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方药网售将迈出解禁第一步

医药电商发展政策拐点临近

本报记者 戴小河

沉寂已久的网络销售处方药终于又有了新说法。 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9月7日在回应如何看待医药电商跨界融合时表示，商务部将积极配合国务院医改办、国家卫计委等部门，促进医药、医疗和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企业的共享。 在业内看来，打通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企业的共享渠道，将是网售处方药迈出的关键一步。

2015年以来，医药领域刮起电商旋风，买药送药的叮当、快方30分钟送达……各式医药电商纷纷登场，正在改变医药流通生态。 事实上，《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2014年5月底公开征求意见，不但点燃了传统医药电商的热情，也点燃了传统医药工业企业的热情，更点燃了投资大佬们的热情。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如果网售处方药放开，市场规模达1万亿元的处方药将至少有30%会转到电商渠道，达到3000亿元的体量。 一时之间，不但VC们狂抢医药电商项目，就连传统的工业制药企业也不惜投掷巨资布局医药电商……

将迈出解禁第一步

沈丹阳表示，医药电商的跨界融合与发展，将是药品零售行业未来服务模式转型的关键，商务部将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订医药电商发展的相关政策、机制和标准，促进医药、医疗和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企业的共享，推动医药电商加快跨界融合与发展。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2015年上半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分析及发展趋势预测》也显示，医药电商的营业收入增速基本都超过50%，首次超过传统业务的增速。

在药品市场上，处方药占据八成市场份额，非处方药仅有两成。 前者的市场规模在1万亿元左右，可以预见，一旦处方药的网络销售开闸，电商每年可分享约3000亿市场。

拟定中的规范处方药网络销售的规章有两部，《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是其一。 这部法规被业界视为医药电商大跨步前进的号角，处方药将真正成为医药电商经营的核心品类，医药电商的玩法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公布的征求意见稿，若该办法落地，之前的种种管制政策均将被废除。 不仅处方药网售解禁，销售主体资质也将由审批改为备案，今后若想在互联网卖药，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对于药企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利好，因为在传统销售模式之外又有了一条新的销售渠道，而且更有前途。 当然，这也会催生线下药店的重新洗牌，未来产品价格优势可能会更多地掌握在生产企业的手中。

可售清单是其二。 《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只是规定了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者应具备的资质、监管原则、法律责任，是一部框架性、方向性的法规。 与其配套的可售清单，是业界最为关心的重点。 前者一声令下可以开卖，但究竟哪些药品能卖，还得后者说了算。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销售范围将以正面清单的方式确立，即监管机构将制定一份允许销售的处方药目录。 该清单目录现在处于商讨阶段，定稿尚需时日。

一切看似水到渠成，实际并非这般顺利，医药电商的发展还面临至少两大障碍。

首先是用药的安全性。 网络购药的一大烦恼或许不在于买到假药，而是买错了药。 买回来的药如何针对自身病情服用也是难题，即便是天天吃药的慢性疾病，可能剂量上也不尽相同。 再说，医院是处方外流的最大阻力，如何跨过医生拿到处方到网上买药，也是难题所在。

其次是医保支付问题。 医药电商目前面临的一大障碍是不能刷医保卡，这也是医药电商黏不住顾客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者是数量庞大且药品消费频次最高的中老年人群，他们没有网购的消费习惯。

多种模式深耕细作

目前医药电商的主要模式有B2B、B2C和O2O。

B2B分两种：一是以政府集中采购为主导的B2B模式，即“公开招标、统一配送、统一结算”的集中采购模式。 二是第三方医药电商交易服务平台，如九州通医药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和海虹医药电子商务网等，目前占得比重相对较小。

北京宝来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栋介绍，现在竞争最激烈，也是药企涉猎最多的是B2C模式。 B2C模式也分两种：一是第三方电商以中立身份为买卖双方提供虚拟交易平台服务的平台式B2C；二是医药连锁企业自建官网实现与消费者之间电子交易的自营式B2C。 前者以阿里巴巴、京东商城、天猫医药馆、1号店等传统综合B2C电商大佬为主，后者主体是包括九州通、一心堂在内拥有实体线下药店的药品流通企业。

药品流通企业具有渠道、品牌、规模等优势，上下游资源丰富，特别是具顾客下沉等便利，B2C业务是其互联网+药品流通的本能应用。 南京医药在今年初宣称将嫁接已有B2C资质，在主要区域探索并实施触网经营，凭借零售门店优势创新性地开展社区健康服务项目。

到于药品制造企业，一方面在建设自己的官方B2C平台，另一方面也未放弃在第三方平台的拓展，虽然二者间因企业战略定位的不同有所倚重，但“两手抓”基本已成行业共识。 如健一网、七乐康开始布局官网；百洋健康网、金象网则分别通过品类分拆、托管的方式竞逐平台，官网与平台之争逐渐进入一种融合的状态。

O2O是近年提及率很高的词汇。 这一概念最初是线上互联网企业为了提供更多的用户体验而提出的“线下化” ，而现在很多线下企业通过发展线上生意，并与线下渠道对接，成为O2O模式的主力军。 O2O不是简单的线上线下的叠加，而是线上线下的融合，其核心是产生更持久、更具专业度和体验感的用户体验。

国内O2O模式大致可分为六种，分别是团购模式、优惠券模式、微信模式、移动支付模式、双线零售模式和万达电商模式。 刘栋说，医药电商无论怎么玩，基本跳不出这六种模式。 目前，有很多第三方都在建设自己的O2O平台，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以物流为核心直接整合药店资源的送药平台、叮当快药、快方等，这些平台更着力于物流配送服务和线下资源的整合。

“未来医药电商O2O运营的最佳模式是与B2C结合。 对于自身网上药店已经具备一定营销基础的药品零售企业来讲，应当将经营重心尽量平衡，在保持网上药店既有优势的基础上，寻求线上与线下渠道的相互融合途径。 ”刘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通过网上药店带动实体门店的销售是当务之急。 而对于网上药店运营基础较为薄弱的药品零售企业来讲，目前经营的重心仍当放置于实体门店，保证生存的基础，将网上药店作为辅助手段激发实体药店的潜力。 同时，通过实体药店的“交易中心”及“体验中心”的职能，改善网上药店最后一公里的体验，从而促进网上药店成长。

核心是提供增值服务

医药产业的发展历来是以政策为导向的。 医药攸关性命，为确保用药安全，我国政府对药品的网络交易实行严格的监管。

在医药电商领域，目前仅有两部法规进行规范，分别是2004年发布的《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2005年发布的《互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迄今无任何调整和修改。 这两部法规在规范药品网络交易的同时，也限制了医药电商的发展。

彼时的2005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支持电商发展，我国的电子商务迎来发展契机。 现在，电商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光一个淘宝年交易额就达到了1.4万亿元。

相对而言，医药电商的发展不温不火，甚至有点裹足不前。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我国医药电商规模年均增速达到250.35%，2013年线上医药市场规模为45亿元，三年间网上药店规模从35家增长到132家。 在刘栋看来，这一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和36万家零售药店的底数相比，和医药流通领域1.3万亿元的总规模相较，这些增长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进一步剥开这些数据，那些貌似销售业绩不错的网上药店，多是销售保健品、计生用品、隐形眼镜、家用医疗器械等，药品并非主力军。 而整个医药电商行业的生存现状更是不容乐观。 中国药店医药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医药B2C行业平均毛利率为19.3%，费用率为20.6%，平均利润率为-1.3%。

在业内布局飞快的叮当快药，目前已在20个城市签约500家个体药店，日均交易额100万元左右。 不过，其首席市场官姚婷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亦表示，目前公司还处于烧钱铺市场阶段。

刘栋认为，医药电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能像普通电商一样只靠价格便宜、配送便捷等特点吸引用户，且医药电商更不能生搬硬套普通电商的销售思路，也就是“流量-转化率-销售额” 。 因为医药电商的核心不是用户（患者），而是精准导购（医生），必须为用户提供药学服务及相关的增值服务。

何谓相关的增值服务？ 中国药品零售研究中心任光会表示：“做医药电商不仅仅是销售药品，更重要是为用户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 用户之所以选择你而不是其他的医院或药店，是因为你提供的服务。 很多药品的销售离不开医疗的配套服务，医药电商要打开思路，思考如何从医疗行业的特点切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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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药品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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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药的网售将迈出解禁的第一

步，假以时日，电商将重构药品供应链。

药品供应链是指从供应源到需求

源的流通过程，涉及原料供应商、医药

品生产商、医药品批发商、医院及医药

品零售商、医药物流商和消费者等。 与

普通供应链不同，医药供应链是一个比

较特殊的供应链，传统模式下有多个利

益环节。

一颗药从制药企业出发， 将通过自

营的销售公司流向一级代理商， 再通过

二三级代理商进入医院。 患者交完费用

后，医院将回款打给代理商，再由代理商

返给制药企业。

一颗药从出厂到患者手里， 得历

经许多个关卡。 这也导致了一个众所

周知的结果：药品价格居高不下，药企

利润却一再降低。 有人说，中国的医药

招标政策决定了我国医药供应链存在

的问题，如供应链过长、流通环节成本

过高、市场集约化程度低、信息化水平

落后等。

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对传统供应链

中流通环节的改变， 是巨大且有目共睹

的。可以说，医药电商的发展将为医药供

应链带来巨变。

首先是流通环节的减少，由此带来

的就是利益分配的减少，从而给企业带

来更多的利益和更加灵活的利益分配

方式。

北京宝来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栋认为， 医药电商的发展对传统医药

供应链的最大改变莫过于大幅缩短了中

间环节， 用电子信息平台替代了传统供

应链中复杂的分级销售网络， 显著降低

了供应链管理的难度。

其次， 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大数据的

分析力量， 可以对市场上下游的供需信

息及时收集与分析， 建立供应链的信息

共享管理系统， 提高供应链上各企业信

息交换的效率，降低企业间交易成本，降

低委托代理双方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

性，从本质上解决医药供应链的“牛鞭

效应” 。

比如像现在的叮当、快方，通过整

合线下药店资源的方式打通物流环节，

基本实现了新链条的末端环节的准备。

未来无论是第三方B2C药品销售平台，

还是企业的官网直销平台，考虑与这些

末端资源的合作，是最快、最完善的一

种方式。

《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

法》即将公布，处方药网上销售是一个

必然。 业内预计，《办法》将放宽B2B第

三方交易平台、 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批

发企业开展网上药品购销活动的权限，

B2C牌照也将不再审批，改为备案制，这

些都将对医药电商产生一定影响。 另一

具重大影响力的政策是允许委托第三方

物流配送， 比如顺丰、EMS已经取得了

GSP资质， 这些都将带动传统商业链的

重新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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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已久的网络销售处方药终于又有了新说法。 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9月7日在回应如何看待医药电商跨界融合时表示，商务部将积极配合国

务院医改办、国家卫计委等部门，促进医药、医疗和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企业的共享。在业内看来，打通处方信息与药品零售企业的共享渠道，将是网

售处方药迈出的关键一步。

2015年以来，医药领域刮起电商旋风，买药送药的叮当、快方30分钟送达……各式医药电商纷纷登场，正在改变医药流通生态。 事实上，

《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2014年5月底公开征求意见，不但点燃了传统医药电商的热情，也点燃了传统

医药工业企业的热情，更点燃了投资大佬们的热情。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如果网售处方药放开，市场规模达1万亿元的处方药将

至少有30%会转到电商渠道，达到3000亿元的体量。 一时之间，不但VC们狂抢医药电商项目，就连传统的工业制药企业

也不惜投掷巨资布局医药电商……

将迈出解禁第一步

沈丹阳表示，医药电商的跨界融合与发展，将是药品零售行

业未来服务模式转型的关键，商务部将配合有关部门，研究制订

医药电商发展的相关政策、机制和标准，促进医药、医疗和处方信

息与药品零售企业的共享，推动医药电商加快跨界融合与发展。

商务部近日发布的 《2015年上半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分析

及发展趋势预测》 显示， 医药电商的营业收入增速基本都超过

50%，首次超过传统业务的增速。

在药品市场上，处方药占据八成市场份额，非处方药仅有两

成。 前者的市场规模在1万亿元左右，可以预见，一旦处方药的网

络销售开闸，电商每年可分享约3000亿市场。

拟定中的规范处方药网络销售的规章有两部，《互联网食品

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是其一。 这部法规被业界视为医药电商

大跨步前进的号角， 处方药将真正成为医药电商经营的核心品

类，医药电商的玩法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公布的征求

意见稿，若该办法落地，之前的种种管制政策均将被废除。 不仅处

方药网售解禁，销售主体资质也将由审批改为备案，今后若想在

互联网卖药，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对于药企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利

好，因为在传统销售模式之外又有了一条新的销售渠道，而且更

有前途。 当然，这也会催生线下药店的重新洗牌，未来产品价格优

势可能会更多地掌握在生产企业的手中。

可售清单是其二。 《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只

是规定了互联网食品药品经营者应具备的资质、监管原则、法律

责任，是一部框架性、方向性的法规。 与其配套的可售清单，是业

界最为关心的重点。 前者一声令下可以开卖，但究竟哪些药品能

卖，还得后者说了算。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销售范围将以正面清

单的方式确立， 即监管机构将制定一份允许销售的处方药目录。

该清单目录现在处于商讨阶段，定稿尚需时日。

一切看似水到渠成，实际并非这般顺利，医药电商的发展还

面临至少两大障碍。

首先是用药的安全性。 网络购药的一大烦恼或许不在于买到

假药，而是买错了药。 买回来的药如何针对自身病情服用也是难

题，即便是天天吃药的慢性疾病，可能剂量上也不尽相同。 再说，

医院是处方外流的最大阻力， 如何跨过医生拿到处方到网上买

药，也是难题所在。

其次是医保支付问题。 医药电商目前面临的一大障碍是不能

刷医保卡，这也是医药电商黏不住顾客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者是

数量庞大且药品消费频次最高的中老年人群，他们没有网购的消

费习惯。

多种模式深耕细作

目前医药电商的主要模式有B2B、B2C和O2O。

B2B分两种：一是以政府集中采购为主导的B2B模式，即“公

开招标、统一配送、统一结算”的集中采购模式。 二是第三方医药

电商交易服务平台，如九州通医药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和海虹医药

电子商务网等，目前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北京宝来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栋介绍，现在竞争最激

烈，也是药企涉猎最多的是B2C模式。 B2C模式也分两种：一是第

三方电商以中立身份为买卖双方提供虚拟交易平台服务的平台

式B2C；二是医药连锁企业自建官网实现与消费者之间电子交易

的自营式B2C。 前者以阿里巴巴、京东商城、天猫医药馆、1号店等

传统综合B2C电商大佬为主，后者主体是包括九州通、一心堂在

内拥有实体线下药店的药品流通企业。

药品流通企业具有渠道、品牌、规模等优势，上下游资源丰

富，特别是具顾客下沉等便利，B2C业务是其互联网+药品流通的

本能应用。 南京医药在今年初宣称将嫁接已有B2C资质，在主要

区域探索并实施触网经营，凭借零售门店优势创新性地开展社区

健康服务项目。

至于药品制造企业， 一方面在建设自己的官方B2C平台，另

一方面也未放弃在第三方平台的拓展， 虽然二者间因企业战略

定位的不同有所倚重，但“两手抓” 基本已成行业共识。 如健一

网、七乐康开始布局官网；百洋健康网、金象网则分别通过品类

分拆、托管的方式竞逐平台，官网与平台之争逐渐进入一种融合

的状态。

O2O是近年提及率很高的词汇。这一概念最初是线上互联网

企业为了提供更多的用户体验而提出的“线下化” ，而现在很多

线下企业通过发展线上生意，并与线下渠道对接，成为O2O模式

的主力军。 O2O不是简单的线上线下的叠加，而是线上线下的融

合，其核心是产生更持久、更具专业度和体验感的用户体验。

国内O2O模式大致可分为六种，分别是团购模式、优惠券模

式、微信模式、移动支付模式、双线零售模式和万达电商模式。 刘

栋说，医药电商无论怎么玩，基本跳不出这六种模式。 目前，有很

多第三方都在建设自己的O2O平台，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以物流

为核心直接整合药店资源的送药平台、叮当快药、快方等，这些平

台更着力于物流配送服务和线下资源的整合。

“未来医药电商O2O运营的最佳模式是与B2C结合。 对于自

身网上药店已经具备一定营销基础的药品零售企业来讲，应当将

经营重心尽量平衡，在保持网上药店既有优势的基础上，寻求线

上与线下渠道的相互融合途径。 ” 刘栋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通

过网上药店带动实体门店的销售是当务之急。而对于网上药店运

营基础较为薄弱的药品零售企业来讲，目前经营的重心仍当放置

于实体门店，保证生存的基础，将网上药店作为辅助手段激发实

体药店的潜力。 同时，通过实体药店的“交易中心” 及“体验中

心” 的职能，改善网上药店最后一公里的体验，从而促进网上药

店成长。

核心是提供增值服务

医药产业的发展历来是以政策为导向的。 医药攸关性命，为确

保用药安全，我国政府对药品的网络交易实行严格的监管。

在医药电商领域，目前仅有两部法规进行规范，分别是2004

年发布的《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2005年发布的《互

联网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迄今无任何调整和修改。 这两

部法规在规范药品网络交易的同时，也限制了医药电商的发展。

彼时的2005年1月8日，国务院颁布《加快电子商务发展的若

干意见》，明确支持电商发展，我国的电子商务迎来发展契机。 现

在，电商的世界早已今非昔比，光一个淘宝年交易额就达到了1.4

万亿元。

相对而言，医药电商的发展不温不火，甚至有点裹足不前。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 我国医

药电商规模年均增速达到250.35%，2013年线上医药市场规模

为45亿元，三年间网上药店规模从35家增长到132家。 在刘栋看

来，这一增长速度虽然很快，但和36万家零售药店的底数相比，

和医药流通领域1.3万亿元的总规模相较，这些增长数字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

如果进一步剥开这些数据，那些貌似销售业绩不错的网上药

店，多是销售保健品、计生用品、隐形眼镜、家用医疗器械等，药品

并非主力军。 而整个医药电商行业的生存现状更是不容乐观。 中

国药店医药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医药B2C行业

平均毛利率为19.3%，费用率为20.6%，平均利润率为-1.3%。

在业内布局飞快的叮当快药， 目前已在20个城市签约500家

个体药店，日均交易额100万元左右。 不过，其首席市场官姚婷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亦表示，目前公司还处于烧钱铺市场

阶段。

刘栋认为，医药电商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不能像普通电商一样

只靠价格便宜、配送便捷等特点吸引用户，且医药电商更不能生

搬硬套普通电商的销售思路，也就是“流量-转化率-销售额” 。

因为医药电商的核心不是用户（患者），而是精准导购（医生），

必须为用户提供药学服务及相关的增值服务。

何谓相关的增值服务？ 中国药品零售研究中心任光会表示：

“做医药电商不仅仅是销售药品， 更重要是为用户提供所需的医

疗服务。 用户之所以选择你而不是其他的医院或药店，是因为你

提供的服务。 很多药品的销售离不开医疗的配套服务，医药电商

要打开思路，思考如何从医疗行业的特点切入。 ”

奔跑的叮当快药

□

本报记者 戴小河

当你不小心风寒感冒，咳嗽、流鼻涕、全身乏力，更悲

催的是此时恰逢深夜，周遭药店都已关门，咋办？这时，如

果你拿起手机打开“叮当快药”的APP，点开菜单定位你

所在的位置，输入你需要的感冒解毒颗粒，再来一袋板蓝

根，提交订单，28分钟内，就会有快递小哥送药上门。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并非段子。它描述的是医药流通

领域正在“萌芽”的变革，也是一个传统药企切入互联网

的转型突破口。“叮当快药”是款购药APP，上线于2015

年2月6日。 其全称为叮当快药（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4年下半年。

史上最快送药O2O

叮当快药在医药电商药品配送O2O领域并非起得

最早，但现在看来却是跑得较快的。

药品配送O2O，唯快不破。 这桩生意的卖点在于快

速配送的功力上，不少先驱为此感到力不从心。最早有药

急送基于微信平台推出30分钟快速送药业务，随后有快

方送药、送药360、药给力、搜药送、叮当快药、平安好医

生和药去哪等O2O应用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挨挨挤挤冒

出。 其中，快方送药、送药360等自建物流团队，与线下药

店合作，统一培训送药人员，主打“1小时送药”服务。

在大部分同行推出“1小时送达” 后，叮当快药将时

间砍了一半。 为了确保28分钟送达， 叮当快药开发了

“电子围栏” 技术，对线下合作药店进行地面网络规划，

根据城市地形、交通路况等因素，确定每家药店覆盖的

区域大小， 确保围栏里的每个点都在28分钟的路程覆

盖范围之内。

在合作药店的选择上也有讲究，叮当快药所瞄准的，

是那些散落在街头巷尾的个体药店。 “叮当快药已接入

全国20座城市500家药店，提供中西药品、中药饮片、营

养保健、成人用品、医疗器械及个人护理六大类上万种医

药用品，基本涵盖了家庭常备和急需用药的各种品类，满

足用户的日常用药需求，保障用户享受28分钟的送药体

验。 ” 叮当快药首席运营官俞雷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今

年年底，叮当快药将覆盖全国一二线城市，上亿用户，让

更多用户免费体验到快速的服务。

“比如一些势力单薄的个体药店， 门店可以覆盖周

边500米范围内的人群，每天的销售额在2000元左右。 ”

俞雷介绍，个体药店签约合作后，覆盖领域可以延伸至方

圆4公里，线上日均销售已经超过线下，相当于开拓展覆

盖面，增加销售渠道。 背靠仁和集团的资源，叮当快药正

跑马圈地。仁和集团有1.8万名销售员工和32万家直供药

店，深入到市、县、乡镇，掌握庞大的终端药店资源。

线下攻城略地之余， 叮当快药还在线上与同行合纵

连横。 7月11日， 叮当快药与医患交流平台春雨医生合

作，探索构建医疗O2O产业闭环。 叮当快药为春雨医生

的用户提供用药方案， 春雨医生为叮当快药接入在线问

诊服务，完善整个就医用药链条。

为了获取流量和增强用户黏性， 叮当快药选择借力

用力之道，先后与美团外卖、百度外卖、大众点评展合作，

这些拥有大量活跃用户的APP巨头， 为叮当快药开辟

“买药”入口。

这支队伍不好带。散落在五湖四海的药店，如何保障

服务质量的统一？ 俞雷介绍，除了业务培训，公司后台还

对每个客单进行跟踪， 统计送货时间， 并派出谍报人员

“潜伏” ，伪装成顾客考察线下药店的服务态度，严格把

控送药流程中各个环节的服务， 对合作药店的考核也有

着其相当严苛的办法。

一切看似一帆风顺，不过最核心问题还没解决，如何

赚钱？按照俞雷的设想，叮当快药暂不考虑与药店利益分

成，而是通过日积月累的销售大数据，来指导仁和集团的

工业生产和商业配送，做更多适销对路的产品。

传统药企转型突破口

叮当快药只是仁和集团下的一步棋， 亦是其转型抉

择的一个突破口。

作为国内OTC龙头企业的仁和集团，拥有上市公司

仁和药业、3家医药科研机构、5家销售物流企业， 妇炎

洁、优卡丹、可立克、闪亮滴眼液、清火胶囊等五大驰名品

牌，13家药品、 保健品生产企业，1.8万销售员工，32万家

直供药店及医疗机构。

按照集团董事长杨文龙的想法， 这盘棋的完满结局

是构筑医疗+医药的产业链， 形成 “叮当大健康生态

圈” 。 这条产业链的缩写叫M2F+B2B+O2O，内含和力

物联、叮当医药、叮当快药、叮当云健康等产品。

其中，和力物联网是M2F的载体，叮当医药是B2B

的载体，叮当快药、叮当云健康是O2O的载体。 和力物联

网由200多家医药工业企业合创， 集采原材料、 包装材

料、生产设备等，降低原料价格。

叮当医药为医药生产商、 经销商和医药终端零售商

提供集信息流、商流、资金流和物流于一体的电子商务平

台。现阶段已在北京、广东、江西、浙江等地建立医药商业

网络，为终端零售商提供覆盖全国的12小时配送。

叮当云健康通过研发销售智能健康一体机、 智能优

卡丹、智能血压计、血糖仪及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获

得用户大健康数据，还提供加号、陪诊、挂号等医疗服务，

以期为用户提供个人健康管理。

叮当快药的尝试，诸多医药同行也跃跃欲试。九安医

疗以智能血糖仪、血压计为突破口，欲通过可穿戴设备与

医院联手进行慢病管理， 最终利用个人健康大数据实现

对用户的健康管理；生产“莲花清瘟胶囊”的以岭药业开

辟以岭健康城，想在医药电商领域有所作为；九州通曾打

算和腾讯合作，复制“嘀嘀打车” 的模式，开发一项联合

千万家药店的送药上门服务； 康美药业从中药材种植到

药品配送到托管医院药房，如此完整的产业链还不过瘾，

又开始琢磨着和互联网沾边，搞起网络医院。

医药公司挺进互联网领域，有如百舸争流之势，最终

谁能笑傲江湖，有赖时间和资本实力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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