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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首张
药店地图

一种

全新的“寻药”方式即将诞生
互联网时代下，我们正在让这样的场景变成现
实-当市民有买药的需求时，掏出手机动动手指，就
能找到最适合的药店，一网打尽所有信息：哪家药
店24小时营业，药最便宜，服务最优质……方便市
民可以一键导航来精准寻药。

首张

汇聚口碑的“药店地图”呼之欲出
今日起，成都商报、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启动“打
造成都药店地图·百强金口碑药店”评选活动，邀请
全民共建共享首张“药店地图”。通过市民的推荐以
及口碑为评价维度，全城寻找“百强金口碑药店”。
这100家金口碑药店将点亮药店地图，全方位“晒”
出药店信息以及服务，
便于市民优先进行选择。

评选活动
今日起进入推荐阶段

我们欢迎市民推荐以及药店自荐的
形式来汇聚全成都的药店坐标，装进“药
店地图”，共同开启市民寻药的新时代。为
了进一步搜集市民的需求，我们将同步启
动“寻医问药行为万人大调查”，收集和分
析市民寻医问药的痛点和难点，给予解决
方案，
服务于民。

邀你共同来打造

全民推荐身边的药店，
“百强金口碑药店”评选活动今日启动
寻访

舍近求远买药
“高人气药店”
的秘诀
是
“实惠”
昨日上午9时，艳阳早
早地炙烤着成都。当成都商
报记者走进位于三槐树路
10号的一家药房时，里面却
已是人头攒动，顶着烈日来
买药的人络绎不绝。在人声
鼎沸的店堂里，顾客们向药
品柜台内的营业员大声地
询问着药品，
不时还有店内
药师抱着几大盒药品从库
房里出来，在里三层、外三
层的人群中穿梭而过。记者
注意到，买药的顾客中绝大
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我是早上6点就起来，
从新都坐公交车又转地铁，
赶过来买药的。”68岁的顾
客 刘 女士 说，自己有糖 尿
病，老伴则有高血压，所以
每个月至少要跑两三趟药
店。而当记者询问为啥这么
多中老年人会冒着酷暑，赶
远路来这家药店买药时，刘
女士和其他受访的几位市
民异口同声地说，
“ 这里的
药便宜啊！
”
刘女士称，几年前，她
就听朋友说这里买药便宜，
特意赶过来的，从那以后就
一直在这里买药。
“ 我和老
伴长期吃的药有7种，在这
里每种药的价格比外面都
便宜一到两成，有时候店员
还会主动告诉我哪些药在
搞活动打折，
算下来一个月
总共能省近200元。
”
而另一位正在店里抓
中药的马先生告诉记者，自
己因患慢性病要长期服药
调 理，但 家 庭 经济确实困
难，为了能坚持治疗，医生
建议他到这家药店来抓药，
“能省一点是一点啊。
”
为啥这家药店卖的药
比其他地方便宜？记者找到
了药店的负责人李女士。李
女士介绍，店里都是从正规
渠道进货，卖的都是“资格
药”
，
“可能我们的经营理念
和别人不一样吧，就是薄利
多销。
”她表示，除了价格便
宜之外，店里还希望尽量为
顾客做好服务，一方面店里
日常销售的药品种类约
3000种，比一般药店要多一
些；另一方面，在注册药师
普遍紧缺的情况下，这家药
店却很“奢侈”地拥有4名药
师，十多名营业员同时接待
顾客。
“ 我们希望这些做法
能让凡是走进店里的顾客
都能获得良好的服务，对营
业额增加也有好处。
”

活动

市民

监管
部门

金口碑药店，
要有一颗帮助顾客的心

邀全民共建
“寻药地图”
“金口碑药店”
请你推荐

金口碑药店，
要能守住质量的生命线

圆桌热议

金口碑药店

成都商报、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启动
“打造成都药店地图·百强金口碑药店”
评
选活动，
邀请成都市民共同打造全国首张
特色的
“寻药地图”
。
该地图将收集全成都
所有药店信息，
同时汇聚市民口碑共同评
选出药店中的
“金口碑药店”
，
金口碑药店
点亮药店地图形成显著坐标，
享有全方位
展示药店信息以及优惠活动的权益，
便于
市民优先选择，
一键导航。
即日起，该活动面向全社会发出
“征集令”，如果你是药店工作人员，想
要自己所在的药店登上“药店地图”来
获得长期的展示，欢迎踊跃自荐；如果
你是普通市民，
想跟大家分享心中的口
碑药店，请积极推荐，让更多人买到实
惠的药品，
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 活动流程 |
征集阶段：
7月17日~23日
评选阶段：
7月24日~8月上旬
评选平台启动网络投票，市
民可登录评选平台，为心目中的
“金口碑药店”投上支持的一票，
我们将网络票选结果报请监管部
门以及行业协会来进行把关。
公示阶段：
9月

行业
声音

公示阶段结束后，我们将在
已拥有百万用户的“成都商报四
川名医”微信公众号推出“药店地
图”
功能，
开启市民寻药新方式。
报名方式：扫描二维码关注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微信公众号，
在公众号底部菜单栏中点击
“药店
评选”进入专题页面，在页面上点
击
“征集通道”
，
即可在线上传药店
的信息，
提交审核过后可以在评选
平台显示。
若有药店连锁企业批量
上传资料，
欢迎联系cdsbscmy@sina.com，
或咨询热线028-69982575
（工作日）、
18583795519。

金口碑药店，
除了解决健康问题，还要做好服务

各方热议：
什么是
“金口碑药店”
？
什么样的药店，能称得上“金口碑药店”？像刘女士爱去的这家价格便宜的药店，就是好药店吗？规模大、连锁多，会员
卡到处都能用，算是好药店吗？这个问题可能和“什么是好医生”一样，难以有一个广泛认可的标准。不过，俗话说：
“金杯银
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不论是古时候的中药铺还是现代的社区药店，顾客之间口口相传、互相交换的这份口碑，是真实
反映老百姓评价的
“金标准”。
那么，
这些口碑究竟是如何凝结起来的呢？
消费者、
从业者和监管者都有自己的看法：

/ 市民 /
金口碑药店，
要有一颗帮助顾客的心
药店顾客 曹锋 职业：
公务员
价格实惠是一方面，此外药品毕竟是比较专业的东西，去药店买药
时，普通人免不了要跟店员咨询交流一下、寻求帮助，所以药店的服务
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店员能熟练解答药理上的问题，并针对顾客描述的
疾病提出合理建议的话，这样的服务可以打高分。但如果营业员不由分
说就开始推销药的话，
在我心中就“扣分”。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国家法律法规。
第二，
诚信经营，
把好药品质
量关，
不销售假劣药品，
不做虚假广告，
不夸大宣传，
不欺骗顾客；
第三，
利
用专业知识做好处方审核及用药指导，
并满足群众的药学服务需求。

/ 行业声音 /
“药店不仅是卖商品，
更要解决顾客的健康问题”
成都市医药商会会长/四川德仁堂药业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 邹康禄

网友 @冰粉儿 职业：
学生

药店一定要重视服务，药品是一个特殊商品，不能把药店开成了普
通商店，光靠打价格战来吸引顾客。顾客来药店买药图个安心、放心，除
了考虑药品的价格外，还格外注重品质、疗效，所以一定要让消费者有
良好的被服务感受。在销售商品的同时传递健康理念，整体解决消费者
的健康问题。

我家小区门口有一家药店，
不论你买什么药，
店员都喊你搭配维生素
C泡腾片，
简直奇葩！
尽管离得近，
我们全家都从来不去这家药店买药。

金口碑药店：
有创新手段，
提供多样化服务

医者父母心，
为顾客着想的才是好药店

/ 监管部门 /
金口碑药店，
要能守住质量的生命线
成都市食药监局 药品市场监管处 郑永珍
医药界有句话说，一粒药有“三条命”：病
人的命、企业的命、员工的命。一家药店的
“根本”在于卖合格的药，质量安全是一条
基本的“及格线”。一家药店要想获得“金
口碑”，应该做到：第一，严格遵守《药品
管理法》、
《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

责编 高升祥 美编 黄敏

成都瑞森药业连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彦明
我觉得一家好药店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药品是关乎生命安全
的，质量安全必须做到位；
第二是合理的价格；
第三点最重
要，那就是要为顾客做好服务。现在老百姓看病不容
易，一些常见病、简单的健康问题，如果能通过诚
信、
专业的药店渠道来解决，
那就是为老百姓造
福。
像我们连锁药店就经常请华西、
中医附院
等大医院的专家给员工做培训，
就是希望能
提高服务水平，
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除了以
上三点，药店还可以再做一些差异化的
东西，
比如慢病管理、
电商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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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医问药”万人大调查

填问卷
抢现金红包

即日起，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启动
“万人求医问药行为大调查”
行动，
调查
表分为
“求医”
和
“问药”
两个部分，
分别
针对市民求医就诊和购药的需求，
开展
预计线上线下受调查样本量总计在一
万人以上的大型服务调查。
我们将寻找
市民在寻医问药上存在的痛点，
分析市
民的需求，
并以需求为导向，
提供多样
化的解决方案。据悉，这是媒体首次启
动大规模的寻医问药调查行动。此刻
起，
请你参与到调查活动中，
展现你在
寻医问药中遇到的困惑，我们愿意倾
听，
并全力为你提供一份便利。
扫码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公
众号，进入公众号后在底部对话框输
入“调查”即可获得调查表，填写完调
查问卷的市民都将有机会获得抽奖红
包。同时，点击底部栏目条的“金口碑
药店”的专题页面，也可以参与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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