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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单体药店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单

体药店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单体药店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单体药店行业的现状、中国

单体药店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单体药店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单体药店产

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单体药店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单体药店行业，

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改革开放前，由于药品的特殊性，我国严格控制药品的流通。&ldquo;去医院看病，到药房

拿药&rdquo;成为医药消费基本模式，使得医院成为药品销售的主要终端。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药品流通从计划分配体制逐渐转向市场化经营体制。上世纪九十年代

末，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医药零售行业的严格管制开始松动，民营资本开始进入连

锁药店行业。2000年，我国医疗制度改革开始全面实施,百姓用药消费从医院开始向药店分流

。同时，国家首次取消对跨省市开办医药连锁店的限制。这些市场环境的变化促进了医药零

售业的迅速发展。

     2003年以后，随着百姓&ldquo;看病难、看病贵&rdquo;的情况日益凸显，平价药房开始异军

突起。随着平价药房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药品产品的同质化现象促使多元化经营模式开始

进入医药零售行业，药店开始尝试多元化经营。社区便利药房、专业药房等多种业态开始出

现，保健食品、医疗器械以及个人护理品等商品也开始进入药店销售的商品品类之列。2007

年起，&ldquo;大健康&rdquo;药房开始成为零售药店的主流方向。

     2009年，新医改方案启动。全面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与基本药物制度开始逐

步建立，百姓&ldquo;看病难、看病贵&rdquo;的情况得到了有效缓解。在社会经济与居民收入

不断提升、百姓对健康的关注日益提高、新医改提倡&ldquo;预防&rdquo;为主、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明确提出&ldquo;治未病&rdquo;的医疗指导原则等政策导向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消费

者在药品选购过程中对药店专业服务能力与便利性因素的考量日益提升，对价格因素的考量

开始下降。消费者消费观念的变化推动了专业药房与社区便利药房的发展。

     我国出台政策明确提出采取多种方式推进&ldquo;医药分开&rdquo;，探索医生负责门诊诊

断，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的模式，逐步提高零售药店在药品终端市场上的销售比重，

以零售药店为主导的市场化药品供应体系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015年，国家实施药品价格放开政策，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政府原来制

定的药品价格。较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直接干预，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

争形成。随着医药零售的市场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以及药品价格的市场竞争确定，医药零售行



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                           1             政策及经营资质壁垒             由于药品是关系消费

者健康安全的特殊商品，因此医药流通行业受国家政策管控较为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药品经营企业需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和《药品经营质

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医药零售企业经营医疗器械、食品等品类需取得相关经营许可；按

照国家人社部发布的《关于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的指导意见》以及各省

、市、自治区颁布的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药机构协议管理办法，零售药店需取得《药品经营

许可证》、具有一定年限的经营期、达到GSP标准并取得《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

》，且营业面积、人员配置达到相关标准后方可申请成为医保定点药房。医药零售企业受国

家较多管控，需取得各类资质方能经营，对行业新进入者形成了政策及经营资质壁垒。            

                  2             规模壁垒             医药零售企业只有通过规模化经营才能实现&ldquo;低成本、

高利润&rdquo;。医药零售企业盈利能力取决于与上游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和在下游消费者中的

影响力，规模优势有助于提升企业议价能力并提供较好的售后服务，在市场上争取更多的主

动权和竞争优势。这对行业新进入者形成了规模壁垒。                               3             资金壁垒             

医药零售企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需要建设仓储、物流设施和购置运输设备以及投入相应的

流动资金，才能保证日常经营活动的进行。为了规范医药零售企业，国家监管部门对新进入

者的硬件设施和流动资金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同时，采用直营方式的医药零售企业，门店的

前期投入也需要企业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做支撑。这些都构成了行业新进入者的资金壁垒。       

                       4             品牌壁垒             医药零售企业的规模和实力，往往取决于所拥有的知名度、

信誉度及品牌优势。医药消费关系到消费者用药安全及生命健康，且医药消费具有较强的惯

性，当对固定的购药场所、购药服务对象形成习惯后，消费者在没有受到特殊外来因素干预

或者负面影响下，不会随意改变其原有的惯性行为。较强的品牌优势能够为医药零售企业带

来客户吸引力，并构成对行业新进入者的障碍。                               5             人力资源壁垒             零

售药店是医药流通行业中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终端环节，其从业人员特别是药学专业技术人

员的首要责任是确保消费者获得高质量的药学服务，因此，零售药店对专业化的人力资要求

较高。为了满足政策需求及消费者的需求，引导消费者的合理用药、健康消费，医药零售企

业需要配备大量具有药学专业知识的从业人员。随着医药零售连锁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需要

大量具备医药、采购、营销、物流、信息技术等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相应专业人才的缺

乏成为进入医药零售行业的壁垒之一。               

    药品销售主体可分为三大终端，分别为公立医院终端（包括城市公立医院及县级公立医院

两大市场)，零售药店终端(包括实体药店和网上药店两大市场）和公立基层医疗终端（包括

城市社区卫生中心/站及乡镇卫生院两大市场）2018年公立医院终端市场份额最大，占比

为67.4%，零售药店终端市场份额占比为22.9%，公立基层医疗终端市场份额占比为9.7%。未



来，随着&ldquo;处方外流&rdquo;和&ldquo;医药分开&rdquo;等医改政策的落地，药品销售预

计逐步流向院外市场，三大销售终端占比将面临调整，零售药店终端占比预计将进一步提升

，医药零售行业市场发展空间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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