仙鹤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文锦分公司

零售

30

宁DB9530349

91640300684233920G

吴忠市保康大药房（有限
责任公司）

零售

31

宁DB9530713

91640302MA76BB8W8B

吴忠市利通区百乐康大药
房

零售

32

宁CB9531338

91640300MA76EOHL1E

宁夏惠仁堂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黎明店

零售

33

宁CB9531339

91640300MA76E0FN5H

宁夏惠仁堂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欣庆园店

零售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吴忠市利通区欣庆苑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东门南侧商网
制品

34

宁CB9531340

91640300MA76E0GJ9F

宁夏惠仁堂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星河嘉城分公司

零售

李辉

李伟

李辉

李伟

李辉

李伟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吴忠市利通区富民路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209号营业房

李辉

李伟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吴忠市裕民西路北侧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 、西一环路东侧（新
制品、血液制品***
区医院门口）

张娟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中药饮片、生化药品、生物
制品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生
物制品

吴忠市利通区花园街
北湖花园B区8号营业 丁玉成
房
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
花寺中心村回乐苑小 王黎
区商网26-27#楼117铺

35

宁CB9530332

91640300MA75WQ30T

宁夏鸿信德古方医药有限
公司罗家湖分公司

零售

36

宁CB9531333

91640300352663772D

宁夏民信德仁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民生店

零售

37

宁CB9531334

916403003526636764

宁夏民信德仁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南门店

零售

38

宁CB9531331

91640300694317837K

宁夏吴忠市九九医药有限
公司

零售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利通区古城路众禾商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务楼一楼

零售

中药饮片、 中成药、化学药 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
制剂、抗生素 、生物制品
乡清水沟村清水雅居
（禁止类限制类药品除外） 34#02号

吴忠市利通区雅康大药房

顾冬艳（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马瑞（执业中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师）

变更

2019-6-4

91640300MA770C7702

宁DB9530348

91640301MA76KMAO69

2023-12-4

2019-12-14

宁CB9531028

27

宁DB9531337

2018-12-5

2019.3.7变更企业名称原吴忠市老百姓医药有限公司第二十八分公司；增
加质量负责人丁丽萍；增加经营范围中药材。2020.3.19变更企业名称原宁
夏老百姓健康药房九公里市场店；变更经营范围原：中药材、中药饮片、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禁止类、限制类药
品除外）。2020.10.26变更质量负责人（张海燕、丁丽萍）、经营范围
（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生物制品（疫苗血液制品除
外））。
2019.2.19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原宁夏
德昇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吴忠分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石建华，
质量负责人李春霞、陈国芳。2020.7.22变更 企业名称、注册地址、质量
负责人、经营范围，原宁夏老百姓健康药房中达店、吴忠市利通区朝阳东
街北侧义乌商贸城东侧浩海云天三号商业楼107号、原质量负责人李春霞
杨丽萍、原经营范围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2020.10.26变更质量负责人（唐少云、吴少梅）。
2019.3.7变更企业名称原吴忠市利通区益仁大药房；变更法人原梁玉；变
更企业负责原梁玉 增加经营范围中药材、生物制品.2020.3.19变更企业名
称原宁夏老百姓健康药房益仁店；变更质量负责人原张学霞、唐小云；变
更经营范围原：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
药品、生物制品（禁止类、限制类药品除外）。2020.10.23变更经营范围
（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生物制品（疫苗血液制品除
外））。
2020.10.20变更企业负责人（顾望逞）。
2018.10.29变更质量负责人，原石文娴、李伟。2020.10.20变更企业负责
人（顾望逞）。

26

39

赵青峰

曹玉芳（初级
中药师）、丁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丽萍

顾望逞（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杭晓燕（执业
中药师）、李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瑞（中药士）

刘宏

杨兴旺（药
师）、陈巧凤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药师）

2020-10-9

2025-10-8

朱小文

纪惠琴（药
师）、叶海艳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2020-11-10

2025-11-9

朱小文

梁艳玲、马兰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0-11-10

2025-11-9

梁军

梁军

刘彩云（执业
药师）、李欢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2020-11-9

2025-11-8

牛春燕

牛春燕

牛春燕（执业
吴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中药师）

2020-11-19

2025-11-18

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药制 吴忠市利通区明珠路
北侧阳光骄子B区商网 王海宾
剂、抗生素、生化药品
B-13#
吴忠市友谊路利通街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交叉口中盐公司商业 王海宾
、生化药品
房1号2号。

2020.7.20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经营范
围。原吴忠市怀仁堂大药房、法定代表人及企业负责人阮继红，原质量负 变更
责人王佃军（执业药师）姜昕伶（中药师），核减生物制品。2020.10.20
变更企业负责人（顾望逞）。
2017.12.8变更法定代表人，原法定代表人张政。2018.4.24变更企业负责
人，经营范围。原企业负责人张捉成，增加生物制品、血液制品。
2018.7.17变更质量负责人，原质量负责人刘丽荣、李淼、鲁宁
换证
萍.2019.11.11变更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原张宝财、张
娟。质量负责人刘丽荣、李淼、张金霞，取消血液制品。2020.4.28变更经
营范围增加血液制品。

2018.4.2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原宁夏福德堂医药连锁
有限公司欣庆园分公司、2018.7.30变更质量负责人原质量负责人邓旭霞、 换证
马静，增加生物制品。2019.5.24变更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原企业负
责人王黎，原质量负责人张辉。
2019.3.4变更企业负责人，原企业负责人王黎；增加生物制品。2019.5.24
变更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原企业负责人王黎，原质量负责人拓占斌 换证
马惠荣。2019.9.17变更经营范围，核销生物制品。
2016.11.16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原企业名称宁夏福
源堂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罗家湖分公司、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王晓辉，
2018.6.12变更法定代表人、经营范围，原法定代表人张玉琴，经营范围增
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2020.11.25变更企业名称（宁夏鸿信德古方医药
有限公司罗家湖分公司）、注册地址（吴忠市利通区板桥乡李闸渠村部）
、质量负责人（杨兴旺药师）
2018.12.13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原宁夏美信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吴
忠民生店，王金华。2019.4.1变更注册地址、质量负责人，原吴忠市利通
区裕民西街与利宁街交叉处1幢8号房，原纪惠琴、孙波。
2017.1.12变更注册地址，原吴忠市利通区西环路西侧。2018.9.7变更注册
地址、质量负责人，原注册地址吴忠市利通区富平路富康商务中心一楼、
原质量负责人梁艳玲 沈永利。2018.12.13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原
宁夏美信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南门店，王金华。
2019.5.24变更质量负责人，原质量负责人李欢、高凤玲、刘彩云。
2020.7.24变更质量负责人，原刘彩云、高凤玲。

2020-10-20

2020-11-5

2020-11-23

2020-11-23

变更

2020-11-25

换证

2020-11-10

换证

2020-11-10

换证

2020-11-9

新办

2020-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