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药商业协会
药商协字〔2018〕88 号

关于印发 2018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信息大会
会议纪要的函
各相关单位：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于 2018 年 8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天津召开了
2018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信息大会，现将《会议纪要》及表彰名单
印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单位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和落实好综合
统计、医药物流和医药电商统计等各项信息管理工作。

附件:
1.2018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信息大会会议纪要
2.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信息工作先进单位表彰名单
3.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信息工作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二〇一八年九月六日

附件 1
2018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信息大会会议纪要
2018 年 8 月 19 日至 21 日，由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主办、天津
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承办的以“聚焦大数据，创造新模式”
为主题的 2018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信息大会在天津召开。本次大会
聚集了行业内外精英，共同探讨药品流通行业发展的新机遇以及面
临的新挑战，分享了利用大数据创造行业新模式的案例。来自全国
25 个省市的 15 家地方医药行业主管部门、协会和 96 家行业内外
企业共 240 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大会以 2018 药品流通蓝皮书发布拉开序幕，首先由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为蓝皮书发布会致辞。蓝皮书主编温再兴详
细介绍了 2018 年药品流通蓝皮书的编撰内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皮书分社社长邓泳红介绍了皮书智库。蓝皮书执行主编唐民皓对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报告——药品流通蓝皮书》的五年历程进
行了回顾。相关领导出席了《2018 药品流通蓝皮书》首发揭幕仪
式。
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公平竞争处副处长王维莉在会上介绍了《药
品流通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总体目标进展情况以及主要指标完成
情况，通报了 2018 年上半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情况。提出新形势
下加强行业统计工作的三点重要意义：1、行业统计工作是深化药
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2、行业统计工作是实施药品流通
行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手段。3、行业统计工作是促进行业持
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并提出了做好行业统计信息报送工作的三

点要求：1、夯实统计基础工作，建立健全统计管理制度。2、严格
执行统计报表制度，确保统计数据质量。3、完善统计信息库，健
全更新维护机制。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总工程师李建辉主要从 GS1 组
织与追溯标准体系、医疗行业 GS1 应用现状、GS1 与供应链体系建
设等多方面全面介绍了 GS1 标准在追溯中的作用。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邓金栋做了药品流通行业大数据应用
及信息化技术建设等方面的主旨发言。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智能化应
用分会秘书长高庆辉介绍了分会上半年工作情况，分享了企业药品
追溯平台的建设案例，并提出下半年的重点工作。中国医药商业协
会副秘书长李文明以上市公司数据看医药行业发展趋势为主题重
点介绍了针对外部环境企业的主要经营举措、战略布局方向以及未
来发展趋势。
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副秘书长陈新河通过讲述案例分享了
大数据产业生态系统及大数据的重要性、大数据在各个行业的应用
情况。Gartner 研究总监陈勇与大家分享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数
字化业务的概念、中国的数字化趋势、数字化业务的着陆点等方面
的思考。普华永道中国管理咨询总监蔡景愚从医改实现的目标：质
量、创新两点引出制药企业可能存在的四个挑战以及未来流通行业
数字化转型的新机遇。
银川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刘昱江介绍了医改的相关内容，重
点阐述了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优势，并通过介绍“互联网+医疗”在
银川第一人民医院各流程中的具体应用,如远程诊断、远程门诊、
远程整合医学平台、自助用药管理平台、电子处方管理应用平台等,
展现了“互联网+医疗”为医院及患者带来的便利。九州通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百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通过介绍
企业发展布局情况、运用各种平台及与其他企业合作的优势等几个
方面，同与会代表分享了企业发展建设的成果。
零氪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上海钥世圈云健康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的代表分别从零氪&邻客智慧
药房、钥世圈的发展情况及核心商业模式、Wehealth 集中管理的
三大方面同与会代表分享了企业建设工作中的经验。
上海倍通医药科技咨询有限公司、杭州神中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英克科技有限公司、河南紫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分别从
介绍倍通的“一站式”的渠道数据管理服务的应用、神中云的医药
数字化解决方案、不同行业多角度分享供应链金融的内容、紫云为
解决企业面临的新挑战找到的新武器--追溯赋码服务和区块链+应
用云服务等方面分享了企业为发展做出的努力与创新。河南紫云云
计算股份有限公司在会上发布的基于区块链的溯源防伪一体化服
务产品和药事服务产品也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认同。
本次大会特别邀请了相关企业高管共同探讨医药电商的发展
之路。各位领导简要介绍了本企业的情况，并对互联网+医疗健康
进行解读，围绕各自的发展理念深入探讨了互联网医疗、智慧药房
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在信息大会期间，分设了统计信息与三方信息共享两个分会
场。统计信息分会场对综合统计、物流统计、医药电商统计进行了
专业培训，并向与会代表征求了行业统计制度修订初稿修改意见。
此项工作将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送审稿报送国统局批复后执

行。三方信息共享分会场组织相关专家就三方信息共享项目进展情
况及下一步工作展开讨论。
会议期间，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对 2017 年度药品流通行业信息
工作先进单位与个人进行了表彰与奖励。分别颁发了最佳合作伙伴
奖、最佳支持奖、信息统计工作先进单位、信息统计工作先进个人、
优秀运营分析奖、蓝皮书优秀撰稿人、最佳贡献奖。
感谢承办方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对本次会议的大
力支持，使会议按照预定议程取得圆满成功。

附件 2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最佳合作伙伴表彰名单
企业名称
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最佳支持单位表彰名单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赛诺菲（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

邻客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神中科技有限公司

雅培中国上海斯发医药有限公司

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倍通医药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华润天津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钥匙圈云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浪潮通用软件有限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北京英克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诺华制药有限公司

河南紫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

礼来苏州制药有限公司

康宁医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无锡）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信息统计工作先进单位表彰名单——协会
协会名称

协会名称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

山东省医药行业协会

天津市医药商业协会

河南省药品流通发展促进会

河北省医药行业协会

湖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

山西省零售商行业协会

广东省医药行业协会

辽宁省医药商业协会

深圳市医药商业协会

吉林省药品流通服务中心

海南省医药行业协会

黑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

重庆医药行业协会

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

四川省医药商业协会

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

贵州医药商业协会

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

云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

安徽省医药商业协会

西藏自治区医药流通协会

福建省医药行业协会

宁夏医药行业协会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信息统计工作先进单位表彰名单—直报企业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北京万维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森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北京上药爱心伟业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海卫药品经营部

北京世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广安医药联合中心

北京世纳康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康源医药经营部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怡康弘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人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恒创佳益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信海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恒和康建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凯宏鑫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易快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华方科泰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汇安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海淀康玉医药经理部

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燃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国康兄弟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益普四环医药公司

北京大华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安和康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美康永正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安捷利尔医药销售中心

北京行有恒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宝泽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西单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兴盛源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卫泰安医药供应部

北京金鑫然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金阳利康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宝树堂药品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鹤鸣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济安堂药店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华润国康(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怡然堂药店

华润新龙(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昌药医药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牡丹苑金象大药房

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天津)东方博康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天津北方医药有限公司

康德乐(中国)医药有限公司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

康阳先锋(北京)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天津北药大通医药有限公司

民生药业集团北京康中医药有限公司

天津智合峰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红惠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中国中药有限公司

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天津)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亚泰永安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品经营有限公司

河北东盛英华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参茸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智同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金仑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医药药材公司

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鹤年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口市华佗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健坤(北京)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仁和药房网(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神威圣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医保中洋大药房有限公司

河北神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南三环中路药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崇文门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山西长治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北京安康百利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亚宝医药经销有限公司

山西亨通医药批发有限公司

辽宁利洲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厚德兴盛医药有限公司

大连东特大药房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山西康美徕医药有限公司

沈阳同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山西荣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集团供销有限公司

辽宁雪松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

上药科园信海医药吉林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大连有限公司

东辽县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修正药业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大连东特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吉林康乃尔医药有限公司

大连中大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三晶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大连美罗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东隆医药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大连金虎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北药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会通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省博宁医药有限公司

沈阳医药贸易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吉林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康鑫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吉林有限公司

沈阳惠生药业有限公司

图们市天仁医药有限公司

沈阳泰源医药有限公司

延边敖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沈阳源生堂药业有限公司

敦化市药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沈阳爱伦医药有限公司

长春永新迪瑞药业有限公司

葫芦岛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天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

松原市神光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京沈药业发展有限公司

吉林省中东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健瑞达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合兴健康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北药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牡丹江天利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北药百草医药有限公司

绥化市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太平医药有限公司

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康博安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黑龙江国药药材有限公司

辽宁汇明医药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省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哈尔滨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

辽宁省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泰华医药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黑龙江泰华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置基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上药华宇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美罗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上海上药新亚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海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虹桥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金石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云湖医药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闵行区药材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余天成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信谊天一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龙威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信谊联合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嘉定药业有限公司

华润国康(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集团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东虹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华仁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华源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药材医药总公司

康德乐(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古华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上生生物制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外高桥医药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嘉定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太安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农工商长征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

上海康健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一德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云湖医药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得一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余天成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养和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南汇华泰药店连锁总店

上海海吉雅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海欣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得一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申依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益丰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百路达药业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科泽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第一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罗达医药公司

上海联华复星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丰县医药总公司

上海金石大药房有限公司

华润昆山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上海雷允上西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

南京拓弘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大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

上药控股南通有限公司

江苏省润天生化医药有限公司

上药控股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金湖县医药有限公司

上药控股盐城有限公司

苏州礼安医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上药集团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雷允上国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中健之康供应链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连云港康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九州通(常熟)医药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苏州天顺医药有限公司

上药凯仑(杭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南京华东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华东医药宁波销售有限公司

南通礼安医药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岱山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南通有限公司

华东宁波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常州有限公司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无锡有限公司

台州市健达医药有限公司

常熟建发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泰生医药有限公司

张家港市百禾医药有限公司

嘉兴市华源医药有限公司

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博雅达医药有限公司

无锡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嘉兴英特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华美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回音必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同济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台州有限公司

江苏康缘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州有限公司

江苏百瑞医药有限公司

奉化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泰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正源医药医药材有限公司

礼来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鸿海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苏州恒祥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新城医药有限公司

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平湖市医药有限公司

宁海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新昌县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平阳县瓯南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康德乐(浙江)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医药有限公司

建德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祥合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桐君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福朋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万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英特海斯医药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英诺珐医药有限公司

桐乡市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麦斯康莱医药有限公司

永嘉县医药总公司

浙江鼎兆医药有限公司

永康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海尔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普泽医药有限公司

海盐县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上药新欣医药有限公司

淳安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丽水中新药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亚迪医药有限公司

温州新特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台州药材医药有限公司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英特大通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百仁医药有限公司

金华市太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安泰医药有限公司

金华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普利药业有限公司

乐清市医药公司

浙江普洛康裕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华润温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济世源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浙江有限公司

浙江润格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舟山有限公司

浙江湖州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大德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瑞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三通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临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余姚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康宁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嵊州市医药药材总公司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瑞人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舟山市普陀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药店医药连锁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东阳市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震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连锁有限公司

海宁市老百姓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余姚市宏济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海盐县健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嘉兴市万寿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淳安健民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嘉兴市华氏兰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州康福药业有限公司

宁波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湖州百姓缘药品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宁波彩虹大药房有限公司

绍兴华虞大药房有限公司

德清县老百姓大药房有限公司

舟山存德堂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易心堂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市隆基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杭州三九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金华市九德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杭州九洲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金华市尖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杭州全德堂药房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华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浙江)有限公司

杭州华东武林大药房有限公司

安徽乐嘉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天生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

安徽省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西门药店有限公司

滁州市天成药业有限公司

桐庐桐君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华氏有限公司

江南益寿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安徽天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万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安徽丰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信安慈恩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中邮恒泰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联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华润(宁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华润东大(福建)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厦门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天天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三明有限公司

浙江延福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宁德有限公司

浙江江山百草堂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怀德居医药(厦门)有限公司

浙江洪福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漳州有限公司

浙江源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莆田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龙岩有限公司

江西天顺医药有限公司

片仔癀(漳州)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康成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福建东南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汇仁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九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遂川县医药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省萍乡市昌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青春康源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福建广药洁达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福建民康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海恒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聊城有限公司

福建省惠明医药有限公司

威海市天福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汇峰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威高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原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康惠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惠好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康诺盛世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龙岩市新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福建雷允上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厦门绿金谷国际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滨州圣慷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南平新力量有限公司

山东省莱芜市医药公司

国药控股泉州有限公司

日照医药集团

国药控股福州有限公司

罗欣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

菏泽牡丹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青岛天合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同仁堂福建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回春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山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惠好四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利民大药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燕喜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江西上饶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益寿堂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仁翔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立健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江西华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新华鲁抗大药房有限公司

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

菏泽牡丹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青岛国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北人福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德信行惠友大药房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青岛百洋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武汉东明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青岛百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马应龙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独活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三门峡华为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天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商丘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

恩施市元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中联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天地民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同济堂药房有限公司

必康百川医药(河南)有限公司

湖北天力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河南省国药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安化县医药总公司

河南省新华药业有限公司

常德市九芝堂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爱森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上药九旺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九芝堂医药有限公司

民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众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博瑞药业有限公司

开封市百氏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德海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湖南新汇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恩施医药有限公司

衡阳市同德祥医药有限公司

华润湖北医药有限公司

衡阳瑞源药业有限公司

华润湖北金马医药有限公司

邵阳九福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千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湖北宏源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国大民生堂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宜昌万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市康鑫医药经销有限公司

创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市瑞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武汉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康德乐合丹(深圳)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天瑞药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健华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天祥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天耀医药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安欣健药业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海南宜通医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北药行连锁有限公司

海南尤纳特药业有限公司

上药科园信海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康众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

海南康宁药业有限公司

洋浦京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康尼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万康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康涞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世诚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康瑞源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世邦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康臣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康虹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中兴元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德仁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五德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悦健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人创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惠博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健友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成大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成美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健林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新药特药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光伟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新通用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全康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新龙南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创优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普森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华元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普立宁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华卫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林恒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协安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欣达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博生元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欣霖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同济堂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泽世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国丹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泽田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国康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海力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大岛广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海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大西洋制药厂有限公司

海南海邦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涛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天心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瑞康京卫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天阁医药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海南益威药业贸易有限公司

重庆威普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医疗器械公司

重庆宏业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睿健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宸曦堂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神力宝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家燕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腾瑞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华烨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裕鑫昌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太乙堂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赛科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开县三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鑫瑞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新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锦天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朗诺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飞利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赛力君安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香格里拉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远博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鲁海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通海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鸿成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鑫盛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龙联医药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神威药业(海南)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

重庆医药北碚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医药巴南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永敬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澄迈县医药发展公司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海南养天和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浩丰药业有限公司

天泰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鑫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康德乐(重庆)医药有限公司

铜梁县开信大药房

秀山正鼎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万鑫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美药业有限公司

乐山市兴毓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医药集团科渝药品有限公司

凉山佳能达医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四环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凉山州西部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国华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久泰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天寿药业有限公司

毕节大众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太星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东南药业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四川宜宾福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大明医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本草堂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弘一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海棠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强生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省绵阳药业集团公司

贵州斯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自贡市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泰忆药品有限公司

四川绵阳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省药材公司

四川雅安康盛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鹭燕知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鼎圣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有限公司

黔南州华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禾创药业有限公司

黔西南州天地药业贸易有限公司

江安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贵州有限公司

泸州本草堂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达州新天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省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医药自贡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赤水黔北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遂宁市全泰堂药业有限公司

遵义医药有限公司

泸州宝光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一品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凉山州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贵州一树连锁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圣杰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华氏大药房延安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贵州省医药(集团)和平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东昌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宜宾市康健堂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云南伍维药业有限公司

成都瑞森药业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佳能达医药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明生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云南同丰医药有限公司

绵阳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名扬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绵阳科伦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云南嘉德瑞克药业有限公司

上药控股贵州有限公司

云南康禾医药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安顺有限公司

云南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安顺市长寿欣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建水县兴达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开远三发医药经贸公司

陕西省汉中市药材总公司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开发服务中心

兰州强生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云南省药品科技开发经营有限公司

兰州西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联顿医药有限公司

嘉峪关市众康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腾瑞医药有限公司

嘉峪关市明珠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腾药药品经营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

云南通盛医药有限公司

甘肃平凉国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金辉药业有限公司

甘肃普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靖兴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甘肃莱美医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龙马药业有限公司

礼县春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国药控股云南有限公司

酒泉天源百弘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圣火医药有限公司

嘉峪关市医药公司

昆明滇虹药业销售有限公司

张掖市银杏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积大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甘肃步天医药有限公司

昆明红伙药业有限公司

嘉峪关康盛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昆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青海百辰药业有限公司

普洱腾龙药业有限公司

青海省新绿洲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东骏药业有限公司

同心县同康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云南博泰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宁夏有限公司

云南昊邦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宁夏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保山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众欣联合中信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众欣联合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云南省玉溪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众欣联合德林医药有限公司

昭通市雄风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华源耀康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圣瑞禾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宁夏永寿堂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永欣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源沣医药有限公司

西安藻露堂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瑞弘达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华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宁夏金顺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派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启元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康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广西嘉进医药连锁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云峰盛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宁夏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广西玉林市至真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普济大药房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百兴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内蒙古凯蒙药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百年益康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内蒙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盐池县大水坑医药有限公司

内蒙古大金九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石嘴山市博康医药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康德乐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呼伦贝尔市同致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内蒙古有限公司

广西桂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丹龙医药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百姓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广西连锁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内蒙古有限公司

广西一心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雷蒙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朝阳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附件 3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信息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表彰名单—品类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1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王霏

2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燕

3

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刘晓艳

4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王丹

5

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

张阳子

6

国药控股美罗（大连）有限公司

孙萍

7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刘美华

8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药业（上海）有限公司

刘新黎

9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刘星利

10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黄豪

11

常熟建发医药有限公司

朱静

12

上药山禾无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章涛

13

华润江苏医药有限公司

华阳

14

上药集团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嵘

15

上药控股徐州股份有限公司

刘露

16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栾澄

17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叶凡凡

18

上药凯仑(杭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程向青

19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芳

20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王卓远

21

华润温州医药有限公司

林毓蛮

22

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

张晶

23

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曲成辉

24

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汪睿

25

广州国盈医药有限公司

梁健峰

26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罗茜

27

国药控股广西有限公司

廖晓恒

28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秦小诗

29

重庆医药集团科渝药品有限公司

王国颖

30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鲜成林

31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杜凤

32

贵州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康松

33

国药控股陕西有限公司

马苗

34

青海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张俊

35

新疆新特药民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秀芳

36

北京嘉事堂连锁大药房有限公司

苗雪

37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龚静

38

北京永安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芦子欣

39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杨冰

40

哈尔滨人民同泰药店

刘美华

41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卞蒙璐

42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胡雪梅

43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刘新黎

44

南京医药国药有限公司

范家国

45

杭州九洲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缪克旺

46

济南漱玉平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王文娜

47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王桐辉

48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李亚琼

49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黄萍

50

广州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梁超良

51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沈明明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信息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表彰名单——短缺药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1

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韩俊叶

2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王丽娟

3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刘星利

4

上药集团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张嵘

5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黄洁

6

国药控股福建有限公司

张雨欣

7

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

皮晓琼

8

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曲成辉

9

青岛百洋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郭磊

10

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李晓虹

11

河南泰丰医药有限公司

杨洁芳

12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

袁玉林

13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王舟洲

14

云南同丰医药有限公司

霍严芳

15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

魏凯丽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信息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表彰名单—应收账款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1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宋建方

2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王霏

3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何祎晨

4

北京美康永正医药有限公司

石伟

5

河北金仑医药有限公司

张子蓉

6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刘小虎

7

山西康美徕医药有限公司

梁莎莎

8

辽宁省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吕丹

9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刘美华

10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刘星利

11

康德乐(中国)医药有限公司

张韧

12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顾春梅

13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叶凡凡

14

福建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王煜

15

厦门片仔癀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张奇智

16

龙岩新鹭燕医药有限公司

曾铮

17

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

王颖

18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张丽红

19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韩霏

20

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牛玲玉

21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

郭珊珊

22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黄伊人

23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梁静雅

24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房庆锋

25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有限公司

杨茜芝

26

贵州康心药业有限公司

刘丹

27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派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陶静

28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

魏凯丽

29

青海省富康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马青莲

30

国药控股宁夏有限公司

王毅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信息统计工作先进个人表彰名单
—十三五调研表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1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何祎晨

2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马雷

3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马曦

4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姜楠

5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马云涛

6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芳

7

安徽天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汪红

8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黄海英

9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钟媛

10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赵莹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优秀运营分析表彰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姓名

1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黄豪

2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熊蕊

3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志龙

4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刘宁

5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陆华强

6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高煜波

7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徐静

8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彭韩露

9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卢凯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蓝皮书优秀撰稿人/单位表彰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姓名

1

北京融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曹人元

2

康宁益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赵桂英

3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崔勇

4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尹世强

5

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马光磊

6

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付钢

7

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张青松

8

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黄剑萍

9

深圳市麦德信药房管理有限公司

郑浩

10

四川省医药商业协会

陈琳

11

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

2017 年药品流通行业最佳贡献奖表彰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联系人

1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艾士武

2

湖南省商务厅

唐橘洲

3

福建省医药行业协会

饶凤秀

4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王红嫣

5

广东省医药行业协会

钱曼

6

云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

郭英萍

7

重庆医药行业协会

骆集淦

8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张春生

9

山西仁和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杨全柱

10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徐玮

11

天津市医药商业协会

严国伟

12

天津市医药商业协会

高波

13

宁夏医药行业协会

张学斌

14

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

范自荣

15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

夏黎明

16

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

陈传莹

17

深圳市医药商业协会

陈国静

18

国药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李华

19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王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