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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用很长篇幅阐述了
“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这一事关千万百姓身心健康的问题。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
对医疗健康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医疗健康的品质直接影响到国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到 2020 年后，
我国人口逐渐走向老龄化，
对高质量的医疗卫
生要求更加迫切。一直致力于我国医疗健康产业和服务发展的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华源医药”
），
经过数十年的改革探索，
不仅在创新
发展中建立起现代医药流通营销体系，
而且在医疗健康、
医药和器材研制生产上做出了可喜的业绩，
他们的很多经验、
做法值得业界参考、
借鉴。

华源医药：成就自我造福大众健康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吴明 张骅

延伸发展，问鼎
“千亿健
康产业集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当前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作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表述，指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3 月 6 日，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王军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全社会的发展
主要是为了满足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人民过上美好
生活，
其中医疗健康水平的提高是重要指标之一。
”

坚定改革，成就了自我，发展了经济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现代化医药企业，
位于安徽省太和县。公
司前身为太和县医药公司，成立于 1953
年。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企业负债上千
万元，濒临破产倒闭。1991 年后，在新一
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
逐步走上一条以整
顿求生存、
以规范促发展的逆转之路。
目前，
公司在全国各地拥有 120 多个
子公司、上万名职工。建有现代化仓库
40 余万平方米，药品日常库存量价值 30
亿元，4000 多医药厂家的 6 万多个品规
的药品在公司集散，
形成了
“买全国，
卖全
国”的经营格局，销售行情被誉为全国医
药商业的“晴雨表”。公司销售额连续三
年超 300 亿元，2018 年销售额 340 亿元，

上缴税金 8.1 亿元，位居中国医药商业企
业第 10 位、
安徽医药商业企业第一位，
安
徽企业（综合）百强第 24 位，阜阳市百强
企业第一位。先后荣获
“中国重点商业流
通服务企业”、
“改革开放 30 周年卓越贡
献企业”、
“中国百佳创新示范企业”、
“国
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
、国家示范物流园
区”
等荣誉称号。
公司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太和县金融、
通讯、运输、宾馆、餐饮、房产等众多产业
的繁荣，数万人员从事医药及相关产业，
维护了社会稳定，
拉动了地方经济。近几
年，公司积极回报社会，在慈善公益事业
的投入累计 5000 多万元。
2011 年 4 月 8 日，习近平同志视察了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军

安徽华源医药，
对华源医药的发展及对地
方经济的带动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
度评价。
经过长时间的改革发展，
华源医药以
规范救市、质量立市、诚信兴市、服务活
市，2000 多台电脑联网管理，严把药品购
进关、
入库验收关、
储存养护关、
出库复核
关、对外销售关等五个关口，构筑了严密
的质量防火墙，保证了药品的质量，保障
了人民群众的用药安全。
王军认为，
华源医药商业部分能够一
直走在同行业前列，
关键一点就是改革创
新，
科学管理。始终把质量和服务放在首
位，
在让百姓用上安全药品的前提下谋求
发展。

不断创新，工商并举，多平台发展

安徽华源医药下属仁济制药厂区
近年来，华源医药实施“工商并举、
两轮驱动”战略，依托商业优势，大力发
展医药工业，下属上海华源安徽仁济制
药、宁夏沙赛制药、安徽锦辉制药、安徽
广生药业等四家制药企业拥有大容量注
射剂、冻干粉针剂、固体制剂、片剂、颗粒
剂、丸剂等 200 多个品种，近 300 种规格，
产品质量可靠，
畅销全国。
华源医药还大力发展平台经济，重
点打造了物流、会展、电子商务、保健品

销售、医疗器械等多个平台。
物流平台。公司先后投入 13 亿多
元，建设了占地 700 多亩的华源医药物
流园，整合了 100 多家物流资源，成立了
华 源 物 流 公 司 ，拥 有 2000 多 台 货 运 车
辆，已成为以药品运输为主、其它商品流
通为补充，立足苏鲁豫皖、网络覆盖全国
的现代化物流平台。华源物流先后被评
为国家“AAAA 级物流企业”、
“安徽省五
星级物流企业”。华源医药物流园先后

获批省级服务业集聚区、省级示范物流
园区、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
会展平台。从 2008 年开始，公司在
太和县连续举办了 11 届华药会，每届大
会均有 2000 多个厂家布展，展区人流量
均在 10 万人次以上，提升了地方和企业
的品牌形象，聚集了商贸人气，拉动了消
费。目前正在筹办 2019 年华药会。华
药会已成为国内医药界的一大品牌盛
会。
电子商务平台。华源医药网站拥有
上万名会员，日点击量百万次，已成为国
内较大的医药门户网站和信息平台之
一。公司网络营销中心推出了“创业者
模式”，致力打造网上交易平台。目前
“创业者模式”已覆盖全国 1700 多个县
区，网上年销售额超过 10 亿元，被商务
部评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保健品、中药饮片、医疗器械平台。
华源物流园内建有 1.8 万平方米的保健
品展销大厅，吸纳了 200 多家保健品经
营企业入驻，保健品年销售额在 30 亿元
以上，已成为全国较大的保健品市场之
一。公司还搭建了中药饮片、医疗器械
等平台，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份研究材料表明，从 2007 年到 2017 年，
我 国 65 岁 以 上 人 口 比 例 从 8.10% 上 升 到
11.40%，老龄化比例高于世界总体水平。预计未
来 20 年，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将突破 20%。随着
中国老龄人口的增加，对于医药产业的需求明显
增加。过去 20 年，国内慢性病的发病率逐步提
高。老龄化程度和慢性病发病率的提高也使得
养老产业、健康管理产业需求迅速增长。
王军说，从 2010 年到 2016 年全国卫生总费
用从 20000 亿元上升到 45500 亿元，年复合增长
率为 12%。同时人均 GDP 从 2010 年的 30876
万元/人上升到 2017 年的 59660 万元/人，复合增
速约为 11%。可以看出，国内卫生费用的增速明
显高于国内 GDP 增速，体现出国内医疗整体需
求正在快速提升。
同时，随着国内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
从 2012 年到 2017 年，
中国居民人均收入从 21986
元上升到 33834 元，同比增长 7.2%。国内人均卫
生总费用从 2010 年的 1490 元上升到 2016 年的
3352 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4.47%。国民个人医
疗卫生需求正在快速提升，收入水平的增高为人
们寻求更好的医疗服务奠定了经济基础。
“而我国医院的发展，尤其是县级以下医疗
水平严重不足，与老百姓的要求差距太大。”王军
说，医药健康产业是朝阳产业，大有可为。为加
快对外拓展步伐，华源医药先后在全国各地控股
了 120 多家商业公司。发展医疗健康产业，控股
了金寨县中医医院、安徽华源临泉中心医院。
今后一段时期，公司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一步做大商业规模，做强工业板块，
做活平台经济，做好健康产业，逐步形成以医药
商业、医药工业、医疗健康产业等三大板块为核
心，物流、电子商务、会展、保健品销售多个平台
为支撑的医药产业链，早日打造成“千亿健康产
业集团”，为百姓健康事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做出
积极的贡献。
编后：对医疗机构来说，中国医改目前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医疗机构的公
益性和盈利性不分、医药不分、管办不分。
卫生资源总体不足，当前的医疗资源总体
供给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不成
正比，这是医疗体制、医患关系中存在的根
本矛盾。
人民群众对医院的意见集中体现在看
病难、看病贵、服务质量低、药价虚高等方
面，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现代社会
竞争日益加剧，人们生活压力增大，人们对
生活质量、生存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
变化客观上导致人们医疗需求的增加，使
得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多样性与现有医疗
条件的单一性之间的矛盾逐步显现深化。
面对如此复杂的医疗机构局面，给华
源医药参与地方医疗机构改革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如果通过华源医药的参与不仅将
虚高的药价降下来，而且由于体制、机制上
的变革，有望使得医疗质量进一步提高，同
时，华源医药强大的药品流通体量和严密
的管理体系也会使药品质量从源头得到保
障。这样的举措是几方多赢的大好事，期
待着华源医药再次获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