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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化药品牌百强榜

第82届API China预告



2018年10月19日，以“创新驱动.赋能制药

新力量“为主题的81届API China及22届

CHINA-PHARM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圆满

落幕。作为中国制药工业企业的首选商贸采

购平台，API China每年吸引来自全国近

4000余家制药企业参会洽谈采购。

展会概述 1800+余家
企业
数量

展出
面积

70000平方米

140余个
会议
论坛

70000+人次
观众
总数

1000家

300家

500家

• 1000家原料药、药用辅料企业

• 300余家优秀医药包装企业

• 500余家知名制药设备企业



本届展会API China 与中国食品药品交流中心旗下CHINA-PHARM展会首次强强

联合，同期同地举办，吸引制药行业专家、优秀企业齐聚南京，全方位展示了打通

药品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专业平台，囊括医药原料、药用辅料配料、医药包装、

制药设备四大板块及主题展区，并在展会期间，首次推出“中国制药交流周”，定

位中国制药新未来。

• 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
• 江苏省药监局
•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

……  ……

• 中国生化协会
• 国际制药工程协会（ISPE）
• RDPAC
• 沈阳药科大学

……  ……



我们的展商：

API China作为中国近4000余家制药工业企业首选交流、采购平台，吸引超97%的制

药工业百强企业参会采购。



APIChina & CHINAPHARM深耕中国市场数十年，是中国药品和保健品制造领域历史

最悠久的展会，也是众多国际品牌开拓中国市场的首选平台。多年来，罗赛洛、卡乐

康、赛诺菲、GE、默克、赛多利斯、肖特、NEG、康宁、协和发酵、富士、味之素、

赢创、帝斯曼、颇尔生命科学等国际知名企业通过参展APIChina & CHINAPHARM，

结识了众多中国优质客户和合作伙伴，迅速拓展在中国市场的业务。

➢ 国际品牌开拓中国制药和保健品市场的首选平台

API China现已发展成为海外原辅料、包装、设备企业开拓中国制药工业市场的
首选平台。



98%
的参会观众，在API China展会期间，达成
了参展目的，并将继续参加2019年杭州展会

89%
的参会观众，愿意将API China推荐给行业
同仁，共同参与。

80% 的参会观众，在展会现场达到了参观的目的。

我们的观众：

*参加API China的观众中，来自研发、质
量的相关负责达16459人。

16.29% 24.92%20.89% 18.56% 19.34%

采购经理

董事长/总经理

研发/质量

销售/市场负责人

工程/设备部

观众来源：



观众感兴趣的产品：

观众参会目的：

27742人
在第81届API China现场下单订购或采购产

品及服务

26455人
在第81届API China现场寻求新技术及产品，

或潜在供应商



API China CONGRESS

随着国药励展与中国食品药品交流中心的深入合作，81届南京原料会会议论坛，除了
继续围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与关联审评审批的政策变化、原料数据的发布、
制药企业品牌建设、智能与绿色制药、生物制药产业化五大主题，还将增加中国制药
工程大会与ICH系列培训等内容， 届时行业大咖齐聚，把握新形势中国制药产业发展
动态，共话制药工业转型升级。

本届展会期间共举办30场会议论坛，论坛主题及内容紧扣目前行业内的热点，邀请百
余位大咖到场分享，其中包括核查中心、CDE、中检院、药典委、各药检所专家；国
家级行业协会专家；知名制药企业中的负责人等现场演讲，为海内外制药同仁全面了
解中国制药及保健品行业发展趋势提供了绝佳机会。丰富的内容吸引近4000名观众
到场参会。



2018制药工程大会暨ICHQ7研讨会

来自药监部门、 、中外专家以及知名企业的代表参会，就政策法规、药品研发新技术、

生产和工程、连续生产技术、细胞治疗、临床药品供应链、药品GMP、药品GCP、

ICH活性药物成份的GMP（Q7）指南等热点话题展开讨论。本次大会吸引来自制药企

业及制药装备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药品GMP与GCP具体实施人员、以及各省市药监部

门官员和各级药品GMP与GCP检查员等近800人参会。

2018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成立三十周年

之际，由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

国医药商业协会、中国非处方药物协

会、中国医药企业发展促进会、国药

励展展览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主办的

“2018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年度峰

会”，围绕“质量•诚信•品牌”主题，

2018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年度峰会

中国食品药品国际交流中心、原国

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食品药品

审核查验中心与国际制药工程协会

（ISPE）合作举办 “2018制药工

程大会暨ICH Q7研讨会”。大会

由全体大会、核查中心专场大会、

ICH活性药物成份的GMP（Q7）

指南研讨会和六个技术分会组成。

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和行业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演讲及相关专题报告，会议

期间，发布了2018年制药工业百强企业名单和优秀产品品牌榜



2018（第十届）中国国际制药工业环保发展论坛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

在第81届API China期

间,成功举办“2018（第

十届）中国国际制药工

业环保发展论坛”, 吸引

百余名制药企业相关负

责人参会，现场解读相

关法律法规，梳理治理

过程中的难题，并针对

制药工业企业生产制造

过程中所遇到的环保治理问题提供针对性解决方案。

多角度深入探讨注射剂再评价中的关键影响因素论坛

本次论坛将邀请资深药品

审评专家库专家、国家药

典委员、药检系统专家，

吸引来自全国100多家制

剂企业相关负责人，其中

已经提交注射剂再评价申

请的企业达30多家，论坛

从注射剂一致性/再评价

的国家政策法规、注册审

评质控变化趋势、到注射

剂的关键工艺研究、质量与稳定性研究、原辅包质量与相容性研究等关键影响因素

展开讨论，会议现场，专家结合企业实际案例答疑解惑。



关联审评经验交流会

中国医药包装协会在第81届API

China期间主办关联审评经验交

流会，会议围绕如何进行原料药、

药用辅料及药包材与药品共同审

评审 批管理;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

药包材要求;基础输液质量上市后

再评 价;药包材登记资料的案例分

享等内容展开，吸引100多位药

包材企业和制剂企业研发人员、法规研究、产品注册、采购 和新产品开发等相关人员
参会。







会议详询：

王源 女士 电话：010-84556792 邮箱：yuan.wang@reedsinopharm.com



立春特邀买家联盟

第81届API China整合行业内优质资源，创立“立春特邀买家联盟”，帮助展商与观众

在展前和现场进行对接，提高展商观众的参展效率。

“立春特邀买家联盟”旗下共设有5大买家团，为来自20多个国家800余位特邀买家和

数百家展商提供了精准服务。



源动力买家俱乐部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

张璇 女士

电话：010-84556541 

邮箱：xuan.zhang@reedsinopharm.com

现场完成122场商业配对

服务超80位“源”动力买家



慧羿通买家团

慧羿通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数据积累，成功搭建了采购双方的交易平台。让大量精准买家

直接与诸多原辅料包材及设备等厂商直接接触，近距离参观、了解企业和产品，洽谈商

业合作，实现买卖共赢！

信销买家团

本届“API China•上海

信销制药机械买家团”

邀请制药设备采购企业

54家，共完成精准商务

配对200余次，平均每家

买团企业完成4次与制药

设备展商的商务洽谈。



展商寄语

PHARMPACK 作 为 国 内 规 模 最 大 、 最 具 权 威 和 影 响 力 的 医 药 包 装 专 业 展 会 ，

PHARMPACK与“汇利”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为“汇利”提供了良好的展示平台，如

今“汇利”已成为中国综合配套最完善、产品结构最丰富、生产设备最先进、质量管理

最系统、技术力量最强、生产规模最大的专业医药包装企业之一。

——四川汇利实业有限公司

API China是正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与制药企业的沟通桥梁，为推广正远原料药、制剂

最新智能化包装设备、把握行业动态、达成客商合作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安徽正远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API & PHARMEX是中国制药领域非常有影响力的行业大会,国药励展为制药行业，尤其

是药用辅料行业提供了活跃广阔的交流平台！特别是在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及关联审评审

批政策密集出台期间，通过API优质的展览和会议平台，我们结识了很多国内外同行，

特别是未来在制药领域起决策作用的研发观众越来越多，在此平台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充

分交流，积极推动国产药用辅料的大发展。希望和国药励展共同携手创美好未来！

——北京英茂药业有限公司

以往通过网络或者数据平台寻找原料厂商，大海捞针而且数据错误很多。参加这次
展会和一次性很多卖家能够面对面交流，能得到很多真实信息，非常有收获。感谢
主办方周到的服务和跟进工作，期待展会越办越好。

——乐敦制药 郑翔 全球采购经理

观众寄语

第二年作为主办方特邀的“源”动力买家前来参观展会。今年参观主要关注保健品
可用的原料药，药用添加剂。在主办方的推荐下，洽谈了山东广饶 丽枫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西王药业有限公司，湖南新绿方药业有限公司，斯百全化学（上海）有限
公司。并进行了深入的业务洽谈。目前已和部分企业进行洽谈，审批后可作为候选
供应商。今年还体验了现场的商务配对查询服务，两天参观行程中随时可以去打印
展商名单，对我们找到展商很有帮助，最后对主办方表示衷心感谢！

-----和黄健宝保健品有限公司 黄伟强 采购经理



2018中国化学制药行业
优秀企业和优秀产品品牌榜



2018中国化学制药行业
优秀企业和优秀产品品牌榜



2018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优秀企业百强榜



2018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优秀企业百强榜



第82届API China展会预订情况

联系方式：

已完成80%展位预订

已完成75%展位预订

已完成75%展位预订

已完成70%展位预订



详情访问：www.china-yt-ex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