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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医药行业史料 

及优秀企业案例的通知（第二轮） 

 

各主办协（学）会会员单位：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为落实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

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地继承发扬医药行业的光荣传统，坚定不移地

深化改革开放，共筑医药强国梦，由 20 家中国医药行业协（学）会

共同举办的新中国成立 70 年医药行业“五个一”系列纪念活动（即：

一系列宣传报道、一个行业发展成就展、一台庆祝晚会、一组“口述

历史”视频、一本产业纪念册），获得了全行业的高度赞扬。 

截止 2019 年底，庆祝纪念活动前四项工作已圆满结束，最后一

项工作——编撰出版《新中国 70 年医药产业发展史（1949~2019）》

(以下简称“医药发展史”)也顺利启动。到今年 6 月，《医药发展史》

已完成部分基础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大部分章节的第一稿编写。但由于

年初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影响，还有很多需协（学）会和广大企

业配合完成的工作未能如期推进。眼下，国内疫情已转入常态化防控

阶段。为了确保高质量如期完成《医药发展史》编写出版工作，由 20

家医药行业协（学）会组建的《医药发展史》编委会决定再次向全行

业发起关于征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医药行业史料及优秀企业案例的

通知。请各协会（学）会员单位和广大企业给与积极支持（具体有关

事项见附件一、二、三）。 

 

 

《新中国 70年医药产业发展史（1949~2019）》编委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医药行业沧桑巨变 

系列庆祝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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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庆祝纪念活动的通知 

  

2019年是祖国 70周年华诞。70年开天辟地，70年披荆斩棘。中

华民族前赴后继，不忘初心，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为了从医药产业这个侧面，充分展示共和国 70 年光辉历程，全

面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和所取得成就，同时，在当前全

球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下，全行业医药人更加坚定“四个自信”（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中国医药 20家行业协（学）会决定共同举办“壮丽 70年，奋

斗新时代——医药行业沧桑巨变”系列庆祝纪念活动（注：具体系列

活动内容见附件）。请各协会会员单位以及全行业医药人积极参与这

次历史性纪念庆祝活动。 

 

 

附件 1：“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医药行业沧桑巨变”系列庆祝

纪念活动计划书 

附件 2：建国 70年医药产业重大成果及优秀企业推介展示办法 

附件 3：系列庆祝纪念活动有关历史资料征集要求 

附件 4：企业推荐表 

 

  

有关举办“壮丽 70 年 奋斗新时代——医药行业沧桑巨变”

附件一：第一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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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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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建国 70年医药产业重大成果及优秀企业推介展示办法 

一、 推选内容：类型分为三类： 

共和国医药脊梁、共和国医药骄子、共和国医药标杆； 

 

二、 参与对象：医药行业从业个人（含离退休老同志）和相关单位

（企业）。 

 

三、 推选标准 

为保障推送活动的顺利开展，特拟定推选标准如下： 

1. 1949 年-2019 年间，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医药行业代表性企业（含

外资在华投资兴建的法律实体）； 

2. 聚焦医药产业界，兼顾各子行业覆盖面，可适当微调； 

3. 具有典型代表性，规模以上，能反映对中国医药产业 70年发展历

史的主要贡献，具有社会责任感； 

4. 应在医药产业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并符合当时所处的历史阶段特

点； 

5. 突显出近十年来医药产业的创新、国际化等时代特征，对医药行

业走进新时代具有较大的参考和启迪作用； 

6. 做历史的纵向比较； 

7. 应没有政治、经济及管理等方面的重大失误； 

8. 所推荐的企业整体能基本追溯出医药产业 70年来的发展脉络（涵

盖医疗器械和药品的生产、商业流通、研究开发等领域，中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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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制药、药包材、工艺设备等子行业）。 

 

四、 评价说明 

三类企业分别所包括的范围及相关的评价指标； 

1. 共和国医药脊梁：主要评价指标为贡献度，建议推选建国 70年来，

在中国医药产业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医药经济的坚强支撑和

保障，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医药企业； 

2. 共和国医药骄子：主要评价指标为领先度，建议推选不断追求卓

越，引领产业趋势，建国 70年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在中国医药产

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表现领先的医药企业； 

3. 共和国医药标杆：主要评价为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影响力，建议推

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弘扬社会正能量，具有家国情怀，在社

会公共事业方面表现突出的医药企业； 

 

五、 推送要求 

1. “建国 70 年优秀企业” 推选活动征集时间截止至 7 月 31 日，

须填写企业推荐表（参见附件 4）并通过电子邮件提交，邮件标

题请注明“建国 70年优秀企业”； 

2. 每个协会建议推荐 10个，各子行业可酌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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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征集行业历史资料和优秀企业案例具体要求

一、 征集行业历史资料要求

(一) 征集内容

1.反映各个历史节点医药企业发展变化的相关资料和图片（人

物、事件、场景等不限，建议发电子扫描或翻拍件）

2.反映 70 年来医药行业发展变化的相关数据（图片、图表、书

籍不限）。

(二) 参与对象：20 家庆祝活动主办协（学）会会员单位和广大

医药企业

(三) 征集要求

1.所征集的资料原则上提交电子版文件（也可是翻拍照片）并注

明出处。其中，书籍画册等可提供原书（如须退回，请注明）；

历史照片若为电子照片或翻拍、扫描文件，文件大小一般在

3M以上，长边像素不小于 2000；老照片也可报送原件或底

片（如须退回，请注明）。

2.征集时间截止至 8月 15 日。

二、 收集优秀企业案例要求

在组织新中国成立 70 年庆祝活动中，中国医药行业 20 家协（学）

会共同决定，对 1949~2019 年间，各个历史阶段中国医药行业代表性

企业进行推介展示，颁发匾牌并载入史册。经过全行业由下而上的推

选、评介，最终 215 家企业分别荣膺“共和国医药脊梁”“共和国医药

骄子”“共和国医药标杆”和“优秀外商投资企业”称号。为了将这些企业

的事迹在《医药发展史》中展现，特提出如下要求:

(一) 参与对象：215 家优秀单位，需落实专人负责此工作，并

与《医药发展史》编写组建立联系。

(二) 撰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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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的事迹在《医药发展史》中展现，特提出如下要求:

(一) 参与对象：215 家优秀单位，需落实专人负责此工作，并

与《医药发展史》编写组建立联系。

(二) 撰写要求

1. 根据编写组的行文要求和范文，由企业完成组稿。各优秀企

业案例的撰写主题，要符合“脊梁企业”“骄子企业”“标杆

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评选要求（注：具体要求见附件一

“第一轮通知附件 2”）；

2. 文稿提交时间截止至 8 月 15 日；

3. 《医药发展史》编写组“优秀企业案例”篇章联系人：

脊梁企业：吕晗萌 15801338547 lvhanmeng@y-lp.cn

骄子企业：马 萍 15801222461 maping@y-lp.cn

孙小龙 13683176066 sunxiaolong@y-lp.cn

标杆企业：孟 强 18911694467 mengqiang@y-lp.cn

李阑珊 15110133936 lilanshan@y-lp.cn

外资企业：白 雪 15210735618 baixue@y-l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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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新中国成立 70 年优秀企业名单（215 家） 

共和国脊梁企业 

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太极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华润医药控股有限公司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远大集团 

正大天晴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市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新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康缘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原上海医药设计

院）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共和国骄子企业 

瑞阳制药有限公司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泽生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苑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多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亚盛药业有限公司 

绿叶制药 再鼎医药（上海）公司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有限公司 

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芯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苏州康宁杰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康方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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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普（北京）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奥萨医药有限公司 

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三生制药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奥赛康药业有限公司 南京药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百奥泰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先声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神州细胞生物技术集团股份公司 

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鸿运华宁（杭州）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海思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方恩医药发展有限公司 

南京圣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索元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杭州) 

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 

荣昌制药 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康成（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诺诚健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和记黄埔医药(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歌礼生物科技（杭州）有限公司 南京世和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康希诺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沧州四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思路迪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凯莱英医药集团（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金斯瑞生物科技 

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百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共和国标杆企业 

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 康哲药业控股有限公司 

安徽华源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泰凌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辰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迪沙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万通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 

回音必集团有限公司 京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嘉事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益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新华医药化工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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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联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三元基因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广生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普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施慧达药业集团 

青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金木集团有限公司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山东齐都药业有限公司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睿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泰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创诺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幸福益生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神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天台山制药有限公司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山西振东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长春人民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景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金城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方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凯利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亚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福安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四药有限公司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明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华森制药有限股份公司 大参林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嘉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梦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康臣药业集团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微医集团 

好医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西安力邦医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主办方所有） 

 

杭州民生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地奥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马应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百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理邦精密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一品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兆科(广州)肿瘤药物有限公司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博雅生物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贡献企业 

辉瑞投资有限公司 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拜耳（中国）有限公司 百时美施贵宝（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 BD（中国） 

罗氏制药中国 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司 

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默克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