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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015 年药品流通行业统计工作开展较好的单位名单 

 

一、 批发企业与批零兼营企业（686个） 

企业名称 所在省份 

北京德易生物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昌平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同仁堂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世纳康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西单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太和佰仁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恒和康建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人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华康瑞通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国康兄弟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卫泰安医药供应部 北京市 

北京悦康源通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大华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丰瑞龙翔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汇安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海淀海卫药品经营部 北京市 

北京市海森医药进出口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广安医药联合中心 北京市 

北京海淀康玉医药经理部 北京市 

北京康源医药经营部 北京市 

北京鹤鸣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康明济生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金鑫然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金阳利康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亚华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益普四环医药公司 北京市 

北京美康永正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安捷利尔医药销售中心 北京市 

红惠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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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阳先锋（北京）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华润普仁鸿（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双鹤药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怡康弘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凯宏鑫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燃烽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万维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北京市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国药控股北京华鸿有限公司 北京市 

国药控股北京天星普信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易快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市 

华润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上药爱心伟业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康德乐（中国）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华润新龙（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顺义医药药材公司 北京市 

北京金象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同仁堂南三环中路药店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鹤年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兴盛源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恒创佳益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信海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同仁堂参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同仁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同仁堂健康药品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市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安和康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市 

华润国康（北京）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中国中药公司 北京市 

国药健坤（北京）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永安复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天津市岐黄医药批发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宏仁堂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天津市 

国药控股（天津）东方博康医药有限公司 天津市 

国药控股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 

国药控股天津北方医药有限公司 天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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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公司 天津市 

天津天士力医药营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 

天津医药集团太平医药有限公司 天津市 

河北智同医药有限公司 河北省 

河北金仑医药有限公司 河北省 

河北东盛英华医药有限公司 河北省 

国药乐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河北省 

石药集团河北中诚医药有限公司 河北省 

山西亚宝医药经销有限公司 山西省 

山西振东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省 

国药控股山西长治有限公司 山西省 

山西安盛源药业有限公司 山西省 

山西康美徕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省 

山西亨通医药批发有限公司 山西省 

国药集团山西有限公司 山西省 

国药控股山西有限公司 山西省 

内蒙古大金九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丹龙医药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天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国药控股内蒙古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呼伦贝尔市同致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沈阳医药贸易大厦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 

海城市福缘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 

辽宁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辽宁省 

大连金虎药业有限公司 辽宁省 

沈阳会通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省 

华润辽宁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省 

辽宁万隆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省 

大连中大药业有限公司 辽宁省 

辽宁省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 辽宁省 

国药控股大连有限公司 辽宁省 

辽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省 

辽宁北药百草医药有限公司 辽宁省 

国药控股沈阳有限公司 辽宁省 

葫芦岛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 

吉林省博宁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省 

敦化市药品经销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 

吉林省东龙医药物流配送有限公司 吉林省 

上药科园信海医药吉林有限公司 吉林省 

修正药业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吉林省 

华润吉林康乃尔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省 

吉林省三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 

华润吉林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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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同德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吉林省 

长春永新迪瑞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 

吉林省北药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 

国药控股吉林有限公司 吉林省 

东辽县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 

吉林省吉林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 

吉林省天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吉林省 

松原市神光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省 

华润牡丹江天利医药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哈药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 

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医药集团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市 

利丰医药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华宇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置基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华源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医工院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申依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信谊联合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康健进出口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外高桥医药分销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新时代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康恩贝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百路达药业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太安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第一医药崇明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金石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亿安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上药新亚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海吉雅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复星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得一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康德乐（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常富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华仁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市农工商长征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古华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南汇药材医药总公司 上海市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浦东新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罗达医药公司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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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罗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海欣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虹桥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云湖医药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医药嘉定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东虹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沪甬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龙威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闵行区药材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华润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新世纪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余天成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雷允上药品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雷允上南翔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上生生物制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华氏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信谊天一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市 

华润国康(上海)医药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雷允上北区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 

张家港市百禾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京三精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华润苏州天顺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礼来贸易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京市银达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江苏华美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扬州医药集团广宁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苏州恒祥进出口有限公司 江苏省 

江苏柯菲平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通礼安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京华东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华润苏州礼安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无锡东方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 

徐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国药控股无锡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通华氏佳源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京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京市江宁医药总公司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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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控股南通有限公司 江苏省 

江苏省医药公司 江苏省 

江苏恩华和润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盐城百科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 

常熟建发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上药集团常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连云港康缘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 

江苏百瑞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丰县医药总公司 江苏省 

金湖县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洪泽县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 

九州通（常熟）医药工业供销有限公司 江苏省 

上药山禾无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华润昆山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江苏省润天生化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省 

江苏大众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省 

杭州桐君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舟山存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安泰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国药控股金华有限公司 浙江省 

华东医药丽水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鸿汇医药物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瑞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舟山市卫盛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祥合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嘉兴市华源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宁波市鸿海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淳安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浙普泽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台州市健达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台州药材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温州市兴瓯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湖州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海尔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嘉兴市博雅达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宁波市鄞州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华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普洛康裕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中元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华东宁波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永康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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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丽水中新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大生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奉化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医药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黄岩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英特海斯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嘉兴英特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温州新特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永嘉县医药总公司 浙江省 

浙江康盛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宁波宝瑞达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鼎兆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嘉信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福朋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建德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海派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上药凯仑（杭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济世源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珍诚医药在线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余姚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平阳县瓯南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华圣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嘉兴百仁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嘉兴市盛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平湖市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温州时代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国药控股温州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宁波新城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宁波市正源医药医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诸暨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嵊州市医药药材总公司 浙江省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海盐县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温州市英特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 

舟山市普陀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上虞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宁波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临海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临安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桐乡市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东阳市方圆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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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康福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省 

乐清市医药公司 浙江省 

浙江亚迪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国药控股湖州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来益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台州上药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岱山县诚泰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华市太和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东阳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恩泽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萧山万丰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宁波英特药业有限公司（慈溪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温州华东惠仁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国药控股舟山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康宁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国药控股台州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 

国药控股浙江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大德药业集团浙江医药公司 浙江省 

浙江三通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华润衢州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回音必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 浙江省 

合肥市九万里医药有限公司 安徽省 

安徽卓泓健康产业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省 

安徽省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滁州市天成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 

安徽省安天医药有限公司 安徽省 

安徽天禾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 

安徽天星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 

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黄山华氏有限公司 安徽省 

厦门钜翔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 

国药控股泉州有限公司 福建省 

国药控股怀德居医药(厦门)有限公司 福建省 

厦门卫健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建鸿越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 

厦门中鹭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建省福州市惠好药业有限公司 福建省 

国药控股宁德有限公司 福建省 

厦门宏仁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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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控股龙岩有限公司 福建省 

国药控股南平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建东南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建省惠明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建广药洁达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 

片仔癀（漳州）医药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建同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国药控股漳州有限公司 福建省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建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 

国药控股三明有限公司 福建省 

江西南华医药有限公司 江西省 

江西华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 

江西上饶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 

江西汇仁集团医药科研营销有限公司 江西省 

日照医药集团 山东省 

菏泽牡丹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 

山东新华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省 

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 

威海市天福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康惠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 

国药控股山东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滨州圣慷药业有限公司 山东省 

青岛百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国药控股聊城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康诺盛世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 

罗欣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青岛上药国风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聊城利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淄博众生医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省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 

河南省博济光明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 

河南省新华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 

三门峡华为药品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 

世一堂百川医药商贸有限公司 河南省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 

国药控股河南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河南省康信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 

商丘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 河南省 

华润河南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 

河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河南省 

湖北中融达医药有限公司（仙桃）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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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万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孝感市孝南中药材公司 湖北省 

华润湖北金马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省 

武汉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 

华润新龙(恩施)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省 

国药控股黄冈有限公司 湖北省 

恩施自治州恒信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鄂州市吴都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省 

同济堂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省 

华润新龙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省 

国药控股湖北有限公司 湖北省 

湖北天力医药有限公司 湖北省 

宜昌市康鑫医药经销有限公司 湖北省 

人福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湖北省 

南京医药湖北有限公司 湖北省 

武汉东明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北省 

衡阳市同德祥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德海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新汇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众昊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广药恒生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博瑞新特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九芝堂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邵阳九福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 

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天士力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 

安化县医药总公司 湖南省 

邵阳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南方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千金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常德市九芝堂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省 

惠州市卫康中西药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 

华润东莞医药有限公司 广东省 

康泽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广东省 

广西桂玉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梧州百姓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一心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合美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新星参茸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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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华山康健医疗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通海至诚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瑞元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仁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碧凯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华友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德仁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龙联医药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国丹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省医疗器械公司 海南省 

海南亿鑫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保兴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郑康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上海医药集团信谊洋浦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天耀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健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万圣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广安堂健康产业控股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东联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京卫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睿健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锦天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万康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康尼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海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力强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中大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协安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天祥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斯莱福药业（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科进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洋浦慧谷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华旗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新药特药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省 

神威药业(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赛科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中兴元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益康乐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普森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凯健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上药科园信海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思达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全星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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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康虹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正本源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快康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同心浩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回音必药业公司 海南省 

海南泽世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博澳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新通用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世诚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昕泰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东鑫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裕康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同济堂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国康医药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臣邦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腾瑞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香格里拉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鲁海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惠博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洋浦京泰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华元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创优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平康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爱欣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盛南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康宁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西夫华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林恒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新龙南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裕鑫昌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泽田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振誉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鑫瑞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全康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华卫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宜通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康涞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神力宝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尤纳特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大西洋制药厂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海邦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成大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健友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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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健林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振康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康臣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广药晨菲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普立宁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天瑞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优莱特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博生元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光伟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康众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大岛广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飞利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国药控股海南鸿益有限公司 海南省 

国药控股海南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涛生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百运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悦健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华健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泰之和药业有限公司 海南省 

重庆博纳泽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医药科技开发公司 重庆市 

重庆医药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重庆朗诺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市华烨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永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重庆国华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长圣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四环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重庆威普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新力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重庆医药集团科渝药品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天心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 

国药控股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医药自贡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和平泰康资阳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成都禾创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成都市蓉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 

四川宜宾福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凉山州西部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凉山州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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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康盛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江安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泸州本草堂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省 

凉山佳能达医药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成都中新药业自贡有限公司 四川省 

国药集团西南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省 

自贡市医药有限公司 四川省 

四川绵阳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 

四川省绵阳药业集团公司 四川省 

四川南充鹤鸣堂药品经营有限公司 四川省 

达州市天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四川太星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 

四川遂宁市全泰堂药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 

四川知仁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国药四川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 

四川科伦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 

贵州紫凡药品有限公司 贵州省 

扬子江药业集团贵州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腾济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东南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大明医药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毕节） 贵州省 

贵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希尔康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铜仁梵天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 

毕节大众医药有限公司（原贵州圣康堂医药经营有

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省药材公司 贵州省 

贵州光正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和谐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 

六盘水济生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科开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 

黔西南州天地药业贸易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中鑫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弘一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 

贵州泰忆药品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斯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 

贵州康心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科渝奇鼎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 

遵义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 

国药控股安顺有限公司 贵州省 

国药控股贵州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赤水黔北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强生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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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毕节市医药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省医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 

云南腾药药品经营有限公司 云南省 

昆明鑫源堂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大唐汉方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名扬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省开远三发医药经贸公司 云南省 

云南湘鹤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技术开发服务中心 云南省 

昆明圣火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通用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通盛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康济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国药控股云南有限公司 云南省 

昆明贝克诺顿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腾瑞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杰康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昆明积大药品销售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医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科汇医药发展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粤康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昆明三汇通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绿野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药品第三方物流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靖兴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佳能达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联顿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红河州佳宇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康禾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新生命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同丰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嘉德瑞克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东昌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省建水县兴达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普洱腾龙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龙马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省玉溪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 

云南昊邦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云南省 

昆明制药集团医药商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省保山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 

云南博泰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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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雄风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东骏药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 

西藏神威药业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 

西藏天圣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 

西安藻露堂药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陕西华远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 

华润西安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省 

陕西省汉中市药材总公司 陕西省 

陕西怡康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派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省 

甘肃莱美医药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 

兰州强生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 

甘肃普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 

国药控股甘肃有限公司 甘肃省 

兰州西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 

甘肃步天医药有限公司 甘肃省 

甘肃同济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 

青海力升药业有限公司 青海省 

青海省新绿洲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青海省 

宁夏众欣联合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厚德轩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众欣联合康广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瑞弘达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天心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众欣联合德林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德昇泰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金顺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正源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佳禾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益可思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达美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春晓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博世康药业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源沣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众欣联合中信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同心县同康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闽宁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国药控股宁夏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康瑞达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宁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圣瑞禾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开元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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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永宏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永丰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永寿堂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固原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康顺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永欣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盐池县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启元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一药堂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众欣联合方泽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华源耀康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国药集团新疆新特药业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二、 零售企业（162个） 

企业名称 所在省份 

北京京卫元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医保中洋大药房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医保全新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同仁堂崇文门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嘉事堂连锁药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安康百利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宝树堂药品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市济安堂药店 北京市 

北京怡然堂药店 北京市 

北京昌药医药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北京市 

北京永安堂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牡丹苑金象大药房 北京市 

北京王府井医药商店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市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天津)有限公司 天津市 

国药河北乐仁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河北省 

廊坊市一笑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河北省 

张家口市华佗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河北省 

河北圣诺新特药连锁有限公司 河北省 

河北神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河北省 

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 

山西仁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山西省 

内蒙古万民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内蒙古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雷蒙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成大方圆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辽宁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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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 

吉林省中东医药有限公司 吉林省 

吉林省合兴健康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省 

吉林省吉深医药实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 

吉林省益和大药房有限公司 吉林省 

哈尔滨人民同泰医药连锁店 黑龙江省 

上海一德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云湖医药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余天成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养和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医药嘉定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南汇华泰药店连锁总店 上海市 

上海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得一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汇丰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益丰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联华复星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金石大药房有限公司 上海市 

上海雷允上西区药品零售有限公司 上海市 

国药控股国大复美大药房上海连锁有限公司 上海市 

常州人寿天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江苏省 

苏州礼安医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江苏省 

苏州雷允上国药连锁总店有限公司 江苏省 

东阳市爱心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临安市钱王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省 

义乌市三溪堂国药馆有限公司 浙江省 

余姚市宏济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省 

台州方同仁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嘉兴市万寿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嘉兴市华氏兰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宁波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宁波市正源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省 

嵊州市易心堂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省 

德清县老百姓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三九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华东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华东武林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海王星辰健康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萧山西门药店有限公司 浙江省 

桐庐桐君堂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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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益寿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万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信安慈恩堂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华联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华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洪福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温州医药商业集团老香山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湖州华圣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源生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瑞人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新昌县医药药材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药店医药连锁公司 浙江省 

浙江英特怡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震元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海宁市老百姓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省 

海盐县健民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省 

淳安健民药店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湖州百姓缘药品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绍兴华虞大药房有限公司 浙江省 

舟山存德堂医药零售有限公司 浙江省 

诸暨市隆基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华市九德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华市尖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华市老百姓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杭州九洲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浙江天天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省 

安徽丰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安徽省 

北京同仁堂福建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州回春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建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福建省 

福建惠好四海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 

江西开心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江西省 

江西省萍乡市昌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江西省 

江西青春康源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江西省 

江西黄庆仁栈华氏大药房 江西省 

漱玉平民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山东利民大药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 

德州颐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山东省 

日照真诚大药房有限公司 山东省 

菏泽牡丹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山东省 

开封市百氏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河南省 

河南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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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 

郑州仟禧堂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省 

恩施市元昌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湖北同济堂药房有限公司 湖北省 

湖北天和堂医药有限公司（仙桃） 湖北省 

襄阳天济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 

湖北中联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北省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怀化怀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省 

湖南千金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湖南省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 

中山市中智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广东省 

深圳市南北药行连锁有限公司 广东省 

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广西连锁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南宁朝阳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梧州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广西玉林市至真药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桂中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养天和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寿南山医药有限公司 海南省 

海南广安堂药品超市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海南省 

重庆桐君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 

重庆万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重庆市 

重庆鑫斛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重庆市 

四川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省 

四川杏林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四川省蜀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省 

成都九鼎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眉山市眉州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省 

绵阳太极大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省 

四川回春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四川省 

贵州一品药业连锁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一树连锁药业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华氏大药房延安连锁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省医药（集团）和平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贵州省 

贵州芝林大药房零售连锁有限公司 贵州省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 

云南白药大药房有限公司 云南省 

陕西康健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陕西省 

甘肃德生堂大药房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甘肃省 

甘肃河西三州武威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 

宁夏仁安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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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国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德立信老百姓医药有限责任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普济大药房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百年益康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石嘴山市博康医药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银川美合泰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吉县康复平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宁夏回族自治区 

 

三、 行业协会（19 个） 

北京医药行业协会 

天津市医药商业协会 

河北省医药行业协会 

辽宁省医药商业协会 

吉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 

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 

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 

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 

安徽省医药商业协会 

福建省医药行业协会 

山东省医药行业协会 

河南省药品流通发展促进会 

海南省医药行业协会 

重庆医药行业协会 

四川省医药商业协会 

贵州医药商业协会 

云南省药品流通行业协会 

西藏自治区医药流通协会 

宁夏医药行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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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23 个） 

北京市 

河北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海南省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甘肃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