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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医药行业“十三五”

“企业管理奖”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国家在圆满完成了“十三五”

规划各项目标任务后，向二〇三五年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迈进的

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十三五”期间，一批优秀的医药企业在国家政



策指导下取得了突出成绩，为行业发展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为表彰

这些企业，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外商

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中国医药新闻信息协会、中

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将联合开展医药行业“十三五”企业管理奖评选

活动，为医药行业健康平稳发展、顺利实现“十四五”及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鼓劲助力。具体评选要求如下：

一、 “十三五”企业管理奖评选对象

国内合法经营的医药行业研发、生产、经营相关企业均可申报参

评，多种经营的集团企业申报时请以集团内从事医药经营的企业名义

申报。

二、“十三五”企业管理奖评选内容

1.“十三五”医药行业“突出贡献企业”

2.“十三五”医药行业“最具成长性企业”

3.“十三五”医药行业“创新发展杰出企业”

4.“十三五”医药行业“国际化发展杰出企业”

5.“十三五”医药行业“绿色发展杰出企业”

6.“十三五”医药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贡献奖”

二、评选方式

1.由企业自荐、各医药行业协会推荐，组委会初评，每一单项选

出合格的候选企业，进行网络公示；

2.组委会邀请有影响力的行业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评选；

3.最终评选结果由专家组投票产生；

4.发布最终评选结果和表彰。

三、评选条件（见附件资料申报要求）

四、评选工作组织与时间安排

1. 3 至 4 月上旬收集参评材料；



2. 4 月下旬网络公示候选企业信息；

3. 4 月底组织专家评选；

4. 5 月 10-11 日，在上海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八届三次会长扩

大会议期间举行颁奖仪式。

五、特别说明

1．此次活动是各参与协会共同开展的公益活动，旨在表彰“十三

五”期间在多个战线取得突出成绩的优秀医药企业，不收取任何费用。

2．申报奖项个数：一个企业可以申报奖项中的一项或多项，组委

会在数量上不作特别规定。

3．申报资料提交办法：按照本通知附件格式填写拟申报奖项资料，

发送到指定邮箱 yiyao135top10@126.com，并在邮件主题上注明“企

业名称+参评奖项名称”（例如：xx 制药公司申报医药创新发展杰出企

业奖），也可由各参与协会提交。

六、联系方式

协会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北街京桥国际公馆 2 号楼 605 室

联系电话：010-68004156

电子信箱：yiyao135top10@126.com

协会网站：www.cpema.org

联系人：马建东、刘畅

附件： “十三五”企业管理奖评选要求

1.“十三五”医药行业“突出贡献企业”评选申报要求

2.“十三五”医药行业“最具成长性企业”评选申报要求

3.“十三五”医药行业“创新发展杰出企业”评选申报要求

4.“十三五”医药行业“国际化发展杰出企业”评选申报要求

5.“十三五”医药行业“绿色发展杰出企业”评选申报要求

6.“十三五”医药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贡献奖”评选申报要求



主办单位



附件 1：

“十三五”医药行业“突出贡献企业”评选申报要求

企业名称

企业基本情况

（限 100 字以

内）

企业情况或申

报项目情况介

绍（限 300 字

以内）

1. 要求企业在“十三五”期间取得较大的经济增量，

在推进医药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技术创新、

国际合作、质量提升，实现稳增长、调结构、向

中高端迈进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2. 要求企业具备较强的行业影响力和带动效应，原

则上应处于子行业销售前 20位的企业；

3. 要求企业在惠民生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在满足广

大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等方面成果显著。

填表人联系方

式

姓名 手机号

邮箱 微信号



附件 2：

“十三五”医药行业“最具成长性企业”评选申报要求

企业名称

企业基本情况

（限 100 字以

内）

（限 100 字以内）

企业“十三五”

期间快速成长

的 情 况 （ 限

300 字以内）

1. 企业“十三五”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要求企

业销售收入、效益有大幅增长，企业规模跨上新

的台阶，原则上销售收入应不低于 10亿元且年复

合增长率达到 50%以上；

2. 企业“十三五”发展情况：要求企业在研发、生

产、产品、品牌、销售等方面取得快速发展，通

过并购重组、优化业务结构等方式强化核心主营

业务。

3. 对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要求企业在行业内形成

了较大影响力，对行业创新发展形成了带动效应。

填表人联系方

式

姓名 手机号

邮箱 微信号



附件 3：

“十三五”医药行业“创新发展杰出企业”评选申报要求

企业名称

企业基本情况

（限 100 字以

内）

企业“十三五”

期间在创新发

展方面取得的

突出成绩（限

300 字以内）

1. 企业研发投入情况：要求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和投

入强度处于行业前列，原则上年研发投入应不低

于 5 亿元且占到销售收入的 10%以上。

2. 创新能力情况：要求企业在相关领域创新能力处

行业领先水平，有高水平的研发技术平台和研发

团队。

3. “十三五”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要求企业在创

新药、创新技术、高端制剂、新型生物技术等方

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相关产品或技术已经获批、

应用或达到关键里程碑。

4. 创新成果的价值：要求上述创新成果具有显著的

临床价值、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已经投入市场

的产品技术取得了良好的经济价值。

5. 对行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要求企业在行业内形成

了较大影响力，对行业创新发展形成了带动效应。

填表人联系方

式

姓名 手机号

邮箱 微信号



附件 4：

“十三五”医药行业“国际化发展杰出企业”评选申报要求

企业名称

企业基本情况

（限 100 字以

内）

企业“十三五”

在国际化方面

取 得 的 成 绩

（限 300 字以

内）

1. 产品出口情况：要求企业出口额快速增长，出口

规模在同类产品中处于先进水平；出口产品可进

入发达国际市场；原则上年出口额达到 1 亿美元

以上。

2. 产品结构升级情况：要求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开发

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包括开展新药国际临床研

究和注册，开发高附加值的仿制药。

3. 标准体系：要求企业研发、生产等方面达到国际

质量标准，通过发达国家的现场质量核查。

4. 国际合作情况：要求企业在产品、技术、资本等

方面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能够充分利用国际资

源要素加快发展，包括双向技术许可、建设境外

基地、投资和并购等。

填表人联系方

式

姓名 手机号

邮箱 微信号



附件 5：

“十三五”医药行业“绿色发展杰出企业”评选申报要求

企业名称

企业基本情况

（限 100 字以

内）

企业“十三五”

在绿色发展方

面取得的成绩

（限 300 字以

内）

1. 清洁生产情况：要求企业积极开发应用清洁生产

技术，加强三废终端治理，在“十三五”期间清

洁生产和污染物减排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污染物

排放减少 20%以上；

2. EHS 管理情况：要求企业全面提升“环境、职业健

康和安全（EHS）”管理水平，在促进环境生态可

持续发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成效突出；

3. 绿色工厂建设情况：优先达到工信部绿色工厂建

设标准的企业。

填表人联系方

式

姓名 手机号

邮箱 微信号



附件 6：

“十三五”医药行业“外商投资企业贡献奖”评选申报要求

企业名称

企业基本情况

（限 100 字以

内）

限 100 字以内

企业情况或申

报项目情况介

绍（限 300 字

以内）

1. 企业性质为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建立有研发、

生产、销售完整的产业链；

2. 要求企业“十三五”期间在国内市场取得快速发

展，原则上在子行业进入销售收入前 20位；

3. 在企业投资、技术创新、新产品开发方面取得突

出进展，为满足国内医疗健康需求作出突出贡献。

填表人联系方

式

姓名 手机号

邮箱 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