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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不见，终相见！全景呈现焕新·共生的医药产业新生态

2022年9月20-22日，第85届全国药品交易会在上海 · 国家会

展中心隆重举办，阔别近一年半，再次重逢的喜悦与激动书写在每

一位行业同仁的脸庞，医药大健康行业仍旧充满活力与机遇。

作为年度首个10万平米展览规模的医药大健康专业商贸展，

本届展会涵盖15大特色展示内容，汇集2000+家国内医药大健康

行业优秀企业，展品牌、推新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观众面对

面交流，探讨寻找合作路径。

展会同期举办2022中国医药健康领袖峰会暨中国药品流通行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论坛。峰会以“焕新·共生”为主题，在

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 ，全景呈现出以创新为内核，产业共生共融

的新生态，旨在助力全行业高质量发展。

https://v.qq.com/x/page/m3360h6kxgb.html
https://v.qq.com/x/page/v3360jj21l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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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93.5%

92%
观众对大会整体感到满意

“参展商多人流量大”

“好久不见收获满满”

“防疫做得好井然有序”

事业部/部门负责人
/总监/经理

50%16%

董事长/董事/总裁
/总经理/院长/校
长/政府高级官员

63%

观众具有决策权

与有决策力的买家面对面高效交流

*数据来源于主办方展会观众调研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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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数据与分析

观众口碑展会，年度必打卡的医药行业专业展



代理商 33%

经销商/分销商/物

流 20%
生产企业 15%

连锁药店/单体药店

15%

医药电商 4%

互联网医疗 3%

CRO/CMO/研发企业, 3%

等级医院/基层医疗 3%
其他 4%

第一终端, 

38%

第二终端, 

42%

第三终端, 

20%

三大药品终端均有代理商覆盖，工业

企业可通过代理商渠道覆盖能力，让

产品快速进入终端市场。

代理商观众主要覆盖的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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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数据与分析



化学药 68%1

OTC 51%

中成药/民族药 66%

医疗器械/耗材 49%

中药饮片/配方颗粒 43%

68% 66%

51% 49%
43% 41%

34% 32% 30% 27% 26% 25% 22% 22%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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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数据与分析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

TOP 5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



展商对参展效果感到满意

92.5% 90.5% 89%

展商愿意推荐药交会 展商将参加下次展会

“久违的见面，疫情阻挡不了大家交流的热情，客户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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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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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展商 (部分)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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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特色-中医药博览会

老字号+新国潮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

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在疫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调研显示，中成药/中药饮片/配方颗粒在2020年，销售额增长比

例更高！
同时中医药具有广适性，在药食同源领域有着巨大的商业价值和发展潜力

近年来，中医药老字号跟随时代潮流，乘“新国潮”风，结合市场需求所
做出的转型升级。

本次展会特别活动中医药国潮市集，汇集了展商中的创新产品，
也为传统中医药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多新的思路和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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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全国药品交易会医药研发供应链展区吸引了和泽医药、华氏医

药、阜康仁、诺康达、百诺、阳光诺和、华威医药、药友之家、化

药科创、科信必成等深耕中国CXO市场的优秀企业持续参与其中。

CRO

CMO

CDMO

MAH合作

供给侧改革要求专业化提升

“产学研-科工贸”一体化发展

法律法规

医药研发供应链展区

新环境下创新药发展趋势及开发策略论坛

展会特色-医药研发供应链展区

严子梦 华氏医药小分子板块科学家

发表演讲《如何利用好CXO加速医药发展》



药交会联手医美行业知名企业茉莉真香，共同打造医美全景体验区

参与企业：爱美客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欣可丽美学、逆零品牌、高

实集团、瑞漾集团、山西锦波生物、昊海生科、兰州生物、焦点福瑞达、罗

赛洛、华北制药河北华维健康产业有限公司、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兰州生物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合肥亿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佛山市怡创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安德普泰（北京）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朗肽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博森生物制药股份集

团有限公司、海南三帝制药有限公司、湖南赛隆药业（长沙）有限公司、四

川吉百瑞生物医疗科技、湖南银华棠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奇力康皮肤药

业有限公司、江苏瑞之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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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经济兴起激活万亿市场

据行业数据统计，2020中国纯医美市场规模

达1975亿，复合增长率近30%

预计2022年中国医美行业规模将超过3600

亿，远期整体规模有望增至万亿

据调研，药交会10%的工业企业已拓展医美产

品，13%计划3年内拓展医美产品

全国药品交易会倾力打造医美展区，为产业链

上中下游提供更多合作机会！

展会特色-医美健康生态展区 NEW

医美全景体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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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国医药健康领袖峰会
暨中国药品流通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论坛

本次峰会是行业内首个由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中国中药协会及国药励展共同打造的全产业链互动及智慧交流平台。汇集

300+位行业权威专家，来自1000+企业的超2000+嘉宾参会，首届峰会以

“焕新·共生”为主题，在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 ，从政策环境、市场趋势、

未来机遇等多维度，全景呈现出以创新为内核，产业共生共融的新生态，

旨在助力全行业高质量发展。

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中国医药健康领袖峰会NEW

300+ 演讲专家 1000+ 参与企业

9 分论坛 16 行业对话

2000+ 参会嘉宾 ∞ 商务机会

论坛话题囊括年度行业关键词：

医改 医保 国家集采 基药 中医药 研发与创新

院内市场 CSO    院外与基层 医药电商 MAH

市场趋势洞察 学术营销 医美 供应链 医疗器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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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中国医药健康领袖峰会

出席峰会开幕仪式的嘉宾有：中国医药集团党委副书记、国药励展董事长杨柳，上海

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清，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石晟怡，中国化学制药

工业协会执行会长潘广成，中国中药协会执行副会长刘张林，福建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陈

安生，汕头市政府副秘书长洪悦浩，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秘书长蒋金琪，华北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新彦，天津医药集团董事、总裁张铭芮，现代制药董事长周斌，太极集

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俞敏，罗欣药业董事长刘振腾，通用技术中国医药总监吕和平，

幸福制药总经理倪娜，九芝堂常务副总经理刘春凤，安徽贝克常务副总王哲，振东制药总

裁杨连民，广州医药总裁、党委副书记陈光焰，甘肃药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魏阳，华

氏开元常务副总郭春雷。

杨 柳

国药集团党委副书记、国药励展董事长

开幕仪式主办方致辞

张 清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开幕仪式嘉宾致辞

石晟怡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

大会主持人 立春会联合主席

潘广成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执行会长

大会主持人 立春会联合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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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报告

演讲主题：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及影响

金春林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中国医药健康领袖峰会

演讲主题：中国医保改革的重点和发展趋势

金维刚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研究院原院长

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副院长

金主任认为“对企业来说，一方面，企业要坚持市场主导，增强价格决策能力，理性

报价，公平竞争 ，“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等扰乱集中采购秩序的行为将影响企业

的信用评级并受到相应处置措施；另一方面，药企需加快创新，增强产品布局能力，

有研发实力的大型药企继续加大创新药研发，不具备研发实力的中小型药企通过聚焦

临床急需而市场竞争小的品种，技术升级、布局高端仿制药，仿创结合、发掘创新制

剂等方面，来一步步慢慢成长转型。”

指出到2025年，医疗保障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医疗保障政策规范化、管理精细化、

服务便捷化、改革协同化程度明显提升。到2035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更加规范统

一，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完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优越性充分显现；逐步

构建新型医疗保障体系，实现全民医保制度逐步实现统一，完善医疗保险筹资机制，

确立适度保障的待遇确定与调整机制；基本医疗保险实现省级统筹；医疗服务价格

从行政主导向市场机制转变，商业健康险成为重要补充，并建立建立长期护理保险

制度。

今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22年重点工作任务》，从医院
市场格局、推广三明经验、增强卫生服务能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四个维度提出要求，所
以我们企业必须顺势而为，进行战略转型，创新药、仿制药的市场格局，院内、院外的
市场格局迎来根本性的变革。

政策明晰、方向确定。
行业需借助医改和医保专家的高瞻远瞩，掌握变局时代的先机。



趋势洞察解读 【行业风向标】
解读《2022中国医药产业发展趋势洞察》-
拥抱变化，瞄准产业发展浪潮中的机会

黄东临
中国医药健康发展促进（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中国医药健康领袖峰会

国药励展和中国医药健康发展促进（专家）委员会在大会现场隆重发布

《2022中国医药产业发展趋势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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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索取请联系 010-84556522

✓ 医药行业最主要行业协会和头部咨询研究机构

共同参与撰写，并由多位行业资深专家指导

✓ 包含医药行业最新的权威统计数据和分析洞察

✓ 覆盖对医药行业内外部发展环境的综合性分析

✓ 对医药行业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发展进行

系统性阐述

✓ 为医药行业企业家和高管制定企业战略提供有

价值的参考，同时也是每一位从业人员有益的

读物。



现场会议回顾 – 《2022中国医药产业发展趋势洞察》NEW

从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

制药工业 医药创新药品终端 中药行业药品流通 大健康领域

2.8万亿

2020规模以上企
业主营业务收入

4122亿

2020规模以上
企业利润总额

——中国化学
制药工业协会

2.61万亿

2021全国七大类医
药商品销售总额

5449亿

2021药品零售
市场销售额

——中国医
药商业协会

1.29万亿

2021公立医疗机
构终端药品销售

7950亿

2021实体药店和
网上药店销售规模

——米内网

2508亿

2021公立医院中
成药市场规模

1117亿
2021城市实体药店
中成药销售规模

——西南证券

953个
2021年1类新
药IND数量

23个

2021年中国首
发上市新药

——药智网

9.23万亿

2021大健康行
业市场规模

9.1%
2017-2021大
健康产业增速

—— 沙利文

趋势洞察智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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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回顾 – 《2022药交会行业观察报告》NEW

《2022药交会行业观察报告》数据全部来自药交会的
展商/观众调研。内容分为三大板块：医药工业、代理
商、零售药店。涵盖企业经营状况、渠道覆盖情况、
品类拓展方向、产业趋势等。
在医药工业板块，特别推出：立春指数
由药交会参展商中企业综合实力强，活跃度高的企业
组成，
2022年首次推出，选取30家，即

•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

•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创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悦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黑龙江澳利达奈德制药有限公司

• 海南普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 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 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公司

•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 一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维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 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 亿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 万邦德医药控股集团

立春30企业名单

点击下载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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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演讲

【终端格局】中国药品院内院外市场全景洞悉

徐 鹏

艾昆玮管理咨询 执行董事

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中国医药健康领袖峰会

【创新引领】全国视野下新时期的中国医药

创新趋势与机遇

李天泉

药智网 创始人、副总裁

重庆康洲医药大数据应用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

徐鹏认为，新常态下行业发展要取得成功，有以下四个要素，

一是关注新兴市场，在中国市场要进一步优化国内研发布局，如技术平台、疾病领域

等方面，并进一步考虑布局土耳其、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

二是多渠道布局，疫情常态化的多渠道布局、进一步加强患者可及性，推动多渠道及

核心下沉市场的迅速扩张，如VBP落标产品院外市场布局零告或电商；

三是打造卓越新品上市，更早的制定揽子上市计划，打造有区隔力的品牌，进而塑造

市场、锻造新一代组织。

四是多元化合作、整合优势，以产业和企业自身发展为驱动， biotech和pharma、

biotech之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社会力量之间，建立可持续的合作模式。

从2015年开始的中国医药新政改革，让中国新药研发注册走上与国际接轨之路，经过

几年的快速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同时又面临问题和挑战，中国创新药发展，未来将

由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

对此，他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走国际化的道路；

二是寻求合作，在资源整合、分工明确、国际化交流的时代，可以通过合作获得创新

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授权；

三是建立创新体系。



主题演讲嘉宾

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中国医药健康领袖峰会

【启运未来】从上市医药公司的战略布局构

想未来医药企业的星辰大海

杜向阳

中国医药健康发展促进（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西南证券研发中心 所长助理

医药行业首席分析师

【拓展边界】中国大健康市场及其潜力赛道

分析

李 谦

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咨询总监

认为国内制药企业面临三大机遇：

一是政策大力支持国内创新药发展；

二是中国与全球各国的创新药项目许可和合作开发日益活跃，授权合作

(License)是近年来制药领域非常流行的一种产品引入方式；

三是CXO全方位助力创新药研发，为新药研究提供全产业链服务。

同时也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基础研究相对薄弱；

二是PD-1赛道拥挤，同质化严重，泛PD-1新药扎堆获批，泡沫消退；

三是准入政策+医保谈判，创新药生命周期大大缩短。

以大数据为背景做了关于中国大健康市场以及热门赛道的分析，她认为

政策、资本、创新能力是大健康市场发展离不开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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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中国医药健康领袖峰会

圆桌对话：VBP后的院内市场

主持人：

匡 勇 中国医药健康发展促进（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健壹资本投资合伙人

圆桌嘉宾

徐宜富 恒瑞医药 副总裁 李树鹏 阿斯利康 助理副总裁

唐鹏程 上药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潘 宇 康缘药业 副总经理

辛会亳 诺华肿瘤商务部 负责人

面对目前形势，大家更多谈到的是责任、信心、激情，企

业没有观望侥幸。除了对产品有足够的信心，企业都在多

渠道、多终端的拓展、内部的组织创新及外部协作方式的

创新等来维系产品生命周期，推动企业发展。

圆桌对话



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中国医药健康领袖峰会

圆桌对话：充满想象空间的院外市场
主持人：
关 晖 中国医药健康发展促进（专家）委员会联席主席

翁卡咨询 创始人、中国基层卫生 大会项目顾问

圆桌嘉宾

曲文浩 中国医药健康发展促进（专家）委员会 主任委员、
中国医药物资协会 副会长

罗东滔 圆心科技集团 联席总裁

陈 巍 上海君实生物 副总裁

冯 硕 以岭药业 全国商务总监

圆桌对话

“不管是院内还是院外市场，其实就是渠道，以前的病人

是在院里面买药，还是到下面的医联体买药，还是在线上

买药，只是购买渠道变化了，作为企业，产品质量好、老

百姓认可、依从性高，最终一定获得市场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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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分论坛

分论坛：2022首届药品流通行业医疗器械论坛

分论坛：2022第七届中国医药供应链高峰论坛

分论坛：新环境下创新药发展趋势及开发策略论坛



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分论坛

分论坛：院外市场营销新锐论坛

分论坛：中国中药产业战略发展高峰论坛

分论坛：翁卡论坛—基层医疗市场营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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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回顾 – 立春会·分论坛

分论坛：第九届中国医药CSO专业化发展论坛

分论坛：全域营销大会

分论坛：第十九届中国医药产品经理论坛



中医药国潮市集NEW

医美全景体验区NEW

现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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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规模盛大、精英云集的重要聚会

更多照片下载

现场精彩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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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精彩视频



入驻工业数量：4,000+

小程序访问量：114万+ 

供需发布：425条

产品询盘：6,611条

总用户数：95,612人

上传产品数：30,131个

药交会官方线上平台

官方线上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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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届展位火热预订中（点击申请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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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harmchina.com.cn/node/PCbook


中成药（民族药）/ 医药物流技术与设备
姜文杰 先生
电 话：010 8455 6531
手 机：185 1065 0566
QQ号：300 2279 930
wenjie.jiang@reedsinopharm.com

www.pharmchina.com.cn 更多全面信息，尽在展会官网

化学药主厅/省市展团/
互联网+医药/智慧营销
刘 爽 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15
手 机：186 1256 2682
QQ 号：300 1600 522
shuang.liu@reedsinopharm.com

化学药 /成人用品
王 宁 先生
电 话：010 84556509
手 机：176 0080 5251
QQ 号: 300 2245 325
ning.wang@reedsinopharm.com

中药主厅
郭 菲 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12
手 机：186 0112 6361
QQ 号：300 2211 077
fei.guo@reedsinopharm.com

医用耗材/医疗器械/公共卫生防护/
中医诊疗及中医药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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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C/中医药养生/艾灸及艾产品/医美健康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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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品/医药研发供应链
刘 剑 先生
电 话：010 8455 6510
手 机：138 1030 9057
QQ 号：300 1656 155
jian.liu@reedsinopharm.com

市场活动合作/参观咨询
向婧洁 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22
手 机：137 1751 8515
jingjie.xiang@reedsinopharm.com

官网/小程序/线上平台合作
顾 充 先生
电 话：010 8455 6513
手 机：186 1131 2950 
chong.gu@reedsinopharm.com

会议合作/会议报名
姜雪丹 女士
电 话：010 8455 6678
手 机：138 1048 6580
xuedan.jiang@reedsinopharm.com

微信合作/媒体合作
孙惟阳 先生
电 话：010 8455 6533
手 机：178 0049 6786
weiyang.sun@reedsinopharm.com

项目合作
卫妍娜 女士
电 话：010 8455 6503
手 机：139 1156 0268
yanna.wei@reedsinopharm.com

扫码关注

全国药品交易会官方平台，

更多精彩，为您呈现！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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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号 官方小程序 官方视频号

mailto:wenjie.jiang@reedsinopharm.com
http://www.pharmchina.com.cn/
mailto:shuang.liu@reedsino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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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fei.guo@reedsinopharm.com
mailto:wenyi.chen@reedsinopharm.com
mailto:weiwei.li@reedsino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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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to:xuedan.jiang@reedsinopha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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