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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028+96111 太极集团

论坛上，太极集团西南营
销总部总经理韦平分享了太
极藿香正气液这一“全民必
备”产品的营销情况，“到今天
为止，四川市场藿香正气液销
售近 3 亿元，我们对完成全年
4.5亿的计划满怀信心。”这样
的信心得益于太极集团打破
传统市场营销策略，初试创建
有序营销体系。

从经销权竞卖到有序营销
打造王牌单品

太极集团通过竞卖省级
独家经销权，让获得各省总经
销权的企业不止提供配送服
务，还要负责渠道管控和渠道
销售；二级配送商负责终端开
发和配送；终端负责零售增量
和价格监督，并落实激励政
策；而厂家则主要负责消费者
的培育。以此建立有序营销
体系，各司其职，共同发力，实
现共赢。

事实证明，各大医药公司
依靠太极藿香正气液彻底清
理拓展了自己的营销网络，放
弃了许多同类问题药品的销
售，确保了人们的用药安全。

“有序营销”用市场最强有力
的手段，全面推进中国医药工
商业竞争体系重塑，大量淘汰
性价比差的产品，快速提升了
产业集中度。

十年战略规划
单品全球销售额破200亿

2016年，太极藿香正气液
正式进入新加坡、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及澳
门地区销售，2017年将全部进
入东南亚10个国家；未来3年
将进入印度、斯里兰卡等南亚
市场、中东市场；未来 5 年，太
极藿香正气液还会加速进入
非洲、南美市场……

据太极集团董事长白礼西
介绍，预计 2017-2027 年太极
藿香正气液复合增长率达到
17%左右，未来十年太极藿香
正气液单品销售额将突破200
亿元，即国内市场销售额突破
100 亿元、海外市场销售额突
破 100 亿元，使太极藿香正气
液成为全世界销量最大的中成
药。太极集团还计划从 2017
年开始召开每年一次的太极藿
香正气液国际学术大会，并每
年安排 1 亿元的专项科研经
费，支持太极藿香正气液全国
开展原料的标准化种植、研究
临床验证等研发工作。

日前，太极集团又刮起一
股“地推战”，5-8 月相继在川
渝、两广、两湖、云贵、北京等全
国市场开展大规模的专业地
推，主要工作是培训目标消费
者和市场调研，让更多人了解
藿香正气液广泛的用途，让太
极藿香正气液走进千家万户。

8 月 1 日，太极·藿香正气液 第二届
西南药品零售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暨“金
牌川药”系列评选活动颁奖典礼在成都
举行。活动由华西都市报-封面传媒、成
都市医药商会主办，成都工零会医药管
理咨询中心协办，还得到了四川省执业
药师协会、四川省医药行业协会中药材
中药饮片分会、四川省医药物流商会、四
川省医药商业协会、四川省药品零售行
业协会、太极集团以及李时珍药业等的
大力支持。

论坛上，政府部门代表、行业专家学
者以及来自四川、重庆、云南、湖南等省
市医药行业的龙头企业代表共同探索新
形势下药品零售行业的新未来。经过网
络投票和专家评审之后确定的四大奖项
获奖名单也终于公布。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实施，
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全流
程改革，医疗、医保、医药“三医”
联动，“医药分开”加速，促进医药
产业结构调整和药品流通行业转
型升级。

“两票制”+“营改增”的推进
要求发票、商品、资金和账目统
一，促使行业整合加速。医保政
策方面，基药目录将向“2017国
家医保目录”看齐，扩大了品种范
围，部分省份为推动分级诊疗，也
已允许基层医疗机构按医保目录
配置品种，这对零售药店影响很
大。同时，各省市调整医保的支
付标准，比如浙江嘉兴从今年4
月1日起，民营医疗机构与零售
药店必须实施药品医保支付价。

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质量总监
王莉介绍，2016年全国零售药店
终端市场增速已经放缓，从粗放
的增长变成精细的增长，药品零
售行业进入结构调整优化升级、
兼并重组步伐加快、行业集中度
和流通效率进一步提升、创新和
服务能力逐步增强的发展阶段。

数据显示，全国零售药店连
锁率快速提升，从 2014年不到
40％提升到现在49.37％，同时连
锁百强的销售额达到 1070亿，

“连锁的集中度提升了，但门店数
量持平，也就是店均服务人数下
降了，‘三医’联动改革对零售来
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对零售行业来说另一个机遇
和挑战来自医药分开。“患者下到

基层医疗之后，社会药房的专业
服务性增强，部分社会药房会成
为基层机构，零售业服务终端会
成为核心领域，社会药房成为最
广、最具操作性的健康平台的入
口。”王莉说，中国将会成为第一
大药品市场，“三医”联动改革最
终会推动医药分开，医保政策快
速流向基层，所以中国药品零售
行业将迎来快速的发展期。

预计到2020年，处方药规模
市场将达到1.65万亿，其中处方
药零售市场总额达到7627万亿，

“一定要加强零售药店职业医师
的配备。”王莉表示，提升专业服
务能力、保持顾客获得药品的及
时性和便利性是零售药店能否快
速发展的关键点。

医药工业零售行业大咖云集
破解发展痛点“干货”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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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药品零售行业的发展当
中，市场从不规范到规范，需要
经历一个突破瓶颈、完善自我的
过程。云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鸿献在《新
医改对药品零售业的深远影响》
主题演讲中指出：“在新医改政
策之下，药店的主动权很小，整
个药品零售行业都面临着机遇
与挑战。”

目前，药品零售行业面临着
四大危机，如何应对处方外流、
医药零差利、基层医疗发展以及
找准医保消费角色定位成了所

有药店经营的难题。据统计，中
国的药品零售市场中零售终端
的服务份额，药店只占 25％以
内，医院占75％，而发达国家的
药店药品消费是75％，医院的药
品消费是25％。中国这样的医
疗环境和医疗市场已形成多年，
当处方外流后，药店如何与药
厂、批发商洽谈博弈？是否具备
处方药的服务技能？近年来，医
药零差利的实行使药店在和医
院的药价比较中失去优势，政府
更多地支持和鼓励基层医疗发
展，也造成了零售药店客流量减

少。除此之外，互联网医疗发
展，网上医保支付带给实体药店
极大的冲击，一直以来药店承担
医保消费角色的演变也成为了
急需破解的危机。

阮鸿献认为，只有深度理解
当前的医疗体制改革，药店才能
在经营当中解决面临的困难和问
题。对于顾客流失率上升的市场
变化，零售行业需要不断地加强
自我学习，提高药品服务内涵与
服务技能，在药店的经营范围之
内，认清国家发展趋势，赢得政府
对药店的信任。

“我国长期存在医疗资源不
足和分布不均的现状，需要其他
力量投入到慢病患者的长期管理
中，这就是我们零售药房做这项
工作的价值。”云南健之佳健康药
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蓝波指
出，零售药房具有网点多、覆盖面
广，与患者联系紧密的优势，也有
专业能力不足的劣势，所以对于
零售药房来说，慢病管理既是挑
战，更是机遇。

据统计，2012年中国已确诊
的慢病患者超过2.6亿人，相当于
5个中国人就有一个患有慢病。
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已
有2亿多6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

通过医保对老年慢病给予支持与
重视，在退休金年年增加，老年人
消费能力增强的今天，慢病管理
的发展空间不断扩大。然而慢病
管理在中国尚未形成体系，政府
对于慢病的管理仍然局限于医疗
机构，药师的合法性尚未确定，药
事管理工作仍然处于空白，上游
企业、零售药店对于慢病管理处
于探索中，社会以及慢病患者对
于慢病管理的认识同样模糊，综
合这些因素来看，慢病管理前景
可期。

在慢病管理这个方面，健之
佳搭建了一个高血压慢病管理体
系，在专业化道路上更进一步。通

过专业医生和药师定期的辅导，帮
助高血压患者深入了解疾病和药
物，定期评估疗效，提醒按时服药，
并追踪生活习性的改变，提升患者
医疗成效及生活品质。蓝波认为，
药师管理的核心内容，第一是咨
询，第二是病患跟踪。搭建慢病管
理系统的优势在于建立了疾病模
板，可以通过系统完成给顾客的基
础服务（如病情分析，生活方式改
良建议，购药提醒短信等），方便检
索顾客信息，开展跟踪服务，有利
于自定义顾客类别，提供有针对性
的服务，最后也是为了信息共享，
以一家慢病中心门店服务多家普
通门店的顾客。

对于新形势下药品零售业的
状态，成都市医药商会会长、四川
德仁堂控股集团总经理邹康禄列
出了四点现状。

首先，药店数量已严重饱
和。全球生活水平与药店数量的
合理比数为3500人/店，但在四
川是 2250 人/店，成都是 1555
人/店，“说明中国的药店数已严
重饱和，四川和成都的门店数已
经过度密集。”其次集中度、管理
经营水平和盈利水平低，“我们现
在连锁化率仅有近50％，大量加
盟连锁其实并没有按照五统一，
七统一运营，实际上是连而不锁，
加盟连锁总部配送率徘徊在

30％左右。”第三是除几家上市企
业信息互联网技术外，整个行业
的新技术运用能力与水平低。第
四是政府监管趋严，“最严谨的标
准，严格的监管，严厉的处罚，最
严肃的问责。”

这种情况下，医药零售行业
成本上升，利润下降，竞争非常激
烈。

“竞争促发展，合作促繁荣，
良性竞争促进行业持续健康成
长。”邹康禄认为，竞争和合作是
药品零售行业生存发展的永恒主
题，四川的企业不要把进入四川
的竞争者看成洪水猛兽，“转变观
念，要以学习合作的心态去看待

竞争者，想办法共同成长。”
同时，想要不在竞争中被淘

汰，就要找到各自差异化的定
位。“从客群、品类、业态、服务上
差异化，形成自己独特的特色，这
就是我们能够生存发展突围的最
重要的东西。”而一味的价格竞
争，是对企业和行业的不负责任。

在合作方面，需要从业者、上
下游各环节、政府共同合力重塑
规范健康有序的药品零售行业，
做好医药分业的承接准备，进一
步促进行业的繁荣，“就像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药品零售企业家俱
乐部主席谢子龙说的，没有繁荣
的行业，就没有卓越的企业。”

“金牌川药”系列评选

获奖名单
(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四川省十大金牌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四川德仁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圣杰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贝尔康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海王星辰健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一心堂医药连锁公司

成都瑞森药业连锁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同善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成都瑞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省十大金牌药店

成都同仁堂

国药控股四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旗舰店

成都华夏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锦江区红星路药店

四川爱民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连锁十六店

成都三元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崇州市崇阳街道三元街药店

四川美迪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广汉汉口路药店

广汉市吉昌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时代广场店

绵阳安康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连锁十五店

四川泰康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武侯区洗面桥药店

遂宁爱心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德胜路旗舰店

四川省十大金牌川药工业企业

成都迪康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德仁堂中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制药制剂有限公司

四川利民中药饮片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神鹤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十大最具合作价值品牌工业企业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李时珍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仁和中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斯利安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江中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鸿翔一心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鸿献：

药店主动权不足 承担医保消费的角色已改变

云南健之佳健康药店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蓝波：

药品零售企业突围 慢病管理是方向

成都市医药商会会长、四川德仁堂控股集团总经理邹康禄：

药品零售行业竞合并存才是发展之道

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质量总监王莉：

药品流通政策变化提升服务能力是关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家夷
实习生 吴振宇摄影 刘陈平

有序营销
重塑医药产品管控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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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川药”系列评选活动颁奖现场。

阮鸿献

蓝波

邹康禄

王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