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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医 药 物 流 分 会

关于发展医药物流分会会员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是由在国内外从事药品、保健品、

流通、物流、装备制造、信息化等企业，为实现共同意愿而自愿组成的行业

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隶属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是其重要分支机构。

医药物流分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指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服务范围包

括：行业信息统计、标准制定、修订、人才培训教育、行业自律等行业基础

工作，以及举办专业领域技术、装备、研讨、论坛、咨询、交流等活动。

为更好地推动医药物流行业创新发展，增强行业凝聚力，进一步提升医

药物流分会在行业内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本会诚挚邀请广大生产（药品、保

健品）企业、药品批发企业、零售企业、物流服务企业、装备制造企业、信

息化系统集成、协会院校、科研机构等行业相关单位加入本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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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会条件

凡承认《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工作规则》，自愿履行

会员权力和义务，按时缴纳会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依法注册登记的各种经济成份的企业；包括在华注册的外商独资、合资

企业；社团、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等均可申请入会。

二、入会程序

1、按要求填写《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会员申请表》

并加盖单位公章；

2、秘书处收到入会资料进行核准录入后，按程序报批；

3、经批准后，按分会指定的会费账号将当年的会费汇入；

4、收到会费后，本分会出具正式发票，通过快递方式向入会单位颁

发会员铭牌。

三、会费标准

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工作规则》，会员单位年会

费4000 元，理事单位年会费 6000 元，常务理事单位年会费 10000 元，

副会长单位年会费 30000 元。

四、会费指定账号

账户名称：北京中物医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名称：北京中物医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

帐 号：110 941 217 710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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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 常洋

电 话：010-83775868 18610639524

邮 箱：changyang@cpl.org.cn

附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会员级别及服务内容》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申请表》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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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会员级别及服务内容

会员

级别
服务与内容

会费

（RMB）

副

会

长

单

位

（一）入会条件
1.自愿加入;
2.公司成立满两年，营业额达到1亿以上或成为其所属领域的前50强;
3.加入常务理事会员满一年后可提出申请，在理事代表大会或会员代表大
会上表决通过;
4.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无行业不良影响;
5.有意愿积极参与协会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

30，000/

年

（二）享受的权益
1.协会每年就行业动态、企业产品发布、重大资讯、企业观点等采访一次;
2.参与制定协会年度工作计划及指导协会日常工作开展;
3.协会对于行业的研究形成报告定期发送给副会长单位;
4.颁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副会长单位铭牌;
5.颁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副会长个人证书;
6.参与会长办公会共同研究决定医药物流分会发展方向，任期满后有优先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
7.同等情况下副会长单位拥有医药物流分会相关活动的优先参与权;
8.在医药物流分会官网首页设立图片广告，与企业网站建立链接（12 个
月）同时在首页重点推荐栏目对副会长单位进行重点推荐;
9.医药物流分会官方微信平台在会员期内发布企业相关新闻4次;
10.在医药物流分会官方网站中发布软文6次（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11.副会长本人参加分会相关品牌会议，全程享受VIP待遇;
12.每年可获得3本医药物流分会当年出版的《中国医药物流行业发展报
告》;
13.可在医药物流分会当年出版的《中国医药物流行业发展报告》发布案例
一篇;
14.邀请加入分会会员及副会长微信交流群，享受2名代表入群资格;
15.副会长单位享有参与医药物流分会召开的理事代表大会的权益;
16.每月享受一次专属会员服务，获得当月医药行业简报讯息等;
17.会员期内享有4人次免费参加协会举办的品牌会议名额（限医药研发、
生产、批发、零售、物流企业及医疗机构）。

（三）应尽的的义务
1.参与对口相关标准的制定，积极配合协会完成行业调研、数据采集等各
项工作;
2.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在活动中承担部分工作（如：会议主
持、巡展等）;
3.应积极参与医药物流分会组织的研讨会、沙龙活动等并提出对行业内有
建设性的意见;
4.全年须最少在一次品牌大会上做为支持单位参与;
5.按时、按规缴纳会费。

（四）退会条件
1.自愿退出;
2.符合条件升入更高级别会员;
3.在一个会员期内未参加协会组织的任何活动;
4.连续两次未参加全体代表大会（理事代表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
5.未按时、按规缴纳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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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务

理

事

单

位

（一）入会条件

1.自愿加入;

2.企业成立满1年;

3.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无行业不良影响;

4.有意愿积极参与医药物流分会组织的各项工作。

10，000/

年

，

；

（二）享受的权益

1.颁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常务理事单位铭牌;

2.颁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常务理事个人证书;

3.参与理事会共同研究决定医药物流分会发展方向，任期满后享有优先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

4.参加医药物流分会所有商务活动均享受会员优惠;

5.在医药物流分会官网首页设立图片广告，与企业网站建立链接（6 个

月），同时在首页重点推荐栏目对常务理事单位进行重点推荐;

6.医药物流分会官方微信平台在会员期内为常务理事单位发布企业重大新

闻3次;

7.全年在医药物流分会官方网站中发布软文4 次（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

8.医药物流分会将为常务理事单位提供部分行业数据、行业调研报告，以

供企业进行参考;

9.可免费参加协会针对会员组织的公益培训活动;

10.每年可获得2本医药物流分会当年出版的《中国医药物流行业发展报

告》;

11.每月享受1次专属会员服务，获得当月医药行业简报讯息等;

12.邀加入分会会员微信交流群，享受1名代表入群资格;

13.享有参与医药物流分会召开的理事代表大会的权益;

14.会员期内享有3人次免费参加协会举办的品牌会议名额（限医药研发、

生产、批发、零售、物流企业及医疗机构）。

（三）应尽的义务

1.参与对口相关标准的制定，积极配合协会完成行业调研、数据采集等各

项工作;

2.每年至少参加协会行业交流活动两次，企业理事负责人或代表参加每年

一次会员理事会;

3.应积极参与医药物流分会组织的研讨会、沙龙活动等并提出对行业内有

建设性的意见;

4.按时、按规缴纳会费。

（四）退会条件

1.自愿退出;

2.符合条件升入更高级别会员;

3.在一个会员期内未参加协会组织的任何活动;

4.连续两次未参加全体代表大会（理事代表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

5.未按时、按规缴纳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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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单

位

（一）入会条件

1.自愿加入;

2.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无行业不良影响;

3.有意愿积极参与医药物流分会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

6000/年

（二）享受的权益

1.颁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理事单位铭牌;

2.颁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理事个人证书;

3.参加医药物流分会组织的所有商务活动均享受会员优惠政策;

4.在医药物流分会官网首页设立图片广告与企业网站建立链接（3 个

月）， 同时在首页重点推荐栏目对理事单位进行重点推荐;

5.医药物流分会官方微信平台在会员期内为理事单位发布相关企业重大新

闻2次;

6.医药物流分会将为理事单位提供部分行业数据，供企业进行参考;

7.每月享受1次专属会员服务，获得当月医药行业简报讯息等;

8.参加每年1次的理事代表大会并对协会工作提出建议;

9.每年可获得1本医药物流分会当年出版的《中国医药物流行业发展报

告》;

10.邀加入医药物流分会会员微信交流群，享受1名代表入群资格;

11.享有参与协会召开的理事代表大会的权益;

12.会员期内享有2人次免费参加医药物流分会举办的品牌会议名额（限医

药研发、生产、批发、零售、物流企业及医疗机构）。

（三）应尽的义务

1.参与对口相关标准的制定，协助协会完成行业调研、数据采集等各项工

作;

2.每年至少参加协会行业交流活动两次，企业理事负责人或代表参加每年

一次会员理事会;

3.应积极参与协会组织的研讨会、沙龙活动等并提出对行业内有建设性的

意见;

4.按时、按规缴纳会费。

（四）退会条件：

1.自愿退出;

2.符合条件升入更高级别会员;

3.在一个会员期内未参加医药物流分会组织的任何活动;

4.连续两次未参加全体代表大会（理事代表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

5.未按时、按规缴纳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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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员

单

位

（一）入会条件

1.自愿加入;

2.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合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无行业不良影响;

3.有意愿积极参与医药物流分会组织开展的各项工作。

4000/年

（二）享受的权益

1.颁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会员单位铭牌;

2.参加分会组织的所有商务活动均享受会员优惠政策;

3.在医药物流分会官网首页设立图片广告与企业网站建立链接（1 个

月），同时在首页重点推荐栏目对会员单位进行重点推荐;

4.医药物流分会官方微信平台会员期内发布企业重大新闻 1次;

5.医药物流分会为会员单位提供部分行业数据，供企业进行参考;

6.每月享受会员专属服务1次，获得当月医药行业简报讯息等;

7.每年可获得1本医药物流分会当年出版的《中国医药物流行业发展报

告》;

8.受邀加入医药物流分会会员微信交流群，享受1名代表入群资格;

9.享有参与医药物流分会召开的全体会员代表大会的权益;

10.会员期内享有1人次免费参加医药物流分会举办的品牌会议名额（限医

药研发、生产、批发、零售、物流企业及医疗机构）。

（三）应尽的义务

1.每年至少一次参加医药物流分会组织的活动;

2.协助医药物流分会完成行业调研、数据采集等各项工作;

3.按时、按规缴纳会费。

（四）退会条件

1.自愿退出，

2.符合条件升入更高级别会员;

3.在一个会员期内未参加至少1次医药物流分会组织的任何活动;

4.未按时、按规缴纳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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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医药物流分会申请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全称）

单位网址

姓名 公司任职 手机 座机 邮 箱

法人代表

副会长/理事/会员

指定人选

对接人

通讯地址 邮编：

○药品研发、试验 ○药品生产 ○生物制药 ○药品批发经营 ○药品零售 ○医院

单位类型/经营范 ○医学检验 ○专业药品第三方物流 ○专业医疗器械第三方物流 ○快运、快递
围

（打√） ○产业园（医药、健康、物流） ○咨询机构 ○研究机构 ○院校 ○地方协会

○其它（请注明）

单位性质

（打√）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股份有限 ○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

○外商独资 ○有限责任 ○港澳台合资 ○港澳台合作 ○港澳台独资

○事业单位 ○其它（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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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协会将对表中内容进行保密，仅在协会内部使用，请各企业如实填写

单位简介 (可另附文件或电子邮件)

企业基本情况（上

年度数据）

销售收入： 万元 职工人数： 人

仓储资源（仅限经营、物流类企业）： 平方米

自有车辆（仅限经营、物流类企业）： 台

物流费用（仅限生产类企业）： 万元

企业

优势产品/业务

如何宣传产品及企

业形象
○杂志 ○网站 ○展会论坛 ○自媒体平台 ○其他媒体（请注明）

入会级别及账户信

息

1、请在您申请的级别中打 √注明：

□会员单位年费 4000 元 □理事单位年费 6000 元

□常务理事单位年费 10000 元 □副会长单位年费 30000 元

2、指定汇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北京中物医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名称：北京中物医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开 户 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寿路支行

帐 号：110 941 217 710 901

备注：1、汇款时必须注明“医药物流分会”；

2、单位报名后三日内报送相关资料，三日内汇款；款到后一周内开据正式发票。

申请单位盖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秘书处对接信息

联系人： 常洋

电 话：010-83775868 18610639524

邮 箱：changyang@cpl.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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