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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不见 别来无恙 守护健康 你我一起
第83届全国药品交易会

2020年9月17日，来自医药和大健康产业的各位行业同仁们齐聚广州，共同迎来2020年

中国医药制剂与健康营养领域的年度唯一大展：由国药励展主办的“第83届全国药品交易

会、NHNE中国国际健康营养博览会、2020中国健康营养原辅料/包装/设备展”携手“立

春”平台，一起线上、线下同步盛大开幕。

观众数

行业高端论坛

专家报告

国内外医药大健康企业 2000多家

10万人次

20+

130+

10万平米展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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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概述



观众口碑展会，年度必打卡的医药行业专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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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数据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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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

99%
观众对大会整体感到满意

“展会内容很丰富” “展会气氛不错” “行业影响力大”

77.8%

事业部/部门负责人
/总监/经理

51.6%26.2%
董事长/董事/总裁/总经理
/院长/校长/政府高级官员观众具有决策权

与有决策力的买家面对面高效交流



70%的专业观众来自渠道商和零售商

33%

21%

20%

10%

3%

3% 2%
1%

7%
观众所属行业

代理商

经销商/分销商/物流

生产企业

连锁药店/单体药店

医院/医院药房/社区医疗/诊所

电商/跨境电商

出版/互联网/媒体

咨询/培训

其他

百强零售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怡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湖北同济堂药房有限公司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北药行连锁有限公司

广州健民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广东金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百强商业

国药控股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白云山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修正药业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创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采芝林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通用医药有限公司

医药电商

*以上为部分观众单位列表

观众数据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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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56%
54%

42% 41%

34% 34%
31%

25% 24% 23%

16% 15%

8%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

中成药/民族药 57%1

OTC  56%2

化学药 54%3

医疗器械 42%4

TOP5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

中药材/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41%5

观众数据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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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商对参展效果感到满意

我们的展商

93.6% 92.1% 93%

展商愿意推荐药交会 展商将参加下次展会

“参会药界同行多，规模大，客流量较大，可以对接到意向客户.“

展商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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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展区 升级亮相

2020疫情催生了消费者在药品与个人卫生防护用品的新消费与囤货需求，也迅速拉升个人防护用

品市场规模。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防护需求日趋扩大的背景下，全国药品交易会倾力打造公共卫生防

护展区，吸引了海氏海诺、振德、健尔康、山东英科、亚都等百余家企业带来包括口罩、防护服、额温

枪、消杀用品等系列品牌集中亮相。

展商感言

06

受疫情的影响今年全国药品交易会春秋两届合二为一，虽然展会姗姗来迟但是客商热情不减，参展商和客商实力雄厚，这次的7个展
厅有高达2000多家展商共同见证此次盛会，考虑到药交会的受众群体，此次展会英科医疗主要展示产品为OTC渠道特供，为各药店、
经销商伙伴带来更符合客群属性的产品，主营业务的医用检查手套、健康防护套装和冰袋是关注度最高的产品。国药励展作为展览行
业的标杆企业，在展商沟通协调、客商邀约、媒介推广等方面都体现了强大的专业力，感谢国药励展提供的优秀平台，期待以后更深
入密切的合作，祝国药励展鹏程万里、蒸蒸日上！

英科医疗

很高兴能参加第 83 届全国药品交易会，同时也感谢主办方的辛苦和支持。作为专门生产、销售各类医用敷料的专业化规模企业，我
司在防疫专区特设展位54平，展示了包括各类口罩、脱脂药棉、脱脂纱布、酒精、聚维酮碘棉棒等20多种类别200多个规格的系列产
品，产品规格齐全，符合美国、欧洲、英国、中国药典标准，一直处于行业领先位置，受到国内外众多客户的一致好评。在此次展会
上产品也受到了客户的高度好评，感谢国药励展提供的平台，希望我们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合作！携手一致共创未来！

江苏健尔康医用敷料有限公司

在这里非常感谢国药励展举行的全国药品交易会，医疗行业是一个日渐庞大的朝阳产业，市场需求巨大，对于这个大会的成功，我
们是促成者，你们给各个参展商搭个大舞台，让有心找好产品的客户得到保障和信息，让用心做好产品的商家都能发展出自己的一
席之地！在宣传上，在策划上，在现场的工作都做的面面俱到。让所有的商家的产品拥有了一个公众舞台展现给客户，期待大会在
接下来的每场展会都更加出色。最后预祝全国药品交易会蓬勃发展，日胜一日。

海南纯粹主义科技有限公司



全新展区 升级亮相

随着生物医药新技术的成熟，以及疾病诊断治疗的需求不断增加，创新药上市速度的加快，
医药冷链产品需求进入高速成长期。药交会的医药物流技术与设备展区有包括复星国药、上药物流、
康展物流、华欣物流、广交集团、中集冷云、南航集团共30余家仓储搬运、运输配送、冷链服务、
智能设备企业集中亮相。

展商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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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区企业

我司作为医药冷链运输服务企业，本次药交会我们展出了多款适用于

疫苗运输的智能温控箱，多家企业慕名到我司展位上参观，对公司得保温箱

产品和运输模式详细得问询和洽谈，现场使用公司宣传资料1200余份。会充

分展示了企业得形象，对潜在客户更加感官得效果展示了公司产品，对未来

市场得开拓，将会产生积极效果。

本次展会上主办方还对我司进行了现场采访和展位直播，方式和方法

特别新颖，把公司未来得经营模式及发展战略通过主办方的平台宣讲出去，

对拓展行业内的知名度，具有效果显著。

中集冷云（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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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展区 升级亮相

展区配套论坛——2020国际医药供应链行业大会

07

结合“后疫情时代”医药供应链面对的挑战与机遇，在第83届全国药品交易会期间，由国药励展主办的2020

国际医药供应链行业大会在广交会展馆顺利召开，来自医药物流企业和行业的200多位嘉宾共同探讨交流新时期

供应链上下游解决方案。

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产业上下游的资源碰撞与融合正在发生。迎接挑战与机遇，医药供应链不仅需要精诚

合作、砥砺拼搏，更需要坚守初心，严格按照最新的监管标准，持续强化质量标准和管理体系，进一步发挥专业服

务和资源整合优势。

上药科园信海医药有限公司物流总监潘海威指出，随着监管政策调整，对于医药物流既有挑战也有机
会。“把医药物流打造成匹配医药商业的专业服务内容，在过去并不是非常经济；然而，现在不仅是医药商
业物流在面向社会提供第三方专业物流服务，而且众多第三方物流企业开始走进医药商业生态，整个药品流
通领域的专业化程度正在快速提升。”

上海康展物流有限公司华南/华中区市场销售总监卢耀明
认为，现在医药企业的流通中转、储存、配送要求非常高，在
这种情况下，医药商业公司内部一定会愈发松散，各地分仓也
会越来越多，体系和管理会带来更大压力，成本也会更高。
“随着带量采购不断扩围，药价下行趋势在所难免，但物流配
送的成本是客观的，比如北京至上海交通成本就是固定支出，
优化资源、提升效率至关重要。”

中集冷云（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华南区总经理朱卫

平表示，国家医改深入推进，新版《药品管理法》和《疫苗管
理法》实施，医药流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医药物流市
场仍然处于行业发展初期，冷链物流成本持续提高，未来如何
高效降低冷链运输成本是全行业需要重视的关键问题；此外，
在标准化建设和信息共享机制方面，仍然有非常大的改善和提
升空间。”

北京华欣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焰指出，中国医药物流目前的行业发展状况可以说是处于快速发展阶

段，行业的规范和升级迫在眉睫。“相对而言，医药物流在医药商业板块中的基础还是比较薄弱，行业规范化
过程中面对的市场挑战也会比较多；企业需要快速适应整个产业大环境的转型，内部降本增效，外部加强合
作，在确保符合监管要求基础上提高医药物流效率。”

智慧碰撞

“疫情过后医药供应链行业的新机遇、新挑战”高层对话

中美史克制药有限公司（全国商业及连锁渠道发展经理）刘东东

广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采购中心总监）朱振宇

上药科园信海医药有限公司（物流及安全管理部总经理）侯立业

正大天晴集团（总裁助理）汪会霞

国药集团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国药控股物流规划与管理部部长）

吴远开

北京华欣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焰



展商反馈

展商的认可

感谢各位参展企业在朋友圈对药交会效果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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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现场会议&活动

25+ 130+ 8000+
会议活动（场） 演讲嘉宾（人） 参会听众（人次）

带量采购、药品零加成、辅助用

药目录建立、处方药外流等一系列政

策多管齐下，国家推动行业变革的决

心业内有目共睹。

而这正是多场高端前瞻性会议在本届药交会轮番上演的原因。130余个

专家报告，从政策、零售终端、营销&市场、生物技术&创新、中医药、医药

供应链等多个领域，深入全面的解析当下的行业趋势。

市场变化翻天覆地，

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

都将思考如何应对？

趋势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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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活动

3 医保政策发展与研究
场专家报告

4 OTC
专家报告

2 集采与扩围
场专家报告

11 中医药发展
场专家报告

9 MAH
专家报告

6 基层市场/院外
场专家报告

1 DRGs
专家报告

5 合规与营销转型
场专家报告

14 营销变革
场专家报告

9 医药供应链
场专家报告

5 电商
专家报告

4 零售
专家报告

1 1



产品展示

药交会线上平台——立春网隆重上线

为了更好助力医药企业营销，提前满足产品撮合与

新产品推广的需求，提高线下的对接效率。国药励

展依靠强大的线下数据的优势，打造全新的线上推

广渠道“立春网”，满足企业在线上平台获得更多

的业务拓展和成交机会！

展会现场观众体验立春网

全面覆盖医药大健康产业

2000+企业商铺，

10000+品种多维度检索

永不落幕，打破时间空间限制，

随时随地找产品

供需对接

医药领域专属流量池

精准匹配，促成交易

双向的在线沟通系统

直播招商

线上专属直播间

线上“云发布”，

足不出户，获得商机

专业平台，新品首发

云会议

展同期论坛直播

大咖零距离对话

行业趋势尽掌握

9月17日立春网正式上线，截止目前网站浏览量突破30w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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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 频道

会议直播 （点击右侧播放按钮回看）

广东一方制药有限公司

江阴天江药业 公司

雷允上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清华德人西安幸福制药有限公司

中山市中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橘井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同联制药有限公司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公司

上海培力营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南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潓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青岛华迈士药业有限公司

御生堂制药有限公司

上药物流

上海康展物流有限公司

北京华欣物流有限公司

中集冷云（北京）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宛炙堂

国药控股星鲨制药（厦门）有限公司

九信中药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康庆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青岛盛久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英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恒安众生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巨米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河南省超亚医药器械有限公司

青岛海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3

展位直播 （点击左侧播放按钮回看）



精彩活动——新品发布会

本届药交会上包括华北制药、上海同联、浙江永宁药业等企业隆重推出新产品，包括1类新药可利霉素、他

达拉非片、独家产品——硝酸毛果芸香碱眼凝胶等9款新品在现场新品发布区闪耀登场，进行专场推介，累

计200余专业观众参加了活动。正如药交会的主题“向新而生质领未来”，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只有通过

不断的创新才能抓住新时代下新的机遇，点燃驱动引擎，积蓄发展新动能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

“新品发布会活动为我们在展会上推出新品提供了展示舞台，现场参

与活动的观众超出预期，我们与很多客户达成了合作意向 “

精彩活动——药店采购对接会

9月19日下午，药店采购对接会分2个专场，服务展商产品品类包含公共卫生防护、特医食品、保
健食品和中药饮片。共邀请参展商15家、连锁药店20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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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行业规模盛大、精英云集的重要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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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照片下载

现场精彩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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