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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领域、工作任务及职业技能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人
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现场检查指导原则》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附录 1 冷藏、冷冻药品的储存与运输管理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附录 2 药品经营企业计算机系统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附录 3 温湿度自动监测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附录 4 药品收货与验收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附录 5 验证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国家药监局关于当前药品经营监督管理有关事宜的通告》
3 术语和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界定的以及下列
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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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药品
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
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化学药和生物制品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2019 年 08 月 27 日，第二条]
3.2 首营企业
是指采购药品时，与本企业首次发生供需关系的药品生产或者经营企业。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6 年 07 月 20 日，第一百七十八条]
3.3 首营品种
是指本企业首次采购的药品。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6 年 07 月 20 日，第一百七十八条]
3.4 新药
是指未曾在中国境内上市销售的药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 2019 年 3 月 2 日(第二次修订)，第
七十七条]
4 适用院校专业
4.1 参照原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药剂、中药、中药制药、制药技术、生物技术制药、药品食
品检验、生物药物检验、生物化工（生物制药技术方向）、商品经营（医药商品
经营方向）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药学、中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药品服务与管理、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药品质量与安全、连锁经营管理（药品方向）、物流管理（药品方
向）、电子商务（药品方向）、药物制剂技术、生物制药技术、化学制药技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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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制药技术等相关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药学、中药学、药事管理、中药制药、制药工程以及医药
类院校开设的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4.1 参照新版专业目录
中等职业学校：药剂、中药、中药制药、制药技术应用、药品食品检验、生
物药物检验。
高等职业学校：药学、中药学、药品经营与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药品
质量与安全、药物制剂技术、中药制药、药品生物技术。
应用型本科学校：药学、中药学、药事管理、中药制药以及医药类院校开设
的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学校：药学、药事服务与管理、中药制药、药品质量管理。
5 面向职业岗位（群）
主要面向医药行业药品流通服务领域的药品采购、药品销售、药品营销、药
品仓储、药品质量管理等岗位，主要完成医药商品购进、销售与策划、药品服务、
用药指导、储运与养护、质量管理、营运管理、信息管理、经济核算等工作。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依次递
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药品购销】
（初级）：主要面向药品流通企业，从事医药商品购销、顾客服
务、非处方药推介、处方药调配、药品陈列、药品储存养护、柜组核算等基础性
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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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购销】
（中级）：主要面向药品流通企业，从事医药商品市场调研、销
售促进、电商服务、质量管理、用药咨询、用药安全指导、慢病患者用药服务、
药品收货与验收、药品特殊储存和重点养护、药品盘点、经济核算等技术工作。
【药品购销】
（高级）：主要面向药品流通企业，从事医药商品营销策划、营
销实施、营运管理、信息管理、常见病体征分析、常见病临床用药指导、新员工
带教、医药网络推广、营销业绩评估等技术工作。
6.2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与顾客有效交流，确认顾客需求。

1.1 顾客接待

1.1.2 能正确接待顾客的查询并做好记录。
1.1.3 能正确处理顾客来函、来电业务并做好记录。
1.1.4 能对营业场所进行规范整理。
1.2.1 能提供送药上门、器械出租服务 。

1.顾客服务 1.2 便民服务

1.2.2 能提供代客煎药服务。
1.2.3 能为顾客提供健康监测及基本的健康生活指导。
1.2.4 能结合药品特性进行包装和捆扎。
1.3.1 能正确处理顾客的投诉并做好记录。

1.3 投诉处理

1.3.2 能向客户解释药品退、换货的规定。
1.3.3 能准确填写药品退、换货单。
1.3.4 能及时处理一般的突发事件。
2.1.1 能根据顾客需求介绍常用非处方药品。
2.1.2 能借助药品说明书解释常用非处方药品的作用、

2.1 非处方药 用途。
推介
2.药品服务

2.1.3 能借助药品说明书解释常用非处方药品的主要不
良反应及注意事项。
2.1.4 能了解顾客使用药品后的满意度。

2.2 处方药调 2.2.1 能解释处方用语。
配

2.2.2 能对处方的规范性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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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2.3 能解释处方用语。
2.2.4 能解释处方中所列药品的用药合理性。
2.2.5 能按规定要求，正确完成处方药调配。
2.3.1 能借助药品说明书解释常用药品的作用、用途、
主要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
2.3.2 借助药品说明书指导顾客正确使用药品和存放药

2.3 用药服务

品。
2.3.3 能正确记录已调配的药品。
2.3.4 能对特定顾客做药历记录并进行随访，提供个性
化服务。
3.1.1 能索取首营企业资料。

3.1 药品购进

3.1.2 能填报首营企业、首营品种审批表。
3.1.3 能根据进、销、存动态编制采购计划。
3.1.4 能按照洽谈要求签订药品购销合同并管理合同。
3.2.1 能索取新客户材料。
3.2.2 能填写新客户资质审批表。

3.药品购销

3.2 药品销售

3.2.3 能根据市场分析制定销售计划。
3.2.4 能按照约定签订销售合同。
3.2.5 能配合实施药品调价操作。
3.3.1 能建立目标客户信息档案。
3.3.2 能运用客户访谈技巧与客户有效沟通并解答客户

3.3 售后服务

异议。
3.3.3 能制定对客户的拜访计划。
3.3.4 能实施现场拜访并形成总结分析报告。
4.1.1 能对采购到货和销后退回药品进行收货，并形成
收货记录。
4.1.2 能按药品的功能属性、剂型及管理要求分类陈列

4.药品储存
养护

4.1 药品储存

药品。
4.1.3 能根据药品质量特性对在库药品进行合理储存。
4.1.4 能准确复核出库药品。
4.1.5 能按药品的质量特性、储存分类要求、运输温度
要求进行拼箱。
6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4.2.1 能对库房温湿度进行有效监测和调控。
4.2.2 能对营业场所温度进行监测和调控并记录。

4.2 药品养护

4.2.3 能按养护计划对库存药品的外观、包装等质量状
况进行检查。
4.2.4 能根据药品检查情况建立养护记录。
4.2.5 能对近效期药品进行预警和催销。
4.3.1 能从药品外观及包装判别质量可疑药品。
4.3.2 能按规定的程序处理不合格药品并建立不合格药

4.3 不合格药 品台账。
品、退货药品 4.3.3 能按规定的程序处理销售退回和采购退货药品，
的处理

并形成记录。
4.3.4 能汇总退、换货药品数量、原因等信息，并出具
报告。
5.1.1 能清点、管理现金。

5.1 柜组核算

5.1.2 能使用各类非现金支付结算方式。
5.1.3 能填制、审核各种票据和凭证。
5.1.4 能填制进销存日报表。
5.2.1 能制定零售门店盘点工作计划。

5.药品核算 5.2 门店盘点

5.2.2 能按照零售门店要求进行初点、复点和抽点。
5.2.3 能按操作规程进行盘点作业并填写相关单据。
5.2.4 能正确填写《盘点损益报表》。
5.3.1 能依据合同通过谈判技巧回收货款。

5.3 应收、应 5.3.2 能正确填写台账、货款回收单并解缴回收的货款。
付结算

5.3.3 能与销售客户进行应收货款的对账。
5.3.4 能有效地核查药品流向。

表 2 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熟识常用药品的商品名、英文名。

1.药品服务 1.1 药品推介

1.1.2 能介绍常用药的作用机理及体内过程特点。
1.1.3 能介绍新药的特点并进行同类药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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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4 能根据常见疾病症状提供药学咨询和安全指导。
1.1.5 能根据顾客需求推介中成药。
1.2.1 能进行医药文献检索。

1.2 药品信息
服务

1.2.2 能综合医药和营销知识分析医药市场，与客户交
流洽谈药品购销问题。
1.2.3 能从病理、药理等专业角度介绍特定药品。
1.2.4 能够按照培训方案开展培训指导。
1.3.1 能与慢病患者有效沟通交流并了解疾病史、用药
史、就医史。

1.3 慢病患者
服务

1.3.2 能为慢病患者建立档案。
1.3.3 能对慢病患者进行血压、血糖等基本检测并解读
诊断指标。
1.3.4 能根据疾病种类对慢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健康
促进。
2.1.1 能设计产品调研问卷，并制定调研方案。

2.1 市场调研 2.1.2 能采用二手资料和实地调研法完成新品调研工
与 新 品 种 开 作。
发

2.1.3 能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并撰写调研报告。
2.1.4 能对客户的市场能力和资金信用进行评估。
2.2.1 能灵活应用各种销售促进技巧。

2.2 销售促进

2.2.2 能根据市场状况制定促销方案。
2.2.3 能分析各种供销渠道并建立协作构架和网络。
2.2.4 能进行大客户管理。

2.药品营销

2.3.1 能根据客户情况制定谈判方案。
2.3.2 能按照谈判方案、运用谈判技巧与客户进行商务
2.3 商务谈判

会谈。
2.3.3 能分析谈判僵局的类别和成因。
2.3.4 能对谈判情况进行记录、总结。
2.4.1 能制作药品销售网页

2.4 电商服务

2.4.2 能贯彻企业互联网营销策略，实施药品网络营销。
2.4.3 能提供顾客线上用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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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4.4 能完成药品线上销售报表。
3.1.1 能识别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
放射性药品等特殊药品并按照国家规定管理。

3.1 特殊药品
储存管理

3.1.2 能识别含兴奋剂的药品并按照国家规定管理。
3.1.3 能识别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并按照国家规定管
理。
3.1.4 能识别含特殊药品的复方制剂并按照国家规定管
理。

3.药品特殊
储存养护

3.2.1 能确定重点养护品种。
3.2 重点药品 3.2.2.能按规定对重点养护的药品实施养护。
养护

3.2.3 能对重点养护药品建立养护档案。
3.2.4 能对年度养护情况进行总结。
3.3.1 能正确进行库存盘点。

3.3 药品盘点

3.3.2 能正确进行库存结算。
3.3.3 能正确处理盘亏。
3.3.4 能正确处理盘盈。
4.1.1 能审核首营企业购货单位资质。

4.1 首营资料 4.1.2 能建立供货方、客户档案。
审核管理

4.1.3 能审核首营品种资质。
4.1.4 能建立药品质量档案。
4.2.1 能对采购到货和销后退回药品按程序进行验收，
并形成验收记录。

4.药品质量
管理

4.2 药品验收 4.2.2 能对国产药品、进口药品、实施批签发管理的生
检查

物制品、特殊管理药品的相关证明文件进行检查。
4.2.3 能按规定进行抽样检查。
4.2.4 能处理验收异常情况，并填写拒收报告单。
4.3.1 能分析供货单位质量状况，并形成质量分析报告。

4.3 质量信息
管理

4.3.2 能对企业内部质量管理情况进行评审，并填写质
量信息反馈表。
4.3.3 能发起药品追回，协助供应商完成药品召回。
4.3.4 能监测和上报药品不良反应。

5.经济核算 5.1 库存分析

5.1.1 能合理设置安全库存，确定库存高、低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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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5.1.2 能用 ABC 分析法进行库存结构分析。
5.1.3 能用量本利等现代分析法进行库存结构分析。
5.1.4 能进行商品保本保利销售计算。
5.2.1 能应用定量分析、业务分析、行为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对门店进行综合分析。

5.2 经营分析

5.2.2 能分析实际收支与预算等门店内部资料。
5.2.3 能分析门店的财务状况和发展能力。
5.2.4 能比较分析预算和实际收入，提出合理化建议。
5.3.1 能根据借贷记账法处理会计分录。

5.3 会计核算

5.3.2 能处理资金进入企业的核算。
5.3.3 能处理利润分配核算。
5.3.4 能处理其他经济业务的核算。

表 3 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能对常见疾病体征进行分析。

1.1 常见疾病
体征分析及
基础服务

1.1.2 能对老人、孕妇、婴幼儿等特殊人群常见病症进
行分析。
1.1.3 能判别处方用药的合理性。
1.1.4 能根据用药史正确判别和处理药物急性不良反
应。
1.2.1 能解读血液常规化验单的数据含义。

1.常见病体
征分析

1.2 常规化验 1.2.2 能解读尿液常规化验单的数据含义。
单解读

1.2.3 能解读粪便常规化验单的数据含义。
1.2.4 能解读血尿酸常规化验单的数据含义。

1.3 常见流行
病、传染病的
预防教育

2.用药指导

1.3.1 能对季节性流行病进行辨别和分析。
1.3.2 能对常见传染病进行辨别和分析。
1.3.3 能对季节性流行病进行预防指导。
1.3.4 能对常见传染病进行预防指导。

2.1 联合用药 2.1.1 能介绍常见复方制剂的配伍原理。
指导

2.1.2 能解释处方中联合用药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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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2.1.3 能判断处方中起协同作用的药品。
2.1.4 能判断处方中起拮抗作用的药品。
2.2.1 能对老年人进行用药指导。

2.2 特殊生理 2.2.2 能对小儿进行用药指导。
人 群 用 药 指 2.2.3 能对孕、乳期妇女进行用药指导。
导

2.2.4 能对其他特殊个体进行用药指导。
2.2.5 能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心理辅导。
2.3.1 能识别和区分常见生物制品品种。

2.3 生物制品
使用指导

2.3.2 能正确指导生物制品的储存和使用。
2.3.3 能介绍预防用、治疗用和诊断用生物制品的品种。
2.3.4 能介绍疫苗、类毒素和 γ-球蛋白等预防用生物制
品的临床应用价值。
3.1.1 能进行医药市场预测分析。

3.1 营销策划

3.1.2 能制定营销策划方案。
3.1.3 能进行产品经营策略分析。
3.1.4 能进行营销业绩评估。
3.2.1 能应用营销组合策略。

3.2 营销实施

3.2.2 能撰写营销实施报告。
3.2.3 能进行品类管理。
3.2.4 能对新员工进行指导和培训。

3.医药营销

3.3.1 能撰写营销文案和组织实施电子邮件营销。
3.3.2 能撰写营销短信和组织实施短信营销。
3.3 医药网络
推广

3.3.3 制定网络广告投放方案。
3.3.4 能够制定搜索引擎关键字营销方案。
3.3.5 能制定网络社区营销方案。
3.3.6 能根据经营数据分析，制定网络营销和网站优化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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