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第六届国际医药流通高峰论坛

尊敬的  先生/女士，您好！

2016第六届国际医药流通高峰论坛将于2016年10月在上海召开。

会议通知会议通知

   “国际医药流通高峰论坛”自2011年至2016 年已连续举办至第六届，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高端医药流通品
牌论坛。论坛由中国《现代物流》杂志、台湾《物流技术与战略》杂志和日本《MATERIAL FLOW》杂志发起主
办、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联合主办，得到上海市食药监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积极指导和大力支持，吸引来自
日本、马来西亚、港澳台及 中国大陆地区1200多位医药产业高管出席。

时间：10月21日（五）-22日（六）时间：10月21日（五）-22日（六）

地点：上海龙之梦大地点：上海龙之梦大酒店酒店  上海延安西路1116号（近番禺路）  上海延安西路1116号（近番禺路）

规模：220人

主题：主题：占先机——医药流通企业如何先人一步

政策叠加——激发创 新活力

借力技术——医药流通升级换代

上下求索——药品零售企业流通模式创新

 

指导单位：指导单位：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联合主办：联合主办：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中国《现代物流》杂志、台湾《物流技术与战略》杂志、日本《MATERIAL
FLOW》杂志

支持单位：支持单位：上海简拓JitLogistics 、活动家（找会议 上活动家）

 

论坛使命论坛使命

两票制推行、药批取消疫苗经营权、医药流通秩序整顿、建立药品可追朔系统等行业政策叠加并形成组合效应，导
致行业增速放缓，发展环境日趋严峻。但同时，一大批企业努力创新转型、逆势增长。我们从这些企业身上是否能
探寻到医药流通的发展先机？能否探索出医药物流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国《现代物流》杂志再次携手上海医药商业行
业协会于10月21-22日在上海举办第六届“国际医药流通高峰论坛”，旨在寻找中国医药流通领域的闪亮点与先行
者，在医药流通风云变幻、时代激荡中探求中国医药流通的创新发展之路。协助医药流通企业接轨国际医药商业模
式，建立起安全追溯的医疗安全网，降低医药流通成本，创造全新的医药物流新体系，打造企业国际竞争力。

我们是谁？我们是谁？

“国际医药流通高峰论坛”自2011年至2016年已连续举办至第六届，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高端医药流通品牌论
坛。论坛由中国《现代物流》杂志、台湾《物流技术与战略》杂志和日本《MATERIAL FLOW》杂志发起主办、上
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联合主办，得到上海市食药监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积极指导和大力支持，吸引来自日本、
马来西亚、港澳台及中国大陆地区1200多位医药产业高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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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举办？为何举办？

您是否有这些困惑：您是否有这些困惑：

监管加码，医药流通企业如何应对政策紧缩风险？

疫苗脱“冷”，医药冷链垄断格局会否打破？

两票一票，医药流通参与各方该如何发挥各自功能？

看“医”“药”融合，医药电商与移动医疗的联姻是否只是场镜花水月？

我们将与您共同探索，携手走出行业困局！

本次论坛，您将获得：

国际先进企业的做法与创新的商业模式

物流、供应链与流通服务市场情报

节省成本提高管理效益的方法

优秀的流通管理技术

零售药店成功的秘诀

新商业伙伴与客户

……

谁来参加？谁来参加？

﹡致力于促进医药物流公共化、共享化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集合研发生产、销售、运输、配送等医药供应链企业的医药物流园

﹡承担医药销售、经营的医药商业企业

﹡市场地位逐渐强化、直面终端消费者的零售药店

﹡被视为解决医药分离体制重要途径的医药电商

1， 医药仓储物流 15%

2， 医药电商9%

3， 医药冷链11%

4， 零售药店、药房 15%

5， 医药商业企业 25%

6， 第三方物流及物流园区 25%

 

往届参会嘉宾评语：往届参会嘉宾评语：

作为国际医药流通高峰论坛共同主办方之一，我们非常乐意与《现代物流》合作，论坛议题紧扣行业热点，邀请讲
师也是各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这个会议从议题到邀请的参会代表两方面都能对行业发展、企业
交流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有了前几届的沉淀，我们协会会员非常期待本届医药论坛的隆重召开！

————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

2011年我有幸担任了第一届国际医药流通高峰论坛的讲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的医药论坛，在会上与中国医药
行业的几位专家做了深入的探讨，中国医药行业将迎来“质”的革命，作为邻国的企业，我们非常期望能够与中国
的企业合作，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国际水平的平台，主办方作为日本最大的物流杂志社，我对于能够担任讲师，感到
非常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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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

————日本大型医药批发商日本大型医药批发商//东邦药品常务董事森久保光男东邦药品常务董事森久保光男

《现代物流》杂志主办的医药论坛我都参加了，他们的论坛邀请的讲师非常有特色，既有来自国内从事医药物流的
企业，还有国外的医药行业专家，议题的设置切合医药物流市场发展的热点。而且每次都邀请上海药监局的领导参
加并发言，让我们物流企业了解了医药物流的一些政策和行规，有利于物流企业明确自身努力的方向。

————中国宅配联盟 会长 许文伟中国宅配联盟 会长 许文伟

八面来风，看论坛唇枪舌剑好景象；宝案凝香，听贤达传道授业有真章。                                       

——360健康网——360健康网CEO 陈华CEO 陈华

祝愿国际医药流通高峰论坛成为医药流通行业的风向标！                                              

——威高医疗商业集团——威高医疗商业集团 副总经理 蘧勇 副总经理 蘧勇

会议日程会议日程

论坛议程(暂定)论坛议程(暂定)

10月21日(星期五)主题会议 主持人：中国《现代物流》杂志CEO 海猫猫10月21日(星期五)主题会议 主持人：中国《现代物流》杂志CEO 海猫猫

时间 主题        主持人/嘉宾

8:00-9:00 嘉宾报到

9:00-9:20 开幕致辞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副处长 徐建春

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 会长 杨骥珉

中国《现代物流》杂志 总编辑长 陈巨星

议题一：议题一：政策叠加——激发创新活力政策叠加——激发创新活力

9:20-9:50 多重政策合力与医药流通的风险监管 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副处长 陈佶  

9:50-10:20 向第三方供应链解决方案供应商转型 上药控股    副总经理  任刚

10:20-10:50 美味茶歇来宾互动交流

10:50-11:20 医药流通的模式创新与经营分享 康德乐医药  副总裁   王澜  

11:20-12:10
头脑风暴：

主  题： 政策叠加——激发创新活力

主持人：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

嘉  宾：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副处长 陈佶

康德乐医药    副总裁     王澜

上药控股      副总经理   任刚

嘉和嘉事京西医药  副总经理   任静

国药物流      总经理助   张世元

宁波医药/广药物流/天士力制药/修正药业



12:10-13:30 午餐休息来宾互动交流

议题二：议题二：借力技术——医药流通升级换代借力技术——医药流通升级换代

13:30-14:00 医药流通企业如何架构最具实用性的系统系统 国控统御 总经理 何泽巨

14:00-14:30 现代化医药物流中心建设案例分享 北起设计研究院

14:30-15:00 冷库温控设计保障医药存储安全 九州通达 技术总监 李权乾

15:00-15:50
头脑风暴：

主 题：借力技术——医药流通升级换代

主持人：中国《现代物流》杂志 总编辑长 陈巨星

嘉  宾：

国控统御 总经理 何泽巨

北起设计研究院

九州通达 技术总监 李权乾

普洛斯 副总裁 王 沁

 

15:50-16:10 美味茶歇来宾互动交流

议题三：议题三：上下求索——药品零售企业流通模式创新上下求索——药品零售企业流通模式创新

16:10-16:40 B+C，医药电商构建新型生态圈 壹药网 创始人&董事长 于刚

16:40-17:10 线下连锁新思路打造“服务力”         华氏大药房 总经理 沈天珉

17:10-18:00
头脑风暴：

主题：上下求索——药品零售企业流通模式创新

主持人：360健康网 CEO  陈华

嘉  宾：壹药网 创始人&董事长 于刚

华氏大药房 总经理 沈天珉

养和堂 总经理 蔡  斌

上海益丰大药房 总经理 刘湘岳

老百姓大药房/雷允上

18:00-20:00 交流晚宴来宾互动交流

 

10月22日（星期六）参观10月22日（星期六）参观

时间 参观地点 方式

8:30 酒店大堂集合出发 乘坐大巴

http://www.huodongjia.com/tag/2199/


10:00-11:00 上海九州通医药青浦物流中心 现场参观，现场讲解

12:00 返回酒店后解散

会议嘉宾会议嘉宾

拟邀嘉宾：拟邀嘉宾：

医药商业：医药商业：上药控股、国药控股集团、广州医药集团、天津市医药集团、山东东阿阿胶集团、哈药集团、南京医药
产业集团、江苏扬子江药业、太极集团、新华鲁抗药业、南京医药股份、重庆医药股份、天津药业集团、杭州华东
医药集团、江西省医药集团、上药雷允上、深圳海王集团、天津太平集团、天津中新药业、上药新亚、北京同仁
堂、汇仁集团、上海复星实业、浙江海正集团、丽珠医药集团、山东鲁抗医药、健康元药业集团、吉林修正药业、
北京紫竹药业、武汉中联药业集团、浙江海力生集团、正大青春宝药业、江苏恒瑞医药、湖南九芝堂、上海罗氏药
业、浙江新和成股份、重庆时珍阁、浙江震元股份、九州通集团、松本清资生堂、艾森生物、大众医药、震元医
药、德威治医药、乐普、正大天晴药业集团、四川科伦药业、华润双鹤药业、浙江医药、威高医疗商业集团、上海
华源药业、安徽立方药业、浙江康泰医药

医药生产：医药生产：华瑞制药、齐鲁制药、山东凤凰制药、大连辉瑞制药、昂生制药、美国礼来制药、拜耳材料、隆力奇圣
诺生物、石药集团、康美药业、广济医药、东瑞制药、广州白云山制药、西安杨森制药、石家庄制药集团、东北制
药集团、华北制药集团、阿斯利康制药、赛诺菲制药、瑞阳制药、珠海联邦制药、北京四环制药、鲁南制药、百迈
博制药、迪赛诺制药、第一三共制药、安徽先锋制药

医药零售：医药零售：老百姓大药房、海王星辰、北京金象大药房、赤峰人川大药房、南京金陵大药房、重庆和平药房、安徽
百姓缘药房、康德乐、屈臣氏、台湾永信药业、台湾台大医院和平药房、丰原大药房、彩虹大药房、先声再康药
业、好得快医药、嘉事堂连锁药店、强生英特药业、天马医药、恒泰医药、好药师大药房、康顾多医药连锁、国大
复美大药房、开心人大药房、得一大药房、国大药房、华氏大药房

医药电商：医药电商：春雨医生 、挂号网 、360健康网、一号药网、平安健康网、阿里健康、京东医药、天猫医药馆、健一
网、九药网、找药材、金象网、康爱多、悦康送、要便宜、搜药送、上药云健康

医药物流：医药物流：日本雅玛多、昂生医药物流、北京嘉和嘉事医药物流、国药物流、国控生物、大舜医药物流、江苏澳洋
医药物流、江苏亚邦医药物流、杰熬物流、九州通医药物流、全洲医药食品物流配送、上海生生物流、上海医药物
流、浙江英特医药物流、浙江永升医药物流、圣华物流、宇宏物流、英脉物流、圣光集团医药物流、浙江鸿汇医药
物流、广东恒畅物流、普洛斯

会议门票会议门票

人民币 2800元/人(含资料费、茶歇、自助午餐、晚宴等费用)人民币 2800元/人(含资料费、茶歇、自助午餐、晚宴等费用)

活动家 

成都云数海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10月13日

http://www.huodongjia.com/tag/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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