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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随着医药分开、一致性评价、带量采购、疾病诊断相关分组
(DRGs) 等政策逐步落地，
“处方外流”进一步提速。新冠肺
炎疫情爆发后，门诊停诊，住院病人量下降，又助推了处方
药销售的院外迁移。新形势下，零售渠道对制药企业的战略
意义越来越高；与此同时，随着B2C、O2O、互联网医院等新
模式的出现，线上零售发展迅猛，对企业零售战略提出了更
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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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医药零售市场现状和挑战

2015-2019年，中国药品零售市场（线下+线上）保持约 8.0%的CAGR，超过整体药品市场的
CAGR 6.1%。1 主要驱动因素包括零售药品可及性提高、客单量增长以及客单价的提升。
图 2-2：中国药品零售市场规模预测
（2019-2023）

图2-1：中国药品零售及医院渠道市场规模及增速
（2015-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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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药品零售市场包括处方药和非处方药，不包括医疗器械、中药材、保健品；在渠道方面包括线下药店、电商及互联网医院销售渠道，不包括医院三产药店。

根据新冠疫情爆发前的预测，预计2019-2023年，受带量采购扩
面、医药分家深化、医保控费提速等政策影响，中国药品零售市
场增速将放缓至CAGR 5.5%。2 但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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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处方外流”至零售渠道，预计2019-2023年的CAGR将会
提升至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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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政策趋势对药品零售市场影响情况分析
在未来2~3年，新政策将会对药品零售市场产生复杂的影响，量、价有升有降。

主要政策

趋势及预测的影响时间
• 2020年初，25个品种带量采购将从11个试点
城市扩围至全国

“4+7”带量采购全国
扩面，采购品类进一
步扩围

• 全国扩面后，更多的品类将会纳入带量采购，
第三轮带量采购35个品类清单已流出，预计
2020年将被纳入集采
• 全国统一中标价，集采价格进一步降低

处方外流进程加速，
医药分家不断深化

医保基金压力大，医保
控费趋于严格

• 尽管医院对于处方外流可能导致的医院利益受
损仍有顾虑，在药占比压力、全国集采、医保
控费等影响下，我们仍可以看到一些特定种类
药品加速外流至零售端
• 容易外流至零售端的药品种类包括：4+7落标
产品、高价药、临床使用频率低的罕见病药
物、DRGs付费标准中涉及到的药物
• 更多的创新药、特药（如抗癌药）被纳入医
保：国家医保动态调整机制，新版国家医保
2020年1月1日生效，药品覆盖范围不断增大
• 未来预计会针对国家集采品类，以其中标价格
为参考设定该品类医保报销价格上限，四川省
已出台相应政策，对于同品类高价药品，3年
内调整到以中选药品价格为支付标准

对药品零售市场的影响
• 医院集采品种药价大幅降低导致虹吸
效应，价格敏感的患者回流至医院，
原研药使用者流向零售渠道
• 集采品类的非中标产品转战零售市
场，为吸引患者购买，零售端价格可
能有所下降

• 零售渠道客单量继续增加，特别是含
处方药客单量
• 由于医院倾向于将价格相对高的药品
流出，预计零售渠道客单价会进一步
增加

• 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的高价药在零售
渠道购买的频率增加
• 落标产品零售渠道价格压力进一步增
加，迫使药企继续降价或增加促销活
动力度

资料来源：专家访谈、德勤分析

同时在零售市场内部，已发生三方面结
构性变化：
1. 处方药驱动增长
预计2019-2023，处方药零售市场将保持
8.5%的CAGR，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处方外
流深化、互联网医院发展及网售处方药
放开；而非处方药增长较低，预计CAGR
将保持在约5.4%（见图2-2）。

同时，不同类型处方药因其“零售属
性”不同，表现出各异的“零售潜力”。家
庭常用处方药、隐私类处方药、急症类处
方药以及部分慢病用药，这些药品的购买
行为主要由病人自身主导，天然适合零售
渠道；新特药虽对院内处方依赖度高，但
由于价高、自费、院内药房采购难，院外
DTP药房将成为重要渠道；其余处方药类
型如临床辅助用药、需定期复查的慢病用
药，因临床属性强，购买行为往往发生在
院内，零售渠道潜力仍较弱。

2. 城市市场和县域市场
需求差异愈发明显
近几年，城市市场和县域市场零售药店
需求差异逐渐显现：城市市场存量大、
单店效益高，但日趋饱和，需要新增长
点；县域市场规模尚小，但连锁化率有
望提升，单店效益增长潜力大。未来，
县域市场增长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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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上药品零售渠道迎来高速发展
目前，中国药品零售线上渠道渗透率较
低，2018年总体约为2.2%，非处方药
约为3-4%，处方药不足1%。但预计在
2019年后，由于消费者更频繁在线上购
买的趋势、线上医疗平台的大力营销推
广，以及最重要的，在疫情影响下政策
放宽加快等相关因素驱动下，药品线上
销售将迎来爆发增长。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国家卫健委于2020
年2月发布政策，鼓励各省针对新冠疫
情，积极开展在线咨询、在线居家医学
观察指导以及互联网诊疗。例如，在国
内领先的互联网医院平台——平安好医
生，新注册用户日均增高达长4倍。4紧
接在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意
见》，强调将符合条件的医药机构纳入
医保协议管理范围，支持“互联网+医
疗”等新服务模式发展，进一步加速了
医药零售市场的发展。

在此趋势下，到2028年，中国线上零
售渗透率将上升至约30.8%，总销售
额约1,770亿人民币。 5

图 2-4：线上药品零售渠道市场规模预测（2018-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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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医药零售市场四大变局
前述零售市场的结构性变化，催生了城市客户需求更加多
样、县域有效覆盖亟待提升、线上购物场景日益丰富、经销
商合作趋于多元四大变局，对药企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
变局一
城市客户需求更加多样：城市零售客户需求日渐多样化，
药企致胜需差异化应对策略
城市零售药店竞争激烈，行业集中度逐
年提高，患者对药店服务专业性和多样
性的需求日趋提升，需要零售药店打造
自己的品牌和特色。因此，药店的需求
也日益多样化，主要包括：
1. 患者引流
处方外流大趋势下，连锁药店需要有将
患者从院内导流的服务。 目前典型手段
包括引流至院内便民药房、引流至院边
店以及引流至互联网医院等。
2. 患者管理
连锁药店需要提供先进患者管理理念和
项目落地方案，以开展诸如义诊、筛
查、宣讲等线上线下活动，提升患者复
购率。

3. 会员数据分析及精准营销
虽然大部分连锁药店都通过其会员系
统，积累了大量会员数据，但缺乏数据
分析能力，不知道如何获得数据洞察，
需要在会员数据分析方面开展合作、提
供赋能，实现精准营销。
4. 管理层、药店人员培训
不同地区连锁药店，对中高层管理人
员、门店店长、店员和药师的培训需求
出现差异化，需要有不同的培训项目，
针对客户特点提供有针对性的、甚至定
制化的培训服务。
5. 前后台毛利
虽部分连锁药店已改变了以往“唯高毛
利”的做法，但药店的盈利性质决定了
前后台毛利仍然是选择药品供应商最看
重因素之一。药企需要考虑连锁客户需
求和自身政策，在附加值服务和毛利政
策之间找到平衡。

各家药店有其不同的发展目标、定位、以及所处发展阶段和规模不同，公司治理
模式和管理文化不同，需求千变万化。已有部分药企，开始着手重新梳理连锁客
户需求，针对不同客户类型，重新分配企业资源，打造组织能力，提供差异化服
务。在未来，药企如何赋能药店，成功在竞争中凸显自己，将是药企在医药零售
市场致胜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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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二
县域有效覆盖亟待提升：县域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
药企考虑多样创新的合作模式以提升有效覆盖
县域零售市场虽然体量小于城市，但发展
迅速。2018年，占全国总人口61%且占全
国药店总数51%的县域，6虽只贡献了零
售市场约4成的份额，7但3年CAGR达到了
47%，是城市市场的1.7倍。8

对药企而言，县域广阔，覆盖成本和服务
成本均高于城市。过去，为了减小覆盖成
本，药企往往采取“甩手掌柜”模式，通
过经销商，而非自身销售团队进行覆盖，
常导致覆盖“广而不深”，增长乏力。

相对城市，县域零售药店发展相对滞后。
药店连锁率低，多以中小连锁或单体店形
式存在，门店管理效率和服务专业性有待
提高，药店经营效益仍有提高空间。

过去2年，已有部分药企尝试与经销商深
度合作，以“商业建团队、厂家助管理”
模式，为县域供更好推广和增值服务。未
来能否推出更为创新有效的县域模式，将
是药企决胜零售市场的致胜关键之二。

变局三
线上零售应用场景日渐丰富：患者通常在线上用以下四种模
式购药，其中“线上问诊”和“线上处方外流”最需前瞻布局
医药电商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场景：
1. 线上直购
多为无紧急用药需求的常见病、慢病患
者。通常通过B2C平台直接买药，如“京
东”、
“天猫”等。
2. 线上紧急购药
多为有紧急用药需求的常见病患者。一般
通过O2O平台购买，如“美团”、
“饿了么”
、
“叮当”等。
3. 线上问诊
多为有远程诊断或续方需求的患者。一般
通过互联网医院进行诊断及购药，如“平
安好医生”、
“好大夫”、
“微医”等。相较

其他场景，此场景患者规模受到疾病类
型、医生处方习惯的限制。目前针对常见
病，政策已经开放首诊电子处方。但除常
见病外，首诊电子处方是否会在5年内开
放仍有争议。但长期而言开放电子首诊处
方毫无疑问是未来大趋势。
4. 线上处方外流
多为线下问诊、线上续方的患者。患者线
下首诊后，可经多种方式，被导流到线上
购药。由于此场景需线下向线上导流，市
场规模尚小，各药企均处布局初期。但是
在带量采购和DRGs等政策推动下，更多
的处方将外流至零售渠道，该场景对药企
带量采购相关产品的销售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需重点布局。

过去几年，药企网上售药的布局，主要集中在“线上直购”与“线上紧急购药”场景，占网上售药总销售额约85%。9过去1
年，随着互联网医院的发展以及带量采购的深化，越来越多的药企开始布局“线上问诊”和“线上处方外流”场景。同时，
受新冠疫情推动，国家医保局与卫健委于2020年2月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开展“互联网+”医保服务
的指导意见》 ，其中经过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的互联网医院可为参保人员提供常见病、慢性病的复诊，并可纳入医保基金
支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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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31日，第一笔线上医保支付成功在
湖北省互联网医院完成，从此打破了长久
以来的限制，并印证了前途光明的线上药

在新冠疫情凸出了线上渠道的重要性的
同时，德勤近期调研结果显示：许多企业
有对线上渠道增加投资的计划。

因此，对药企而言，如何针对不同的线上
应用场景，设计特定商业模式，匹配内外
部资源，将是未来的致胜关键之三。

品销售的未来。

图3-1：新冠肺炎影响调查——大公司在接受新技术方面似乎更为迅速
贵司短期内将采取哪些措施以降低疫情对业务的冲击？【多选题，最多四项】
大公司i
利用新技术维持客户服务

57%

（网络端/移动端）

29%

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59%

23%

46%

49%

府及医院合作

%

• 国企对“线上”业务模式尤其关注

59%
26%

46%
%

• 大公司似乎更注重将“新技术”与
医疗卫生服务提供者（HCP）、患
者与客户结合起来，并且将其投资
计划转向“线上”业务模式

• 外企对于新技术、数字化以及在线
商业模式均表示特别关注

26%
62%

40%

强化资源布局，加强与政

44%

31%

46%

布局更多的线上业务模式

52%

38%

51%

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
加快新产品上市

38%

43%

加强供应链管理

外商独资ii

国企

调研发现

59%
%

注i：大公司即年收入达5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受访企业 (35/104）
注ii：外商独资此处只限于年收入达1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受访企业 (27/104)
资料来源：德勤医药行业新冠肺炎影响调研，2020年2月

变局四
经销商合作趋于多元：零售渠道商业合作模式，由单一走向多元，对药企能力匹配和资源投
入提出新要求
此前，药企与商业企业的合作模式较为单
一，主要为传统“配送模式”。但随着药品
零售市场上扬，零售成为药企和商业重点
发展的渠道，单一合作模式已无法再满
足市场需求，这些需求，在城市和县域体
现各异。
在城市市场，零售商业架构普遍脱胎于
医院业务，专业化程度不高，面临着毛利
分配不合理、返利兑付时间长、合作灵活
度低等挑战。

在县域市场，传统零售商业合作模式更
是无法实现对广阔市场的有效覆盖及上
量，阻碍了零售业务的销售增长。

县域实现有效的渠道覆盖和推广上量，进
一步支撑零售业务稳步增长。这是药企在
零售市场致胜关键之四。

在实践中，已有很多药企，开始针对城市
和县域的不同特点，尝试匹配多元化经
销商合作模式。未来，药企需在城市与县
域，与商业企业广泛探索更创新的合作
模式（如独家经销权、企业-商业-药店三
方合作、广阔市场深度合作等），从而在
城市建立专业、多元的零售商业渠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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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四大变局，对药企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只要药企能够秉持
以患者与客户为中心的原则，提升零售业务战略优先级，深
入洞察新形势下的客户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客户所需服
务、打造自身能力、优化组织架构，必能在竞争中无往不利，
在药品零售的大风大浪中，乘风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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