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议及活动名称 组织机构 时间 地点 

政策与综合篇 

2019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

年度大会（3000元/人） 

主办：中国医药商业协会 

协办：国药励展 

12月 3日  

08:30-17:00 

12月 4日 

09:00-12:00 

重庆渝州宾馆黄山厅 

第五届 PHARMCHINA营销

高峰论坛（2500元/人） 

主办：国药励展、种子咨

询 

12月 3-4日 

09:00-17:00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喜悦厅 A 

2019 药品评价与医药改

革政策解读高峰论坛

（2800 元/人） 

主办：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国药励展 

承办：北京宏宇博通咨询

有限公司 

12月 4日  

09:30-17:00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欢悦厅 C 

营销与市场篇 

第六届云端论坛--市场准

入分论坛（300元/人） 

主办：医药云端工作室、

国耀圣康医药营销有限公

司、国药励展 

12月 4日 

13:00-17:00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欢悦厅 A 

“药分享”沙龙重庆站 

——数据说：2019 中国

医药大盘点（免费） 

主办：医药工业信息中

心、国药励展 

12月 4日 

09:00-12:00 

中央大厅 

现场会议室 

三合驱动，拥抱春天 

2019 年中国医药电商重

庆论坛（免费） 

主办：中国医药电商专家

委员会 

承办：21世纪药店报 

协办：国药励展 

12月 4日 

09:00-12:00 
M204 会议室 

第六届中国医药 CSO专业

化发展论坛（免费） 

主办：中国医药菁英沙

龙、国药励展 

承办：和而智库 

12月 4日 

13:00-16:30 

中央大厅 

现场会议室 

第二届 OTC控销第三终端

营销创新与转型发展高峰

论坛（999元/人） 

主办：江西黄伟文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协办：国药励展 

12月 4日 

13:00-17:00 
M101 会议室 

突破发展瓶颈顶级实战案

例研讨高峰论坛（800元

|人） 

主办：北京凯文金企业管

理顾问有限公司 

协办：国药励展 

12月 4日 

13:00-17:00 
M107会议室 

第三届清同会药房管理高

峰论坛  变革 协同 成长

（免费） 

主办方：清同会、国药励

展 

12月 4日 

13:00-17:00 
M201 会议室 

聚焦临床价值 坚持创新

转型（免费） 

主办方：国耀圣康医药营

销有限公司 

承办：国药励展 

12月 5日 

09:00-17:00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欢悦厅 A 

院外销售全景营销论坛-

顶层设计、财税合规与工

具应用（1980 元|人） 

主办：智慧众赢承德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国药励展 

12月 5日 

09:00-17:00 
M108会议室 

第三届 MAH发展新机遇与

挑战 PHARMCHINA论坛暨

大变革下代理商突围之道

（免费） 

主办：益药工社、国药励

展 

承办：中忻（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12月 5日 

09:00-17:00 
M203 会议室 



PHARMCHINA 医药市场智

慧解决方案论坛暨营销论

坛（免费） 

主办：国药励展、思齐圈 
12月 5日 

09:00-17:00 

中央大厅 

现场会议室 

首届”壹药荟“西部品牌

联盟 OTC动销论坛                 

暨特色新产品上市发布会

（免费） 

主办：“壹药荟”西部品

牌联盟 

承办：海欣制药（展位

号：N1Q07,09） 

协办：国药励展 

12月 5日 

09:30-12:00 
M202 会议室 

OTC 与营养保健品黄金单

品打造实效营销智慧专场

（免费） 

主办：凤翔传说、国药励

展  

12月 5日 

09:30-12:00 
M204 会议室 

2018—19年度家庭常备

药品评选活动                            

暨中国家庭优选购药平台

评选活动（免费） 

主办单位：主办单位：家

庭医生在线 

协办单位：新生代市场监

测机构、医药经济报、国

药励展 

媒体支持：新浪、网易、

腾讯等 

12月 5日 

09:00-11:30 
M101 会议室 

第 16届医药产品经理论

坛（免费） 

主办：中国医药菁英沙

龙、国药励展 

承办：和而智库 

12月 5日 

13:00-17:00 
M202 会议室 

新形势下医药合规体系建

设论坛（免费） 

主办：杭州新荷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国药励展 

12月 5日 

13:00-17:00 
M107 会议室 

思齐学院市场精英公开课（收费） 

以“降低医药代表工作难度”为核心的学术营销转型 

12月 5日 

09:00-17:00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02A 

中成药企业营销模式应对政策变革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05 

基于 DRGs试点城市的医药企业实战推广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04 

中成药大品种培育战略规划与资源匹配 
12月 6日 

09:00-17:00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02A 

OTC 市场开发之连锁药店与持续上量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04 

竞争中如何破局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105 

生物技术与创新篇 

“药品研发合伙人计划”

启动暨项目推介会  （免

费） 

指导支持：杭州钱塘新区

管委会（杭州医药港）浙

江省药学会 浙江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与产业发展研

究会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主办单位：浙江省药品上

市许可持有人（MAH）转化

平台 

承办单位：杭州和泽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国药励展展览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医药

12月 4日 

10:00-12:00 

悦来国际会议中心 

欢悦厅 A 



专业代理联盟、国金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创新药发展战略研讨会

（免费） 

主办：药智网 协办：国药

励展 

12月 4日 

09:00-17:00 
M202 会议室 

2019（第十二届）国际医

药创新与技术转移大会

（免费） 

主办：国药励展、中国技

术交易所 

12月 5日 

13:00-17:00 
M201 会议室 

中医药篇 

第四届中药创新与市场合

作论坛（提前报名免费，

现场报名 500 元|人） 

主办：国药励展、北京瑞

诺众德科技有限公司 

12月 4日 

13:00-17:00 
M204 会议室 

企业产品发布及推介会 

普利制药新品发布会（免

费） 
主办：海南普利制药 

12月 4日 

09:00-12:00 
M203 会议室 

佛慈制药独家医保产品舒肝消积

丸招商会 

主办：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12月 4日 

08：00-12：00 
M104 会议室 

黄金单品阿胶强骨产品招

商洽谈会（免费） 

主办：新疆华世丹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12月 4日 

09:00-12:00 
M107 会议室 

上党党参品牌战略发布会 
主办单位：长治市人民政

府 

12月 4日 

09:00-12:00 
M108 会议室 

正骨紫金丸、芪冬颐心颗

粒发布会（免费） 

主办：沈阳东新药业有限

公司 

12月 4日 13：00-

15：00 
M108 会议室 

新特药“互联网+”营销

模式推介会（免费） 

主办：深圳永祥医药有限

公司 

12月 5日 

08:30-12:00 
M107 会议室 

信息收集至 11 月 26 日，如有更新，请以即时更新或展会现场为准！ 

 

国药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