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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启动
12月
8日，被誉为“首都商业发展指南针”的2020年
度（第十四届）北京商业高峰论坛举行。在危
机中探索，在争议中调整，在机遇中顺势，在
此背景下，本届论坛以“国内大循环·消费新
格局”为主题，聚焦北京商业在特殊历史时期
的新发展思路。同时，2020年度北京十大商
业品牌评选也在此次论坛上正式启动。
北京商业高峰论坛由北京市商务局指
导，北京市商业联合会和北京商报社联合
主办。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行业研究
机构和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来自零售、电商、
生活服务业、文化、旅游、金融等多个领域的
企业嘉宾悉数到场，共同探究国内大循环背
景下新的发展趋势与动能。
北京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一级
巡视员孙尧在论坛上透露，下一步北京市
将加快推动重点商圈改造提升，扩大“一店
一策”试点范围，支持传统商场按照“商业+
文化+科技+时尚”“ 老字号+文化+体验”
“年轻+时尚+不夜城”等定位改造升级。发
挥首店经济优势，结合既有商业建筑改造，
北京商报讯（记者 赵述评 王维祎）

直击论坛|BOSS面对面
本届高峰论坛 创 新 性 设
置 了 BOSS 面 对 面 环 节 ，6 位
嘉宾分成三组，围绕“国潮与
时尚”“房东与租客”“线上与
线下”等热点话题展开一场商

积极引入旗舰店、概念店和特色店等。推动
楼宇专业化运营，支持低效商业设施向创
意办公和文化功能转型。
2021年是贯彻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局
之年。着眼新发展阶段，孙尧强调，要加快推
动北京新消费提档升级，加快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推动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随着北京商业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
2020年度（第十六届）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
选活动进入新阶段。在论坛上，2020年度北
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活动正式启动公众投
票。今年，北京十大商业品牌评选以“数字驱
动 品牌蝶变”为主题，将在综合考虑参选企
业的业态代表性、平衡性和成熟度基础上，
从中遴选行业标杆企业。最终评选结果将在
2021年1月中旬向社会公布，届时一批顺应
未来消费趋势、引领创新发展的优秀商业品
牌将成为首都商业的新名片。
作为北京商业领域一年一度的重磅调研
报告，《2020北京商业发展蓝皮书》也在论坛
上正式发布，今年的蓝皮书以“探路国内大循
环 寻找产业创新关键变量”为年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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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东：京东健康要解决行业痛点，创造更大社会价值
年前，港股迎来了一个弯道超车的
—京东健康。12月8日，京东健
独角兽——
康正式登陆香港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265亿港元，每股定价70.58港元，开盘
价每股94.5港元， 市值超3000亿港元。
京东健康上市当日，在港上市医药股多
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 这也意味着，京
东健康登陆资本市场让互联网+医疗健
康真正驶入快速发展车道。

疫情的出现、防控常态化，让互联网医疗
有了前所未有的底气。在疫情的催化下，医疗
六年新起点 募集265亿港元
咨询之类的服务实现较快增长。京东健康招股
12月8日10时，京东健康正式在港交所挂 书中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京东健康年
牌上市，成为又一接受资本市场考验的互联 度活跃用户为5610万。2017-2019年间，京东
网医疗企业。上市当日，京东健康开盘价94.5 健康的年营收分别达到56亿元、82亿元、108
港元，增幅超55%，市值超3400亿港元。
亿元，其中净利润分别为2.1亿元、2.5亿元、3.4
9月中旬，京东健康上市的消息传遍坊 亿元。截至2020年9月30日，京东健康总收入
间，再到提交招股书、获批，直到如今上市，时 达132亿元，比2019年同期增长77.1%。
间不到3个月，对于企业上市而言可谓“光
京东健康在获得流量的同时，也留住了
速”。这家于2014年起步、2017年开始独立运 流量。京东健康发布的数据显示，京东互联网
营的企业，经过六年发展后，在港交所获得了 医院即使在疫情常态化时期，每天问诊量依
上市的“身份证”，并受到资本的认可。
然与疫情期间相差不大。
京东健康CEO辛利军在上市现场表示，
消费端数据增长，也源自供给的完善。京
站在新的起点，京东健康将秉承成为国民首 东健康的线上零售平台入驻超过9000家第三
席健康管家的使命，不懈努力，持续为用户提 方商家，在全国范围内共有11个药品专用仓
供易得、便捷、优质和可负担的医疗健康产品 库和超过230个非药品仓库，其全渠道布局已
与服务。
覆盖全国超过200个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线上健康行业仍有蓝海
当线下门诊处方外流、价格优势凸显，在
待挖掘。自2018年以来，国家相关部门陆续 线零售药房行业处于高速扩张趋势。根据弗
出台了多项政策。2018年国家卫健委明确了 若斯特沙利文资料，中国在线零售药房市场
利用互联网开展诊疗的范围是常见病、慢性 规模将迅速扩张，预计2024年将达到4560亿
病复诊；2019年末政策解禁网售处方药…… 元，2019-2024年期间复合年增长率34.2%。
这些让行业变得越来越规范，同时也带来更
对于京东健康是否看重盈利，京东集团
多机会。
董事局主席兼CEO刘强东认为，解决行业痛

其业务包括医药电商、互联网医疗、智慧医疗
解决方案、健康服务四大板块，构筑一个“互
联网+医疗健康”生态体系。整个京东健康也
处于从医药电商向大健康生态转变的过程。
此前，辛利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大部分做
互联网医疗的公司来说，最紧迫需要打造的
还是从问诊到购药再到履约的全流程，覆盖
联动资源 构建生态闭环
诊前、诊中、诊后全场景的整体闭环能力。
在之前的接触中，辛利军每每提及京东
京东健康也在依靠业务闭环实现盈利。
健康的发展战略时，都会提到医疗资源分布 招股书中也提到，京东健康的主营业务为零
的不均衡，希望通过互联网、电商来解决信息 售药房及在线医疗健康服务，前者向后者提
不对等的问题。
供优质流量，后者为前者创造需求。两个业
实际上，以诊所和村医卫生室为主力军 务协同整合，形成“双轮驱动”的业务模式。
的基层医疗机构占我国医疗机构总数的93% 即购买医药健康产品的用户为京东健康的
以上，成为我国医疗卫生的重要防线。然而 在线医疗健康服务提供天然流量，而使用在
服务能力不足、供应链断层等问题制约着基 线医疗健康服务的用户为零售药房销售及
层医疗机构的发展。由于供应链效率低下、 其他消费医疗服务提供潜在流量来源。同
采购渠道混乱，基层药品供应不足，药品短缺 时，京东健康医药零售业务的用户被品牌知
时有发生，过期失效药品频现，用药安全难以 名度、产品质量以及优质的用户体验吸引
保障。
后，会更愿意选择平台上包括在线问诊在内
一般情况来看，医院规模越大，患者在就 的医疗保健服务。
诊过程中将使用越多的时间。在此背景下，医
院数字化升级，对于医患双方而言，医疗、健
储备服务 拓展业务边界
康的线上化是刚需所在。
建立医疗专科中心、推“慢病关爱计划”、
打开京东健康描述的互联网医疗蓝图，

点，不急于盈利，更重要的是承担企业社会责
任、创造更大价值。辛利军也对媒体表示，现
阶段看重如何培养用户使用线上医疗健康服
务的习惯，以及如何为用户提供优质、便捷、
可负担的医药产品及医疗健康服务。

签约家庭医生……京东健康为特殊的群体提
供便利服务。截至2020年9月20日，京东健康
旗下的京东互联网医院平台上已有超过
68720名自有和外部医生，日均问诊量超过9
万；与知名专家合作，共建了16个不同疾病领
域的专科医疗中心；所属全职医生团队平均
拥有超过15年的医疗专业经验。
疫情期间，湖北地区因封城导致慢性病
患者面临买药难甚至断药的问题，京东健康
第一时间开展了断药求助信息公益项目，一
个多月内帮助2万人成功解决了购药需求。据
悉，疫情以来，京东健康紧急上线“防范阻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平台，提供在线问诊和心
理疏导服务，随后在互联网医疗领域率先将
免费问诊范围从新冠肺炎相关科室，扩大至
全部科室的所有疾病领域。京东健康日均接
诊超过10万人次，这为一线医疗机构分担了
压力，也让大量用户可以安全便捷地获取专
业的问诊服务。
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病患者
群体的续方购药需求，京东健康在线问诊平
台可以提供复诊续方的专业服务，还有在线
药师为患者提供用药建议，保障用药安全。
以慢病管理为例，慢病患者大多需要长
期服药，容易与平台形成较高的黏性。不只是
疫情的特殊时期，日常生活中，慢性病也存在
就医问诊难的情况。据悉，大部分糖尿病患者
病情具备稳定特征，除了定期检查、开药用药
等就医、治疗需求，患者的“刚需”还包括情感
和心理上的支持与鼓励。但是从患者就医频
率来看，近半数患者每月就医一次，仅有1.6%
的患者能做到每周就医，对于大多数糖尿病
患者来说，通过线下就医问诊很难满足日常
就医与管理需求。
在药品方面，京东健康通过与国内外知
名制药企业深度合作，进一步完善药品供应
链，从源头提高药物的可及性，借助京东健康
旗下“京东药急送”的即时配送和冷链服务能
力搭建“网订店送”服务闭环，在解决药品储
存、运输难题的同时，有效满足患者的长期用
药、临时用药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