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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文件 
 

 

 

 

非处方药协字[2020]第 13号 

 

 

中国医药新零售（昆明）论坛邀请函 

 

各会员单位、各相关企业： 

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和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一届中国

医药新零售论坛将于2020年9月19-20日在昆明召开。本次会议以协同·变

革·突围为主题，聚焦新环境下中国医药发展新变化，研讨医药新零售未

来发展新趋势和新模式，会议规模约 500 人。 

一、会议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 

联办单位：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药经理人杂志 

承办单位：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药店发展促进专业委员会、广州市药

促会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云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市场营销

专业委员会、北京思享广告有限公司、上海桑迪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二、会议概况 

1．会议主题 

协同·变革·突围 

2．会议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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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 月 18日-20 日，18日全天报到，19 日全天、20日上午会议 

3．会议地点 

云南省昆明喜来登酒店（昆明市官渡区龙辉路 206 号） 

4．论坛规模 

会议规模 500 人，其中，全国主流药店连锁企业 200 家（药店专委会

会员连锁 70 家、云南省连锁药店 30 家、一心堂合作连锁 100 家，约 500

人）。 

三、论坛主要内容（拟） 

2020 年 9 月 18 日 

9 月 18 日全天   大会报到 

14:30～17:30   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第七届第二次理事会 

18:30～20:00   贝泰妮之夜欢迎晚宴 

第二届中国诚信药店授牌仪式 

最受药店终端欢迎的品牌企业颁奖盛典 

云南地道产品推介会 

20:30～22:30   中国 OTC 营销夜话：2020 年营销趋势把脉 

（青岛双鲸药业特约） 

话题一：2020 医药新零售与营销创新 

主持人：李  耀，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市场营销专委会主任；北京京博 

锐马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嘉  宾：李江山，天士力医药集团 OTC 分公司总经理 

        张  圆，百洋医药副总裁 

        任  伟，亚宝药业总裁 

        徐  伟，康恩贝营销公司总经理 

        邱  凯，华润圣火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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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祯舜，中山大学统计营销学博导 

话题二：2019 年营销亮点与 2020 年趋势把握 

主持人：张继明，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市场营销专委会高级顾问，桑迪 

品牌咨询首席品牌官 

嘉  宾：纪珍强，以岭药业副总经理 

        余  军，太极集团副总经理 

        张英卓，贝泰妮生物科技销售有限公司终端事业部总经理 

        马嗣宝，青岛双鲸药业合作发展部总经理 

        肖文斌，华润江中 OTC 事业部总经理 

2020 年 9 月 19 日 

上午  论坛一：宏观经济与医药新零售大趋势   

主题 1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透析与未来走势预判 

报告人：钟朋荣，著名经济学家 

主题 2  大变局时代中国医药零售业新突破 

报告人：陶剑虹，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 

主题 3  中国新零售发展趋势 

报告人：阮鸿献，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题 4  从电商发展浅析中国医药新零售市场潜力 

报告人：汪强，阿里健康执行董事、资深副总裁、医药电商负责人 

周新元，京东健康渠道创新部总经理 

 

下午  论坛二：医药工业与终端领袖对话产业增长 

报告人：谢子龙   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 

        张  圆   百洋医药集团副总裁 

        赵一音   碧生源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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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远   普罗劳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特邀互动：一心堂、老百姓、大参林、益丰大药房、华润三九、康恩贝、

天士力、葛兰素史克、双鲸药业等 

   

18:30～20:00  双鲸之夜招待晚宴 

   

20:30～22:30  中国医药大数据沙龙 ：大数据助力新零售 

主题 1  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医药消费者的差异和机会 

报告人：李卫民，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市场营销专委会高级顾问， 

北京思享广告总经理 

主题 2  大数据挖掘产品新赢利点：由治疗向预防功能拓展 

报告人：保文，瑞商网总经理 

主题 3  新零售底层数据支撑：从数据清洗到数据地图 

报告人：邹晓亮，未名企鹅创始人 

2020 年 9 月 20 日 

上午  论坛三：药品上市、经营及医保管理政策全解 

主题 1  新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及 OTC 上市审评体系改革思路解读 

报告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注册管理司 

主题 2  新形势下医保定点药店管理思路 

报告人：倪沪平，浙江省医疗保障局，处长 

主题 3  我国医药互联网监管政策变化趋势及行业影响 

报告人：徐伟，中国药科大学，教授 

主题 4  新型药品招采制度下零售药店发展新机遇 

报告人：王璐，IQVIA 高级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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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拟邀请参会的部分主流连锁药店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海王星辰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众友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苏州全亿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国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立健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成大方圆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贵州一树连锁药业有限公司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江西昌盛大药房有限公司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正和祥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江西洪兴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河北神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福建康佰家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怀仁大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瑞人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山东燕喜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养天和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天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甘肃德生堂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辽宁天士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河北唐人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青岛医保城药品连锁有限公司            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安徽丰源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仁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滁州华巨百姓缘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蠡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百佳惠瑞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青岛同方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广西一心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广济堂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一品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先声再康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新疆康宁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烟台中医世家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德仁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哈尔滨人民同泰连锁有限公司            沈阳东北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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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淄博华信宏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南京医药国药有限公司                  陕西咸阳百姓乐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贵州省一生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幸福人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湖北用心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宁波彩虹大药房有限公司                陕西众信医药超市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千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大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新疆济南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医药零售 

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河南省越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山西荣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九芝堂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山西仁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成都泉源堂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章丘市健民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恒康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佐今明大药房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马应龙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楚济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深圳南北药行连锁有限公司 

山东利民大药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利民大药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十堰国康国人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青岛春天之星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广西康全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深圳万泽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马鞍山市健康大药房有限公司            杭州九洲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家燕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山西同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广东嘉定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至仁同济健康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高密凤城大药房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哈尔滨健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山东罗欣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陕西华山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广西梧州百姓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                       

 

五、参会费用及报名方式 

1、参会费用：人民币 3980 元/人，含 9 月 18-19 日两晚住宿，18-20

日餐费，资料费。交通费自理。 

特邀连锁药店嘉宾及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会长、（资深）副会长、（资

深）理事本人出席免参会费用。 

2、请于 9 月 8 日前填写参会注册表（见附件）传真或邮件给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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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将注册费汇至大会账户。 

户  名：广州市药促会医药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招商银行广州天府路支行 

账  号：120911405910901 

会议不建议现场缴费注册。 

六﹑联系方式 

协会秘书处联系人：宋凌劲，手机 13681529044；传真 010-82059450，

邮箱 slingjing@163.com, 

协会药店发展促进专委会联系人：刘雅莹，手机 15918768012；传真

020-37252372，邮箱 yaocuhui2018@163.com。 

特此通知！ 

附件：中国医药新零售论坛参会报名表 

 

 

 

 

 

 

 

 

 

 

 

                                    二O二O年八月十三日 

 

 

 

 

 

主题词：零售  会议  通知 

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秘书处                     2020 年 8 月 13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