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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关键一年，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对

于药品流通行业而言，也是医改进入深水区的关键一年。全

省药品流通企业受两票制政策影响发展放缓，转型升级步伐

不断加快。批发零售企业积极应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模式，

丰富经营业态，推动跨界融合，整合优化供应链，探索区域

联合和平台整合，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运营稳步发展。

一、行业发展基本状况

（一）行业规模分析

2017 年，全省药品流通规模稳步提高，增幅与去年相比

有所回落。全年药品流通行业药品购进总额达1564.08亿元，

同比增长 2.4%，增幅下降 9 个百分点。全省药品流通行业药

品销售总额 1619.03 亿元，同比增长 6.3%，增幅下降 2.44%。

（数据来源：全省商务部直报、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会员单

位；所有集团公司数据均包含子公司）

（二）行业结构分析

截止 2017 年底，全省共有药品批发企业 381 家，其中

法人批发企业数 357 家，非法人批发企业数 24 家；药品零

售连锁企业 297 家、下辖门店 14265 家；零售单体药店 12488

家，零售药店门店总数达 26753 家。

截止 2017 年 4 月底，全省拥有互联网交易资质的企业

合计为 76 家，其中 B2C 54 家、B2B 为 20 家、第三方在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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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2 家。（数据来源：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截止 2017 年底，全省拥有第三方物流资质的企业共有

38 家，全省拥有诊断试剂共有 24 家。（数据来源：江苏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全省药品流通行业从业人员逐年增加，截止到 2018 年 5

月底药品流通行业注册执业药师有 24447 人。其中，有 1407

人分布在批发企业，22784 人分布在零售企业,46 人分布在

生产企业，187 人分布在医院和诊所，23 人分布在互联网及

其他。(数据来源：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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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年全省药品流通批发企业及零售、连锁门店数量统计表

年份
批发企业

数量（家）

同比增长

（%）

零售连锁

企业数量

（家）

同比增长

（%）

连锁下辖

门店数量

（家）

同比增长

（%）

零售单体药店数

量（家）

同比增长

（%）

2015 年 377 -6.2 288 11.6 12100 42.1 11148 -12.8

2016 年 374 -0.8 289 0.35 14295 18.14 11160 0.11

2017 年 381 1.87 297 2.77 14265 -0.21 12488 11.9

数据来源：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零售连锁企业数量稳步增长。由于市场和政策原因，批发企业数量减少，零售单体药店数量有所增加，2017 年增幅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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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品类和对象结构

（1）销售品类结构情况

按销售品类分类，西药类销售居主导地位，销售总额

1249.34 亿元，占七大类医药商品销售总额的 77.17%，较去

年同期下降 1.95%；其次为中成药类占 14.77% ；中药材类

占 1.44%，化学试剂类占 0.82%, 医疗器械类占 2.77%，玻璃

仪器类占 0.01%，其他类占 3.02%。（数据来源：全省商务

部直报、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会员单位；所有集团公司数据

均包含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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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对象结构情况

2017 年，全省药品流通企业对批发企业销售 593.16 亿

元，占比达到 36.64%，比去年同期上升 8.58%；对生产企业

销售 4.39 亿元，占比达到 0.27%；对医疗终端销售 732.99

亿元，占比达到 45.27%；对零售终端销售 148.47 亿元，占

比达到 9.17%，对居民直接销售 140.02 亿元，占比 8.65%。

（数据来源：全省商务部直报、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会员单

位；所有集团公司数据均包含子公司）

对医疗机构销售 732.99 亿元，其中，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

销售 431.19 亿元，占比 58.83%；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销售

127.56 亿元，占比 17.4%；对其他医疗机构销售 174.24 亿

元，占比 23.77%。对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销售中包含对社区

医疗单位销售 16.16 亿元，对新农合医疗单位销售 4.35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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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数据来源：全省商务部直报、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会

员单位；所有集团公司数据均包含子公司）

2、各地销售比重

2017 年，全省药品销售总额 1619.03 亿元，其中全省商

务部直报企业药品销售总额 1141.28 亿元，占全省比重

70.5%，占比较去年相比上升 2.26 个百分比；全省非直报企

业药品销售总额 477.75 亿元，占全省比重 29.5%，占比较去

年相比下降 2.26 个百分比。（数据来源：全省商务部直报、

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会员单位；所有集团公司数据均包含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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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 年全省各地市商务部直报企业销售总额及占比

全省各地市 2016 年
占 2016 年全省

销售比重（%）
2017 年

占 2017 年全省

销售比重（%）
占比增幅（%）

南京市 548.41 36.01 541.64 33.46 -2.55

无锡市 79.43 5.22 116.6 7.2 1.98

徐州市 41.14 2.71 43.38 2.67 -0.04

常州市 79.88 5.25 136.7 8.45 3.2

苏州市 161.71 10.62 171.5 10.60 -0.02

南通市 41.53 2.73 47.6 2.93 0.2

盐城市 16.04 1.03 9.59 0.6 -0.43

扬州市、镇江市 16.09 1.04 11.34 0.7 -0.34

泰州市、宿迁市、连

云港市、淮安市
55.19 3.63 62.93 3.89 0.26

合计 1039.42 68.24 1141.28 70.5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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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业集中度情况

2017 年，全省前十家药品流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807.86

亿元（无税），占全省比重为 65.16% ，与 2016 年相比，增

长 5.56 个百分比。其中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 273.84 亿元,占全省前十家主要药品流通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的 65.16%。（数据来源：全省商务部直报、江苏省医药商

业协会会员单位；所有集团公司数据均包含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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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0 亿元的企业有 32 家，与上年

数量持平，其中 10-20 亿元之间的企业有 14 家，20 亿-30

亿之间的的企业 8 家，30 亿-100 亿之间的企业 8 家，100 亿

以上的企业 2 家，主营业务收入合计 1160.44 亿元，占全省

比重为 93.6%，比上年 1076.39 亿元增长 7.81%。其中，南

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医药）2017 年实现销售

总额 349.48 亿元，占全省销售额的 21.59%，同比下降 2.01

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全省商务部直报、江苏省医药商业

协会会员单位；所有集团公司数据均包含子公司）



2017 年江苏省药品流通行业统计运行分析报告

10

2017 年，我省药品零售药店连锁率达 53.32%，较上年

同期下降 2.88 个百分比。国家医改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是

协调推进“医疗、医保、医药”联动改革，破除“以药补医”

机制，取消对医保定点机构资格审查的行政审批，鼓励零售

药店连锁经营，提高零售药店在药品终端市场上的比重。

2016-2017 年全省药品流通主营业务十亿以上批发企业结构分布表

主营业务收入 2017 年企业数 2016 年企业数 变化

100 亿元以上 2 2 0

30-100 亿元 8 7 1

20-30 亿元 8 9 -1

10-20 亿元 14 14 0

与 2016 年批发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排序相比，前十位企业没有变化，内部位序略有升降，主营十亿以上的批发企业数据没有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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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江苏省零售连锁销售 20 强企业

排名 企业名称 销售总额（单位：千元）

1 南京医药国药有限公司 1385365

2 先声再康江苏药业有限公司 934279

3 江苏润天医药连锁药房有限公司 554210

4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548852

5 南京上元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370767

6 江苏大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344942.01

7 连云港康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321940

8 江苏百佳惠瑞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291688

9 常州人寿天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270430

10 苏州雷允上国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205050

11 常熟市建发医药零售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177500

12 无锡山禾集团健康参药连锁有限公司 171268

13 南京金陵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156339

14 南通市江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100434

15 南通诚信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87829

16 江苏普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78771

17 镇江华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73166.74

18 南京医药南通健桥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70382.34

19 苏州市中诚大药房有限公司 46935

20 江苏仁济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4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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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业效益分析

2017 年按全省商务部系统直报和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

会员单位 220 家汇总，全省药品流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239.76 亿元，扣除不可比因素（去年同期 225 家）比去年

同期增长 7.92%；实现利润总额 19.9 亿元，同比增长 8.86%；

平均费用率 7.59%，比去年同期上升 0.69 个百分点；平均利

润率 1.54% 比去年同期下降 0.06 个百分点。（数据来源：

全省商务部直报、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会员单位；所有集团

公司数据均包含子公司）

2017 江苏省药品流通行业利润总额 10 强企业

排名 企业名称

1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3 华润江苏医药有限公司

4 国药控股江苏有限公司

5 国药控股常州有限公司

6 江苏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7 江苏省医药有限公司

8 上药控股江苏股份有限公司

9 上药集团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 江苏康缘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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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贡献度分析

据江苏省统计局统计，2017 年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 31737.4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第三产业增加值

43169.4 亿元，增长 8.2%。药品零售总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的 3.41%,增长 14.4%,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 2.51%。

2017 年全省药品流通行业企业从业人员约 6.3 万人，所

得税 4.65 亿元。（数据来源：全省商务部直报、江苏省医

药商业协会会员单位；所有集团公司数据均包含子公司）

（五）现代医药物流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现代医药物流逐步发展，江苏省药品流通企业现有大小

配送网点 57 个，比去年减少 1 个，总仓储面积达 61.63 万

平米，同比增长 55.63%，配送车辆达 769 辆，同比增长

43.74%。其中，全省拥有第三方物流资质的企业共有 38 家。

物流配送和药品流通服务辐射范围覆盖江苏全省、安徽以及

浙江等省市。华润江苏医药公司近年来重视物流建设，花大

力气、大投入打造了一座现代化物流中心，并能在满足公司

正常物流运转的同时，以创新思维打破公司原有的传统物流

纯配送自有药品的理念，发挥自身现代物流的优势，积极开

拓第三方物流服务。良巢引凤，凭借着公司良好的企业管理

能力与高标准的现代化物流中心，吸引了包括全球最大的药

品生产商辉瑞等一批世界级企业前来合作第三方物流配送，

把自身原有的传统的物流服务延伸至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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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药品流通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医药电子商务模式发展差异化

目前，国内医药电商模式层出不穷，且深入到医药的全

产业链过程，其中 B2C 最多，B2B 发展较慢，O2O 尚处于探

索之中。据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计，截至 2017 年 4

月拥有互联网交易资质的企业合计为 76 家，企业数量同比

增长 54.34%，其中 B2B 为 20 家、B2C 为 54 家、第三方在线

平台 2 家。2017 年 1 月 20 日，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决

定第三批取消 39 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目

录》，宣布取消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企业（第三方平台

除外）审批”，即取消原医药电商 B 证、C 证的审批。互联

网药品交易服务的正式放开与落地实施预计将促使更多医

药商业公司、连锁药店触网从事医药 B2B 业务和医药 B2C 业

务，长期以来的资质门槛被打破，预计未来医药 B2B 企业和

网上药店数量会迎来井喷式增长，医药商业公司和网上药店

通过互联网能将服务范围延伸更广，但同时也对企业营利点

选择、市场主体定位、资本需求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医药电

子商务模式差异化发展显得更为重要。传统商业贸易向现代

化综合服务转型，为电商差异化、多元化、创新发展提供了

模式创新、概念创新的典型案例，但是对医药电商这一新兴

领域，国家政策依然在谨慎调整之中。

（二）国家新政策环境将给行业合规发展带来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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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先后在“十三五”规划，“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以

及国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等顶层纲领性文件

中，围绕“三医联动”推动医改进入深水区提出明确思路，

这对如何重构药品流通行业在国家推进新医改进程中的价

值定位、夯实药品流通行业长期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近

期，国家有关部门出台的《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指导

意见》和《关于深化卫生体制改革 2017 年重点工作任务》，

为行业建立现代药品流通体系、构建药品流通新秩序指明了

发展的方向。在 2016 年实行的“营改增”、“两票制”、

合规整治和仿制药品一致性评价的多重政策下，医药行业将

会迎来大幅度洗牌及震荡，整体政策倾向于大型企业，引导

并鼓励企业进行产业升级、规模运行，提高行业集中度，提

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流通环节被优化，不仅提高药品流通

效率，也降低整体物流费用率，对药品流通企业的物流服务

提出更高需求。在医保控费、支付方式改革的主流趋势下，

药品流通行业压力增大，大批中小型商业公司发展受限，企

业的财务能力面临考验，运营成本也将进一步增加。但是，

新的政策环境有利于规模化经营企业做强、做大、做精，是

对“商业模式”流程再造的变革，有利于企业组织结构及架

构的调整，带来医药企业的格局变化。从中，大型企业将获

得较大优势，在行业中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在未来政策的

进一步放开的情况下，大型医药商业公司将可以尝试 PBM（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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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福利管理）、GPO（中小医院集中采购组织）等新业态经

验。面对政策及市场的大环境，企业应顺势而为，把握机会、

开拓创新、谋求发展。2017 年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

万户良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户良方”）签署两项

协议，双方将合作建立两家公司，用以支撑双方合作开展医

药福利管理业务（以下简称“PBM 业务”）。

（三）行业整体效益水平受市场和政策影响较大

药品流通企业是医药商业企业，不是纯粹的配送企业，

承担着医疗机构金融服务功能。医疗机构拖欠药品批发企业

货款问题一直居高不下，导致依靠银行贷款采购药品的批发

企业承担着沉重的财务费用负担，而且严重影响了整个药品

流通行业现金流状况，制约了流通效率，使得行业整体效益

水平不高。

在两票制形势下，医院应收账款加剧现象越来越严重，

另一方面，上游供应商资金预付现象普遍增多，使药品流通

企业不堪重负，未来将严重影响药品流通企业的生存。

（四）流通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

我省药品流通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整体不高，信息化程度

参差不齐，部分企业不熟悉电子商务、网上销售、现代物流

等流通方式，很难实现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动态高效管

理。

三、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趋势分析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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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销售总额将保持稳定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整体增速放缓，行业增长的主要动力转

向人口结构、疾病谱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带来的新的医疗健

康需求。2017 年全省 65 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1167.55 万人，

占户籍人囗总数的 14.98%。全省城镇化率已升至 68.76%，

比上年提高 1.06 个百分点。社保体系逐步完善。城乡居民

医疗和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险主要险种覆盖率

达 98%以上。全民自我诊疗、自我保健意识不断加强，保健

品审批制度也在逐步放开，有望带来大健康产业新一轮的需

求增长

（二）大型药品流通企业引领行业平稳增长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我省药品流通企业排名前十

位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807.8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8.8%，引

领我省药品流通行业平稳增长。从对 2017 年入围我省药品

流通行业前 10 位企业榜单做深入分析，可以看到这 10 家药

品流通企业作为代表我省药品流通市场领先发展的强者，以

超越市场平均增长水平的速度持续发展，表明这些大型药品

流通企业能够有效化解我省目前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

对行业发展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特别是能够从容应对我国

新医改进入深水区攻坚阶段后，对药品流通行业传统经营模

式、传统价值定位和产业链发展格局的颠覆和挑战。大型药

品流通企业近年来始终能够实现更快、更高、更强发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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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在不断提高行业、市场集中度中，促进全省统一的药品

流通市场形成，在提高我省药品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上

承担起应有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三）创新商业模式、提升服务价值成为行业持续发展

必经之路

目前，药品流通行业已经进入微利时代。政府政策频出，

企业也纷纷探讨创新商业模式，整合从生产企业到终端客户

各流通环节资源，不断拓展业务空间和服务范围，延伸供应

链服务，将与上游工业企业的信息对接、库存管理、运营管

理与下游客户药房合作的零库存管理、库内作业管理、信息

增值服务等纳入企业提供服务的范围。此外，药品流通过程

用互联网技术升级成为未来最具竞争力的医药商业模式。南

京市儿童医院药品物流延伸服务项目于 2015 年对外公开招

标，这是全省第一个 SPD 院内服务管理的创新项目，江苏省

医药有限公司成功的在众多医药商业中脱颖而出，江苏省医

药有限公司作为主服务供应商通过与南京市儿童医院在院

内物流（SPD）管理上的全面合作，组建专业化团队，建设

院内医用物资集成管理（SPD）平台，梳理院内物流服务作

业流程，探索符合南京市儿童医院特色的 SPD 供应链服务，

为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儿科医疗与药品管理方面的发展做出

了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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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互联网+药品流通”模式将有力地推动医药供

应链协同发展。

依托药品流通在医药供应链中商流、物流、数据流与资

金流“四流合一”的地位，以规模企业为核心，向上下游延

伸，缩短流通链条，减少周转时间，降低平均库存，将上下

游连为一体，以整合与优化医药供应链，提升运营效率。通

过“互联网+药品流通”模式，建立供应链上下游智慧融合

的分布式多元协同现代药品流通体系，可有效配置政府与企

业资源，降低社会整体流通成本，推动供应链协同发展，成

为实现药品流通行业“十三五”期间发展目标的有效支撑。

供应链协同发展，还将促使医疗机构院内药房与药品流通企

业对接，运用“互联网+”的思维与手段，打造多方协作的

药品流通新模式。运用“互联网+药品流通模式”，有利于

跨行业数据标准体系的建立，实现跨部门数据资源共享公用

格局；同时可催生智慧供应链、智能物流、公共服务平台等

形态快速涌现，推动行业的创新进程，推动企业经营管理的

精细化，提升行业发展水平、集约化水平、规模化水平。随

着政策不断完善、技术的日益进步、标准的逐步建立，医药

供应链将日趋高度整合，传统的行业合作方式也将不断创新

融合，形成以互联网为依托开发共享、合作共赢、高效便捷、

绿色安全的智慧医药供应链，使得供应链各环节协同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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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跨界合作更紧密。从而突破传统惯性思维，超越旧的经

营理念，创造合作多赢的生态供应链体系。

以物流标准化为导向形成华润江苏药品标准化供应链体

系，并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推动企业与供应商、生

产商实现系统对接，共同构建流通与生产深度融合的供应链

协同平台，实现供应链需求、库存和物流的实时共享可视，

将提高企业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成为企业新增长点。

（五）零售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多元化经营、专业化

服务成为必然发展趋势.

多年来，在“以药养医”的体制机制下，公立医院在处

方药市场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医院处方很难流出。从 2015

年以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控制药占比、监控

辅助用药、对医生多点执业激励、不得限制医院处方外流等

等。通过这些政策及药品零差率的推行，将使药房从医院的

盈利部门变成成本部门，促使医院处方外流，这将为零售药

店或医药电商带来新的机遇，同时带动整个国内药品零售市

场新一轮的快速成长。2018 年是进一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深化之年，也是医改进入深水区的关键一年。随着国家

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

政府职能，行业政策频繁出台，为药品零售行业发展既带来

机遇也带来更大的挑战。医保定点资格审批取消后，宽松的

准入带来更严的监管；公立医院改革、药占比降低及药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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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率政策，将使更多的处方流向社会药房。药品零售企业只

有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和药学服务人员的专业化能力，真正

具有专业的服务能力以后，才能为承接医疗机构门诊药房服

务奠定基础。同时，网上药店、移动互联、电子处方云平台

等互联网 B2C销售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行业创新转型；

社会资本介入，零售药店抱团取暖，大型药店零售连锁企业

规模扩张迅速，必然促使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药品零售

企业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况下，提高自身服务能力、拓宽

企业服务范围，实现多元化经营、专业化服务将成为必然趋

势。从传统的药品流通终端向提供药事服务、医药资讯、营

养咨询、慢病管理、健康管理、电子病历的“大健康服务终

端”转型，并在销售方式上形成线下实体、线上 B2C、线上

与线下 O2O 的多渠道销售格局，为行业生存发展寻找出路，

为国家医改深化和百姓健康保障贡献力量。

（六）药品流通行业的资本运作持续活跃，并购式成长

成为一些企业的主要增长模式。

随着政策的推进和竞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药品流通企

业通过资本运作的手段发展壮大，如上市公司一般会通过非

公开发行等再融资手段来募集资金，非上市公司则经常借助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自己，同时择机挂牌新三板或冲关

IPO。并购也是药品流通企业成长的重要手段，过去几年，

国药控股、华润医药等流通企业通过并购整合迅速发展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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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全省性的药品流通行业龙头。近年来，药品流通行

业的集中度将长期处于持续提升态势。

四、促进行业发展的主要对策

（一）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重点支持南京医药、省医药等大型综合性药品流通企

业，以及一些品牌优、规模大、成长快、竞争力强的药品零

售连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上市融资、发行债券等多种方

式进一步做大做强，重点支持对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起支撑带

动作用的优秀大型企业，关注并支持其实现企业战略目标，

加速整合与扩张，实现持续、跨区域发展。引导中小型企业

根据自身资源向产业链纵、横不同方向发展，开展特色经营，

提供区域性或基层渠道供应配送与物流服务，满足多层次市

场需求，在不同细分市场做精做专，成为强者。

（二）创新大健康理念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加强创新意识、大健康理念、慢病管

理、社区健康服务。一是加强慢病管理。引导遍布居民区附

近的零售药店，以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患者管理为目的，

通过药店日常活动开展和走进家庭相结合，建立患者健康档

案，做好高危人群筛选、生活方式干预、定时随访与监测，

提高药店加强慢病管理意识，促进预防、干预、治疗的有机

结合，降低患者医疗费用，提高百姓生活质量。二是发展中

医坐堂。鼓励具有资质的药品经营企业、零售药店在便利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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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区开展中医坐堂服务，健全中医服务网络。扩大中医药健

康服务用地供给，优先保障非营利性中医药健康服务机构用

地。三是开发 DTP 专业药房，实现高端药品的直供。配合上

游厂家营销新需求、市场拓展计划以及对患者服务的高要

求，积极开展 DTP 营销模式，为零售药房完善品类结构、提

升专业化服务水平和经营管理能力，打造专业药房品牌形

象。四是开展多元化经营与服务，发展大健康产业。开设品

牌专卖店、药（美）妆店、现代社区店、药店+诊所、快捷

药房、健康药房、居家养老、网上药房、智慧药房等可复制

的新型零售药店，发展与商业保险相融合的个人消费支付形

式，发展与健康相关的业务，扩大经营品类，增加服务项目，

充分发挥执业药师、营养师、健康管理师、美容师等专业队

伍的作用，为患者和百姓提供便捷有效的药学专业服务、慢

病管理和健康教育。

（三）着力发展医药第三方物流

引进先进的物流理念，结合先进的物流技术，建立和完

善现代化医药物流体系，发展绿色医药物流，进一步提升药

品流通现代化水平，着力发展建设医药第三方物流，推广使

用无线射频、自动分拣输送、仓储管理、运输管理、温度传

感、卫星定位等先进信息技术和自动化设施设备，构建流程

再造、资源统筹的新型现代绿色医药物流体系。

(四)加强行业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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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加强行业统计。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梳理解决企

业在报表填报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充分调动企业

参与的积极性，提升报表时效性和准确性。各地商务主管部

门要争取更多的典型企业参与统计直报，完善工作考核激励

机制。二是做好行业人才培养工作。行业协会要积极推动人

才培训基地的培训工作，广泛动员行业企业参与行业培训。

组织企业参加全省药品流通行业技能竞赛，选择优秀选手参

加全国决赛，全方位展示我省药品流通行业人才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