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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 
 

 

第二十八届全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 

暨 2016 全国药店周 

第 11 届中国制药工业百强年会 

通知 

 

全国各医药工商企业及米内网会员单位： 

2016 年，中国医药“十三五”规划元年，产业政策热点涌动。药品

注册审评制度改革、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

等政策的推进，将倒逼医药工业企业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与

此同时，政府一系列针对医药流通领域的改革举措，将促使产业链走向

扁平与集中。而作为零售终端的连锁药店，在政策和市场双重作用下，

也正在寻觅新突破。在这种产业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医药产业将在研发、

生产、营销、管理等不同维度进行创新。 

2017 年，中国医药创新动能激荡澎湃！ 

2016 年 11 月 15~18 日，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

济研究所指导、医药经济报主办、标点信息（集团）承办的“第 28 届全

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暨 2016 全国药店周第 11 届中国制药工业百强年

会”即将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隆重举行。本届大会主题特定为“创新动

http://www.askci.com/reports/2014/09/26/934235n8h.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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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正澎湃一一中国医药产业活力进程”。真诚欢迎国内外医药工商企业和

关注中国医药经济发展的各界人士积极参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要发布内容 

（一）提升行业标准·聚焦政策导向 

如何把握产业政策风向？本次大会将特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部委的权威官员，为您深入解读中国药审改

革及医改顶层设计的政策风向： 

1、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展 

2、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进展 

3、生产工艺核查工作进展 

4、临床核查工作进展 

5、营改增+医药流通整治+两票制对产业影响 

6、药品集中采购政策改革动向 

7、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向 

8、三明模式解读 

9、连锁药店 GSP 飞检工作进展 

10、分级诊疗新进展 

 

（二）展望市场业态·解析产业增长 

如何把握市场节拍？CFDA 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标点信息(集团)

集结年度研究预测最新成果，精选南方所智库专家报告，独家全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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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产业 2017 年发展趋势。主要内容有： 

11、2017 年中国医药经济预测 

12、国内外新药研发进展 

13、2016 年度互联网医药市场监测报告 

14、2016 年度中国医院药品市场报告及 2017 年预测 

15、2016 年度中国零售药品市场报告及 2017 年预测 

16、2016 年度中国基层药品市场报告及 2017 年预测 

 

（三）强化创新动能·同迈国际化之路 

如何精准定位产品研发策略？如何实现国内产品与国际市场的成功

对接？本次会议，以创新、国际化为关键词，将为中国医药企业提供智

慧分享的平台。 

17、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新药研发 

18、靶向抗肿瘤新药开发与精准治疗 

19、心脑血管疾病精准防治创新药研发的策略与机遇 

20、医药产品的国际开发与市场布局 

21、我国医药企业国际竞争力再造 

22、制剂出口企业发展前景与投资热点 

23、上市公司制剂出口主要模式点评 

 

（四）零售终端工商共融·合力中医药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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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工商合力，共融零售终端发展？如何实现中医药在零售终端的

全方位拓展？本次会议，以融合为产业链纽带，将为中国医药企业提供

携手共进的工商对接平台。 

24、转变期的中国医药连锁百强结构分析 

25、药品互联网政策解读 

26、药店圈融合新路径 

27、资本如何有效推动连锁整合提升 

28、慢病 MTM 模式的药店实践分析 

29、连锁药店顾客管理的模式创新 

30、中医药工商合力的新思维 

31、中医药在连锁药店的大健康多元化拓展思路 

32、中医药在连锁药店的药学服务模式创新 

33、中医药产业生态圈的构建与未来 

 

（五）院士讲台·企业家论坛 

站在院士的高度，如何看待未来产业发展？站在企业家的纬度，如

何把脉企业创新发展？本次会议，从学者、企业家的视角，呈现各具特

色的发展蓝图。 

34、医药发展院士观 

35、医药企业创新动能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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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2016 中国医药经济年度人物”揭晓 

医药经济报集合产经界、媒体、学院派、行业协会、第三方研究机

构的百余位专家评委，汇总网络公开投票结果，重磅推出“2016 中国医

药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并将于本次发布会上隆重揭晓评选结果。 

 

（七）平行活动  

36、医药经济报年度媒体活动： 

       2016 中国医药经济年度人物 

    中国医药创新发展联盟政策首脑会 

     2015 中国制药工业百强 

     品牌中国系列活动 

      ——2015-2016 中国医院市场年度药品品牌展 

      ——2015-2016 中国基层市场年度药品品牌展 

37、21 世纪药店年度媒体活动： 

    2015-2016 年度连锁百强 

    2015-2016 年度连锁药店魅力人物 

    品牌中国系列活动 

     ——2015-2016 中国零售市场年度药品品牌展 

38、米内网年度活动： 

    第二期米内网——中国医药健康成果交易汇（米交汇） 

“有米派”活动：2017 年度米内网新产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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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内论道系列活动 

39、系列电视论坛  

40、产业政策研讨会 

 

二、会议时间 

2016 年 11 月 15 日报到，16～17 日开会，18 日中午 12 点前退房 

 

三、会议地点 

广东•广州 

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广州市白云区白云大道南 1039-1045 号） 

 

四、会议收费 

参会代表 

 

条件 

 

费用 

（元/人） 

不含食宿 11 月 10 日前付款 3000 

非会员代表 

（含住宿） 

原价 5800 

11 月 10 日前付款 5500 

同一企业内部五人及以上参会（免费名额除

外） 
5000 

MENET 会

员 

（含住宿） 

会员价 5000 

11 月 10 日前付款 4700 

同一企业内部五人及以上参会（免费名额除

外） 
4300 

注释：本次会议的住宿安排均为双人间，如需安排单人间需增付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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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会代表可先将参会费用汇至以下帐号，届时可凭汇款单复印件加

盖单位财务章或公章报到。 

开户名：广州标点医药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广发银行广州市东风东路支行  

帐  号：121105516010000818 

 

五、注意事项 

1、请参会代表务必于 11 月 10 日之前详细填好回执，并发回给会务

组，否则无法保证席位。 

2、未尽事宜请登录网站 www.menet.com.cn 查询，或与会议筹备组

联系。 

联系方式：（020）杨海英 37886782；秦继春 37886629；李运英

37886626；张丞德 37886969；凌春燕 37886680；谢小航 37886663  

传    真：（020）37886781  电子信箱：menet@menet.com.cn 

 

 

 

 

全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     广州标点医药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组委会 

                          

 

二○一六年十月八日 

 

附件：第二十八届全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参会代表回执 

 

mailto:menet@mene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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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 28 届全国医药经济信息发布会参会代表回执 

单位名称：                                       （请加盖单位公章） 

地址：                                                   邮编：                        

姓 名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电子邮箱 

      

      

      

      

      

说  明 是否提前付款：□是   □否 

付款方式：□电汇  □转账  □现金    付款金额￥              元 

是否需要单独包房：□是   □否        

本次会议将由会务组安排在白云机场（距会议酒店 27 公里，车程 30 分钟）、广

州南站（距会议酒店车程 28 公里，车程 35 分钟）全天接送。需要接送的代表请详

细阅读填写以下表格。错过接站时间的代表，请自行前往组委会安排酒店报到。 

接站时间：11 月 15 日全天  

需接站人数     人 

接站地点            

交通方式：□飞机 航班号(         ) 

□火车 车  次(         )   

姓名： 出发时间       日      时       分           

手机： 
到达时间       日      时       分      

回程时间       日      时 

姓名： 出发时间       日      时       分           

手机： 
到达时间       日      时       分      

回程时间       日      时 

备注： 

（此回执可复印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