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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时代再聚申城，重构中迎接医药行业新未来!

展会规模 10万平米

2000多家国内外医药大健康企业

第81届全国药品交易会

5月13日，第81届全国药品交易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盛大召开!作为中国医药制剂与

大健康领域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专业盛会，见证中国民族制药工业的崛起与壮大、助力医药

大健康企业提升品牌影响力、推动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本次展会规模高达10万平米，共2000多家国内外医药和大健康领域企业，在二层展厅

的5.2、6.2、7.2、8.2号馆大放异彩!  展会现场观众数突破16万人次，展会充分发挥药交

会平台虹吸效应，医药人纷纷汇聚到上海：30多个行业高端论坛、百余场专家报告、上千

场社交活动轮番登场。行业虽然正在经历变革，医药人却期待变革重构新的未来。2019年

药交会以“变革重构未来”的主题唱响“推动产业升级与市场变革的融合与发展”的全新

华章。

2019年12月2-4日，第82届全国药品交易会将在重庆国际博览中心举办，期待在山城

与您见面。

观众数突破16万人次

30多个行业高端论坛

百余场专家报告

上千场社交活动轮番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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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开幕式剪彩嘉宾名单：

来自医药和大健康产业的各位行业同仁，共同拉动彩带，本届展会隆重开幕

沙漏显现出“变革重构未来”的主题

药交会“推动产业升级与市场变革融合与发展”全新华章奏响

• 中国医药集团党委副书记/国药励展董事长 杨柳

• 国药励展董事总经理 胡昆坪

• 福建省商务厅副厅长 陈安生

•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巡视员 蒲正江

•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专家 汪要一

• 京畿道振兴院首席代表 南京淑

• 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局副局长 徐德生

• 吉林省靖宇县县长 全洪宝

•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执行会长 付明仲

•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执行会长 潘广成

•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 秦红燕

• 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蒋金琪

• 浙江省保健品化妆品行业协会副会长 张艳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工业协会会长 武嘉林

• 香港药行商会理事长 林汉洲

• 上海医药营销中心副主任 杨毓方

• 中国中药董事长 吴宪

• 瑞康医药董事长 韩旭

• 重庆医股总裁 袁泉

• 安徽贝克董事长 王志邦

• 潓美医疗总裁 林信涌

• 山西振东总裁 马士锋

• 金城医药总经理 张学波

• 中国生物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梅建雄

• 亚宝药业副总裁 吕雷

• 吉药控股董事副总经理 王德恒

• 金陵药业总裁 梁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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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润医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周少敏

• 云南医药常务副总经理 罗彬

• 威海紫光总经理 江明

• 飞龙集团副总裁 孙大正

• 上海华氏大药房总经理 沈飙



观众数据与分析

• 观众首选：满意度持续提升，业界好评如潮

98%

观众对大会
整体感到满意

观众表示继续
参加下届药交会

观众愿意把展会
推荐给同事及同行

91% 96%

• 地域覆盖广：观众来自全国，覆盖省、市、区县一级，
• 是企业拓展全国各级市场的绝佳途径

• 观众人数屡创新高，本届达到16万人次

81届
80届

79届

18%

12%

7%

6%

5%

上海

江苏

山东、浙江

河北、安徽

北京、河南、广东

（参观人次排名前的9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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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数据与分析

与有决策力的买家面对面高效交流

23%

16%

10%
4%3%

3%2%

2%

2%

35%

代理商

经销商/分销商/物流

连锁药店/单体药店

医院（公立医院、民营医院）

保健食品/食品/营养品生产

健康产品直营店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商超/零售店

电商/跨境电商

其他65%的观众来自渠道商和零售商

15%

董事长/董事/总裁/总经理
/院长/校长/政府高级官员

64%

事业部/部门负责人/总
监/经理

79%的观众具有决策权
助您快速提升品牌影响力，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获知行业最新趋势，产品和技术 28%

 尽可能多地寻找新的产品或服务提供商 22%

 寻找合适的供应商并确定采购计划 19%

参观目的

TO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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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数据与分析

92%
展商对参展效果感到满意

88%
展商将继续参加下次展会

95%
展商愿意给同行推荐
PHARMCHINA

产业汇聚 名企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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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汇聚 专区专展

"专区专展"的展出模式极大程度地为企业凝聚目标观众，提高展出效果。

中成药

中药材
中药饮片

中药
配方颗粒

中医药
养生

医药物流技术与设备

医用耗材、成人用品

互联网+医药

家用医疗器械

OTC

茶

化学药

为了响应“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国家政策，全国药品交易会在2017年强势
推出PHARMCHINA子品牌中医药博览会（TCME）。今年5月13-15日，中医药博览会与药交会同期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展会主办方观众调研数据显示：中医药产品已经成为专业观众最
关注的产品类别，强劲的市场需求必然带来新机遇！

生物技术与创新06



展商评语

特别鸣谢
展会获得来自政府和各个行业协会的大力支持

中国保健协会保健咨询服务工作委员会
中国保健协会健康服务与研究专业委员会
中国保健协会酵素产业分会
中国保健协会市场工作委员会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
福建省医药行业协会
福建省长汀县医疗产业园
广东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广东省食品学会
广东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河北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河北省医药行业协会
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
山东省保健品行业协会
上海市食品学会
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
四川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四川省医药行业协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工业协会
云南省保健食品行业协会
云南省中药材种植协会
浙江省保健品化妆品行业协会
济宁市医药行业协会
兰州医药行业协会
深圳市保健协会
珠海市医药行业协会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北京市商务局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福建省商务厅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援疆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商务厅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医疗保障局
云南省商务厅
贵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济宁市财政局
济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济宁市生物化学工业办公室
济宁市市场监管局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政府
乌鲁木齐市科学技术局
乌鲁木齐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遵义市工业和能源局
遵义市人民政府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中国中药协会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广药白云山旗下中一、奇星、王老吉大健康、王老吉药业、白云山和黄等17家企业亮

相药交会这一整合行业资源、推动产业升级、带动行业发展的多元化平台，与新老客

户进行精准对接和渠道拓展。广药白云山产品广受各处客商的关注，前来咨询、寻求

合作者络绎不绝。

国药励展举办的药交会是医药行业最权威和专业的行业盛会，双鲸药业通过参展既

宣传了企业品牌和形象，又与老客户联络了感情，使得双方的合作更加紧密，也与

大量新经销商、代理商达成了合作意向，为企业未来市场开发及品牌推广奠定了坚

实基础。
青岛双鲸药业

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国药励展是一个专业性的展览公司，主办的每一届的药品交易会在医药行业内都有着

很大的影响力，北京阜康仁生物制药已连续多年参展。观众与主办方都很专业，在参

会期间我们接触到了很多新老客户，给我们带来了大量新的商机，拓展了我们的业

务。我们将继续支持并参与该展会。

40余年的精耕细作，参展企业多年跟随，业内口碑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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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综合篇

市场营销篇

零售终端篇

生物技术与创新

中医药篇

现场会议及活动

2019年的医药行业，威胁与机会共存，悲观与希望同在。

行业重磅政策不断出台，医改将成为新常态，转型与升级已成为众多药企营销的主旋律，行业的

变化速度正在超出我们想象。第81届药交会以“变革重构未来”为主题，同期举办多场会议论

坛，打造业界信息高地。

25场论坛的150余个专报告，从政策与综合、市场营销、零售终端、生物技术与创新、中医药等

多个领域，发挥展会平台效应，敏锐捕捉行业热点主题，深入全面的解析当下的医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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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届全国药品交易会会议一览

政策与综合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供给侧构性改革创新论坛

第四届PHARMCHINA营销高峰论坛

医药行业政策解读——改革与发展

2019药品招标与医保准入政策解读高峰论坛

营销与市场& 专场工商对接

2019OTC睛点案例分享会-药交会大健康智慧专场

创新升级向高质量发展进阶——2019中国医药工商产业峰会

2019中国医药市场信息发布会

首届医药代理商大会--新形势下医药代理商如何在夹缝中破局转型

处方外流DTP黄金单品工商对接会

4+7带量采购新医改背景下的医药营销模式转型升级高峰论坛

第五届中国医药CSO专业化发展论坛暨CSO专场工商对接会

药分享沙龙药交会上海站——4+7对产业影响

PHARMCHINA医药市场解决方案论坛暨营销论坛之药交会站

第十五届中国医药产品经理论坛

【产品经理速成班】放眼未来，如何做好医药营销？

【区域产品经理速成班】读透中央战略，制定区域战术

零售终端

风口再来，裂变在即---2019年中国医药电商上海论坛

PHARMCHINA中国医药新零售高峰论坛

药店管理高峰论坛-----清同会“赋能”平台

中医药

第三届中国中药市场创新与合作论坛

生物技术与创新

2019（第十一届）国际医药创新与技术合作大会暨中国药物研发高峰论坛

2019年3I（Innovation – Intelligence - Interaction）数字医学创新峰会

医研企协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国际高峰论坛

2019中国生物医药创新和科技转化大会 09



顶级专家齐聚

论坛会议洞见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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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 上午

5月13日 下午

专场对接 商务洽谈把握未来方向

在医药分开、4+7集采等政策相互作用下，处方外流将持续

加剧，公立医院已非唯一的目标市场，院外广阔市场存在大

量机会，医药营销方式需要向全渠道布局。药企亟需找到能

够操作院外市场的客户。

精选品种厂家，召集院外销售代理商200多人，药企DTP操

盘手50多人，专业药品零售商50多家精准对接。通过内容

（专家讲解筛选品种方式及处方外流的操作技巧）+产品吸

引工业和代理商参与，进行资源对接，实实在在为参与处方

外流、院外销售的各方人士提供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平台。

A
处方
外流

4+7带量采购的横空出世，影响了整个医药

价值链，导致新一轮洗牌潮到来，迫使企业

对成本和利润做出重新评估。而在这场跨越

院内院外、跨越医保覆盖的竞争中，需要

CSO这种角色去弘扬产品价值。

CSO专场工商对接会将邀请行业专家和与会

代表共同探讨CSO专业化发展方向。论坛将

在展会期间吸引300多位CSO公司负责人、

医药经销商及代理商参加。做一流的CSO，

离不开好的好品种！论坛中特别设置工商对

接环节，搭建工业企业携优秀产品向CSO推

介的舞台，促进工商合作对接。

B CSO

处方外流DTP黄金单品工商对接会

第五届中国医药CSO专业化发展论坛
暨CSO专场工商对接会

医药新格局已然形成，坚守政策，因势而动，才是真正的出路。

做一流的CSO，离不开好的好品种！

精准流量、精选品种、精确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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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IN直播+展会新玩法 透过屏幕看亮点

今年的药交会开直播啦！

作为每年医药行业的盛大聚会，药交会本身
就是巨大的流量风口。直播以会场巡展形式
展开，主持人巡走解说展示行业盛会热闹非
凡的盛况。随着摄像机在药品交易会展厅走
动，三大主题路线：

将本次特色展位、亮点产品、企业风采串

联起来，通过视频传到展会现场之外成千

上万个手机屏幕上，以更加直观、鲜活的

形式记录这次盛会，给药交会增添了无限

生机与活力!

主题一：品牌&感受医药行业发展脉搏

E渠道推广为参展商带来更多市场曝光机会

主题二：创新产品探索发现之旅

主题三：时尚中医药·新养生主义

多平台同时投放，瞬时影响力和曝光度最大化

共计21.5w人在线观看药交会首日盛况

• 国药励展官方进行直播间采访和展位现场采访，能够借助互联网帮助我们的
优质产品让更多的人了解，对企业形象的提升也非常有效。

• 我们领导非常满意可以通过一对一专访的形式，全面介绍公司及本次参展的
亮点，感谢国药励展的大力推荐和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 这种视频直播的形式非常棒！我们非常满意这次直播的效果。直播后还可回
看，作为企业参展的视频我们可以发给客户。

展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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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精彩集锦

医药行业规模盛大、精英云集的重要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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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届预告及展位预定

点击预定展位点击预定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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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品牌展区/主厅展区
刘爽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15
手 机：186 1256 2682
QQ 号：300 1600 522
shuang.liu@reedsinopharm.com

郭菲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12
手 机：186 0112 6361
QQ 号：300 2211 077
fei.guo@reedsinopharm.com

医疗器械/医用耗材/生物技术与创新/医药物流
技术与设备/医药市场智慧解决方案展区
陈文漪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25
手 机：135 5205 4920
QQ 号：300 1668 557 /300 1622 650
wenyi.chen@reedsinopharm.com

化学药 /成人用品 /互联网+
王宁先生
电 话：（010）84556509
手 机：176 0080 5251
QQ 号: 300 2245 325
ning.wang@reedsinopharm.com

OTC/中药养生
李维伟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06
手 机：183 1015 0931
QQ 号：300 1625 708
weiwei.li@reedsinopharm.com

中药材/中药饮片/新型中药饮片
刘剑先生
电 话：010 8455 6510
手 机：138 1030 9057
QQ 号：300 1656 155
jian.liu@reedsinopharm.com

中成药(民族药)
郭菲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12
手 机：186 0112 6361
QQ 号：300 2211 077
fei.guo@reedsinopharm.com

省市展团
刘爽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12
手 机：186 0112 6361
QQ 号：300 2211 077
shuang.liu@reedsinopharm.com

李维伟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33
手 机：185 0003 5153
QQ 号：300 1635 346
weiwei.li@reedsinopharm.com

茶与健康/中药饮片
刘剑先生
电 话：010 8455 6510
手 机：138 1030 9057
QQ 号：300 1656 155
jian.liu@reedsinopharm.com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
全国药品交易会

行业动态/搜寻产品/宣传推广
专业医药会展O2O平台

微信公众号：
rse-pharmchina

www.pharmchina.com.cn 更多全面信息，尽在展会官网

国际参展/参观咨询
敖琳女士
电 话： 010 8455 6528
手 机： 176 0000 7668
QQ 号：300 2235 608
lin.ao@reedsino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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