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五届中国医药企业营销高峰
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第二十五届中国医药企业营销高峰论坛将于2016年04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会议背景会议背景

2016 年 1 月下旬,宁波药品招标开始二次议价;此前,福建三明模式已经开始席卷全国,央视新闻 联播开路报
道;温州药品招标大屠价,药商表示要散伙。1 月 15 日,卫计委表示,今年国家医改试点城 市将增加到 200 个,试
点城市如此二次屠价,并呈扩散之势,药企该如何应对?为保价格统一,招标采购弃市场、丢市场已成为处方药企
业如今的常态,企业怎么办?药企如何组合破局?此前不久,福建发布文件,开始向药企征收“天价”保证金,同时医
保支付标准价文件,鼓励医疗 机构带量采购、二次议价;安徽发布县级公立医院临床路径,21 种临床大品种
的“辅助用药”被限在路 径之外;江苏发文,人社部门开始抓医保控费,将通过经销商谈判降低供货价。省级招标
呈现关联医保 控费新趋势,药企该如何前瞻布局?处方药销售由招标管制等致使陷入“无奈丢标、被迫弃标、降
价厮杀、医保控费”的销售困境,药 企如何组合破局?产品没进医保、没有中标,如何“院内实现处方与院外实
现销售”的营销模式创新与 实践 ? 掉标产品如何获得新生?弃标或落标之时 , 如何积极开辟新的销售战场?如
何继续获得医生的支 持 , 用处方推动院外和零售终端的销售?如何运作医院便民药房、社会单体药店和连锁药
店 ? 如何开展 患者教育以拉动处方?以“修正、仁和、葵花”为代表的终端直供(控销)模式成名之后,众多
OTC 企业和普药企业纷纷效仿, 然而做成规模的并不多,原因何在?无品牌靠贴牌被拖死在死胡同,靠涨价分配各
渠道利润实现盈利成为纸上谈兵,产品少了养不活队伍 / 产品多了养不大产品,销售队伍基本靠挂靠别家,深
陷“控销神话” 的企业怎么办?连修正葵花等都在管理升级了,到底应该如何管理?终端的商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首推模式如同众多的裸奔已经风光不在。临床线企业由于多数属于处 方药,在终端宣传推广也受到了一定的限
制。产品如何上量?如何借助前期已经成熟的临床资源启动 OTC 市场?如何精细化管理 OTC 人员的日常销售
行为?在招标大年、医保支付改革大年,大降价成为行业主旋律。全行业企业成本上涨、价格下降的大趋 势下,
企业要拿什么去主推百试不爽的带金销售呢?医药临床推广上量由单一的客情,演化到客情 + 带金, 再到客情 +
带金 + 学术,但随着限抗令、门诊限输液、医保限方、处方点评、临床路径、用药指南等来 势汹汹的种种医改
新政,原来各类推广上量模式神话不在,靠医院生存的企业怎么办?

在中国医药物资协会、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指导下,定于 2016 年 4 月16-17 日在上海世茂佘山艾美酒
店举行第二十五届中国医药企业营销高峰论坛,重点研讨的主题包括:

会议内容会议内容

第一部分 招标降价、三次议价、带量采购,2016 年招标如何应对?  

第二部分 医保、医改政策对医药销售的影响分析及应对

第三部分 落标造就大量空白市场,临床小学术搞定处方快速上量难题

第四部分 招标大年,处方药如何征战 OTC 市场?

第五部分 同质化产品进入控销渠道,如何做好“三控”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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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自费药房、社会药店、民营医院等如何实现院外处方销售

第七部分 诊所、基层医疗机构、社区门诊等如何拔得头筹?

第八部分 疯狂的“双 11”,如何玩转互联网处方药营销?

参会对象参会对象

医药工业、商业、医疗器械企业等单位的营销 副总,营销总监、市场总监、政府事务总监、市场准入部总
监,以及以上部门工作人员等。

会议时间地点会议时间地点

4 月 16 ~ 17 日正式会议,4 月 15 日全天报到。

会议地点:上海世茂佘山艾美酒店
会议地址：松江区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林荫新路 1288 号

组织机构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
中国非处方药物协会
中国医药报社
承办单位：广东广发制药有限公司
支持单位：济南海德健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七届五次会长（扩大）会议暨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七届五次会长（扩大）会议暨
第二十九届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第二十九届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会议主题：新格局•新征程会议主题：新格局•新征程

4月16日4月16日
上海佘山艾美酒店宴会厅ABC上海佘山艾美酒店宴会厅ABC

会议主持人 郭云沛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时间 演讲内容及嘉宾

9:00-9:30

演讲嘉宾：吴海东 国家工业与信息化部消费品司副司长

演讲内容：国家十三五规划与医药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展望，医药产业未来发展新格局（全国两
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描绘了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路线图，明确提
出了攻坚克难的重点难点任务。医药行业十三五规划如何绘就？如何实现《中国制造2025》提出
的中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的转变？“国办发〔2016〕11号”文件会带来哪些发展机会？）

9:30-10:15

演讲嘉宾：温再兴 国家商务部市场秩序司原巡视员

演讲内容：国家十三五规划与医药流通行业十三五规划及发展趋势展望，医药流通业发展新格局
（2016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协同推进药品流通等改革。十
三五规划提出将推行药品经营企业分级分类管理。药品流通行业会否迎来新的黄金发展期？药价
放开、医药分开、医生自由执业、处方药网售解禁，医药流通将出现新的局面？）

10:15-
11:00

演讲嘉宾：杨洪伟 国家卫计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演讲内容：医疗卫生十三五发展规划展望与医药行业发展（十三五期间将实行医疗、医保、医药
联动改革，推进医药分开，完善基本药物制度，深化药品、耗材流通体制改革，健全药品供应保
障机制。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将已上市创新药和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优先列入医保目录。）

11:00-

演讲嘉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相关领导

演讲内容：国家药品安全十三五规划，药品监管与新药创制的战略（2016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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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11:45

出，深化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要加快健全统一权威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实行
全产业链可追溯管理。如何把握仿制药一致性评价2018年的关键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
实施思路？注册数据核查与企业自查自纠、追查造假与立案调查走向？）

11:45-
12:30

演讲嘉宾：于明德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

演讲内容：新格局与新征程，医药企业未来的战略方向，聚焦十三五医药新政与前瞻新航向（医
药行业面临大转折，中国医药市场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将彻底改变企业逐鹿中国医
药市场的制胜战略。如何把握十三五中国医改政策风向? 药企转型升级战略方向：生物医药、国
际化、大健康领域、互联网+等战略转型是否是各大药企可行的战略路径？）

产业，政策怎么变？--企业战略转型产业，政策怎么变？--企业战略转型

会议主持人 王学恭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时  间 演讲内容及嘉宾

14:00-
14:45

演讲嘉宾： 房书亭 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或国家中医药局相关领导

演讲内容：国家十三五规划与中医药产业未来十五年发展战略（“国发〔2016〕15号”《中医药
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提出，举办中医诊所将依法实施备案制管理，有中医药一
技之长人员可以开办中医诊所，举办连锁中医医疗机构不作布局限制，鼓励药品经营企业举办中
医坐堂医诊所。这一系列的利好政策，如何落地？将会为中医行业带来怎样的发展机会？）

14:45-
15:30

演讲嘉宾：姚 宏 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医保司原司长

演讲内容：国家医保十三五发展规划与医保改革趋势（医保改革待出台或将颠覆医药企业营销旧
规则，付费机制、支付标准、医保体制，城乡医保整合后医保目录会怎么调整、商业保险参与医
疗保险购买服务将如何影响产业？）

15:30-
16:30

演讲嘉宾：王宏广 国家科技部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演讲内容：国家科技创新十三五规划与中国医药产业（2016政府工作报告共64次提到“创新”，
既有向大众提出的“万众创新”，也有针对科技领域提出的科技创新，要求各地为各领域的创新
工作保驾护航。十三五规划把创新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新任务能落到实处吗？科技创新会
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行业？“双创风口”在哪儿？医药企业如何抓十三五的创新机遇？）

16:30-
17:00

演讲嘉宾：周运杰 河南圣光医药集团董事长

演讲内容： 十三五规划之下，医药企业的发展新思维（圣光集团“互联网+”联姻零库存管理模
式，让诚信企业、优质产品进入省市县管理平台，快速形成全覆盖、无空白、无空隙的全国销售
网络和渠道，大大减少各环节费用。希望为中国医药行业整个产业链的资源整合、成本节约共享
发展。）

17:00-
18:00

圆桌论坛：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发展新前景，医药企业怎么走？

论坛主持人：张晓龙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对话嘉宾：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段继东、骆燮龙、王福清，河南圣光集团董事长周运
杰，达因药业董事长杨杰，一品红药业董事长李捍雄、广东天普药业李翰明总裁、康芝药业董事
长洪江游等协会及企业嘉宾。

对话背景：面临行业现实，惟其艰难，更显勇毅；惟其磨砺，始得玉成。展望“十三五”发展蓝
图，如何把智慧和力量汇聚落地，打赢改革攻坚战、迈向发展新境界？如何处理好“加
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等五个方面的关
系，从而闯关夺隘？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工作会议

20:00-
21:30

交流行业近期政策动态、探讨协会下一步工作安排，提出意见建议

迎接新挑战与把握新机遇——医药企业新形势下战略规划迎接新挑战与把握新机遇——医药企业新形势下战略规划

会议主持人 吴清功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当前产业环境可谓“迷雾重重”，与世界经济状况相似，旧的增长引擎已经衰减，新的增长动能尚未发力，
不确定性有增无减；各有难处，深层博弈增强，协调难度加大。谁能拥有穿越迷雾的眼睛，让强劲、可持续
的增长不再只是梦想，塑造出能打硬仗的企业战略？

时间 演讲内容及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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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30

演讲嘉宾：宋瑞霖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

演讲内容：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医药企业的发展战略（十三五国家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
上，以科技创新为核心，以人才发展为支撑，推动科技创新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机结合，塑造
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药企怎么办？）

9:30-10:00

演讲嘉宾： 柴跃廷 清华大学教授（国家电子商务交易技术实验室主任）

演讲内容：国家全面推进众创众包众扶众筹战略与中小医药企业成长策略（依托互联网拓宽市场
资源、社会需求与创业创新对接通道。推进专业空间、网络平台和企业内部众创，加强创新资源
共享。）

10:00-
10:30

演讲嘉宾：杨青博士 药明康德执行总裁

演讲内容：国家打造创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与医药企业研发战略（国家实施“双创”行动计划，
鼓励发展面向中小微企业的低成本、便利化、开放式服务平台。医药企业如何整合资源？）

一致性评价与制药国际化战略—战略创新与发展路径一致性评价与制药国际化战略—战略创新与发展路径

“国办发[2016]8号”即《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出台，对仿制药而
言，将成为3年定生死的头等大事，对整个医药行业影响巨大。对一致性评价，国家态度更加坚决，彻底打消
某些企业的幻想。

10:40-
11:20

演讲嘉宾：骆燮龙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演讲内容：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应对策略：国际化，如何赢得两个市场？（国内药品生产企业
已在欧盟、美国和日本获准上市 的仿制药，可以国外注册申报的相关资料为基础，按照化学药品
新注册分类申报药品上市，批准上市后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在中国境内用同一生产线生产上市
并在欧盟、美国和日本获准上市   的药品，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11:20-
12:00

演讲嘉宾： 谢沐风 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演讲内容：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应对策略：国内药企如何迈过这道坎儿？（压力山大，2018
年，基本药物未通过一致性评价将不予注册，还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其他
仿制药，自首家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后，其他药品生产企业的相同品种原则上应在3年内完成一致
性评价；逾期未完成的，不予再注册。）

 

会议主题：穿越迷雾•重塑生态会议主题：穿越迷雾•重塑生态

会议主持
人

单鹏安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时间 演讲内容及嘉宾

9:00-9:45

演讲嘉宾：牛正乾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演讲内容：十三五规划下，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与医药营销（改革大趋
势、政策咋变化、企业怎应对？药价放开将重构医药企业经营新模式亦或回归？医保
改革待出台、或将颠覆医药企业营销旧规则，新规则如何重构？医保付费机制、支付
标准、医保体制，医保目录会怎么调整、商业保险参与医疗保险购买服务将如何影响
产业、医保付费机制改革与医院购药趋势变化？国家药价政策放开与中央定价目录管
制背景下对医药营销模式的影响？基于移动互联新技术下的医药营销创新？）

9:45-
10:30

演讲嘉宾：耿鸿武 著名药品招标政策研究专家

演讲内容：现行医药行业招标政策趋势前瞻及企业应对之道? （医药招标政策与基本药
物、低价药政策如何衔接？医保药品等招标政策的变化趋势？省级招标制定医院用药
目录、低价药市场如何突围？目前招标形势下，医院营销如何转型？新常态下医药代
理商应对之道，招标降价、二次议价、医保控费、打击贿赂等政策之下，医药代理
商、自然人如何应对？药品招标作为药企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如何深度理解现
阶段背景下的各项事件和政策对药品招标的影响，如何全面掌握全国各地药品招标信
息和出现的新动向，如何有针对性地对企业招标部门进行优化配置、以便发挥最大的
效用。）

10:30-
11:15

演讲嘉宾： 张小平 著名医药营销专家、赛柏蓝高级顾问

演讲内容：如何回避政策管制，处方药如何开辟院外市场？（“企业-医生-患者-药店-
医保”营销新模式解析，掉标产品如何获得新生?弃标或落标之时,如何积极开辟新的销
售战场?如何继续获得医生的支持,用处方推动院外和零售终端的销售?如何运作医院便
民药房、社会单体药店和连锁药店?如何开展患者教育以拉动处方? ）

http://www.huodongjia.com/tag/4403/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4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6284/


11:15-
12:00

演讲嘉宾：陈志怀 丽珠集团OTC事业部总经理

演讲内容：神药下神坛，如何做好第三终端市场的控销模式，开拓基层百万诊所大市
场？ (他是仁和集团控销产品五年底价从0到10个亿、丽珠普药产品3年底价从千万到三
亿的策略制定及管理实践者。2015年，药价政策的颠覆性改革，使原有的单独定价、
优质优价的产品优势将被大大弱化或荡然无存？医保等各类目录制定也将生变，昔日
的“神药”好日子到头了吗？辅助药要被清理出医保吗？企业营销的市场准入将变得
日趋公平，行政垄断逐渐被弱化后，企业营销如何转型？)

 

与产业论坛合并召开，上海佘山艾美酒店宴会厅ABC

会议主持
人

牛正乾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时  间 演讲内容及嘉宾

14:00-
14:45

演讲嘉宾： 李从选  康美集团OTC总经理

演讲内容： OTC突然涌进大量的产品，营销玩法如何升级并快速上量？（铺货、促
销、广告、陈列、品牌全做了，依然销不动怎么办？案例分享：在没有媒体广告投
入、没有消费习惯的情况下，康美鲜人参成为2015年OTC市场短期启动并快速上量的
爆款产品，10个月做到3个亿的规模。）

14:45-
15:30

演讲嘉宾：刘 检  著名医药营销专家、赛柏蓝高级顾问

演讲内容：分级诊疗新形势下，基层市场高效开发与学术上量（产品中标了，也没办
法靠医院挣钱了，怎么办？基层报销比例更大，但从来没有玩过，怎么做？如何统筹
各方利益？价格如何统一？团队如何转型与管理？）

15:30-
16:15

演讲嘉宾：孙俊峰  山东罗欣药业战略总监（修正药业原营销负责人）

演讲内容：同质化产品进入控销渠道，如何做好“三控”升级？（以“修正、仁和、
葵花”为代表的终端直供（控销）模式成名之后，众多OTC 企业和普药企业纷纷效
仿，然而做成规模的并不多，原因何在？）

16:15-
17:00

演讲嘉宾：邵 清 京东健康到家事业部总经理、赛柏蓝高级顾问

演讲内容：疯狂的“双11”，处方药如何掘金互联网营销？（2015 年”双十一“购物
节，康爱多获得了天猫医药馆单店第一的好成绩，全网及线下门店合计销售额超过
6253 万元、壹药网全网销售突破3700 万。）

 

会议主题：儿童药•新未来会议主题：儿童药•新未来

上海佘山艾美酒店宴会厅DE

邀请对象：儿童药生产企业老总、关注儿童药市场的代理商分销商、医疗机构代表等

会议主持
人

王学恭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

时 间 演讲内容及嘉宾

9:00-9:20

演讲嘉宾：张文康 原国家卫生部部长、国家卫计委儿童药专家委员会首席顾问、中国
妇幼保健协会会长，中共十五届、十六届中央委员

演讲内容：医药政策趋势与专科药品领域（儿童药）的市场机会

9:20-9:50

演讲嘉宾：李 波  国家卫计委药物政策与基本药物制度司基药处处长（国家基本药
物、药品招标等政策实际执笔起草人）

演讲内容：国家药物政策趋向--儿童药使用（国家十三五医改规划之下，国家药物政
策趋势与我国儿童用药政策分析

9:50-
10:20

演讲嘉宾：戴耀华 国家卫计委儿童药专家委员会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儿童卫生合作中
心主任、中国儿童卫生保健疾病防治指导中心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儿童保健分会主
任委员

演讲内容：全球儿童药发展现状及趋势与中国儿童用药未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800/
http://www.huodongjia.com/tag/1207/


10:20-
10:50

演讲嘉宾：拟邀国内知名儿科医生

演讲内容：我国儿童用药的临床市场使用现状与分析（以某家医院临床用药状况为
例，以某些具体产品使用情况为案例进行分享）

10:50-
11:20

演讲嘉宾：洪江游  海南康芝药业董事长

演讲内容：新政策机遇下，规则变革与儿童药企业市场营销策略

11:20-
12：00

演讲嘉宾：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领导

演讲内容：新政策环境下，中国儿童用药企业新机遇与儿童药企业发展战略路径（量
身定制理念，研发制造儿童药）

12:00-
12:30

对话交流：与会代表针对上午各位嘉宾的演讲内容，对话沟通

对话内容：新政策环境下，什么样的儿童药品才是潜力品种？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会议费用会议费用

3月30日前报名：3500元/人

4月10日前报名：3800元/人

4月10日后报名：3980元/人

含报名费、资料费、会议期间午 / 晚餐费。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0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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