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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 引 生 活 ． 專 注 健 康

牽你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是由一群醫藥界的專業人士所成立的國際集團。我們一直致力在健康產

業上提供全面及不同範疇的服務，從健康產品及藥品的生產、到連接大灣區的線上跨境大健康電商

平台、及至利用新科技打造的在線醫健美專家顧問應用程式等，透過多重渠道，全方位地為大眾帶

來優質健康生活。

 

牽你康國際集團旗下為「牽你康國際有限公司」、「牽你康 360 市場策劃有限公司」、「牽你康醫健

美諮詢顧問有限公司」及「唯家薈跨境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每間公司既獨立專注於與不同大健康產

業的項目發展外，亦善於資源的整合運用，致使各公司環環相扣，相互聯乘，共同實踐集團的成立理

念：「牽引生活．專注健康」。

Zenecom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is an international group established by a group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committed to providing comprehensive and diverse services in 

the health industry. From the production of health products and pharmaceuticals, to the 

connection to the cross-border "Big Health" e-commerce platform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o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y to create an online healthcare consultation application, it aims at 

bringing quality and healthy life to the public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in all aspects.

 

Companies under the Zenecom International Group include "Zenecom International Limited", 

"Zenecom 360 Marketing Limited", "Zenecom Healthcare Consultants Limited" and "Zenecom 

Cross-Border E-Commerce Limited". Each company focuses independently on developing 

different projects in the big health industry. Nevertheless, they are also good at integrating 

and utilizing resources such that the companies are interlinked and interoperable. Together 

they join hands to realize the Group's founding philosophy: "Leading Life. Focusing on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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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最新政策出台
開拓藥品跨境零售創新局面
藥品在通過跨境電商進入內地時向來嚴格，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國務院公佈最新政策出台，

批准河南省內跨境電商可以進口部份 OTC 非

處方藥品，而唯家薈 x 跨境通更是作為首批政

策試點企業。

跨境電商進口藥品試點是河南省作為跨境電商

創新發展的一個重大創新成果。

作為河南省鄭州首批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的試

點企業，唯家薈 x 跨境通致力於為市民提供便

民、利民、惠民的服務，積極開拓創新，有利於

推動醫藥電商、醫藥新零售行業的發展，藥品

流通市場也將逐步呈現多渠道流通模式。通過

數據的整合分析，唯家薈跨境通攜手實體藥店，

從傳統經營到營銷運營，聯動線上線下，優化

了業務流程和運營效率。深入貫徹“健康中國

2030”行動及“互聯網 + 醫藥”發展模式。

在此新政策的支持下，唯家薈 x 跨境通亦將進

一步加快線下藥房跨境新零售佈局，積極投身

於大健康產業領域，與各地實體藥店攜手合作，

發展跨境新零售模式 ！



Zenecom Group Connect

- 4 -

南方航空 X 跨境通
聯動創新模式　携手開拓跨境新零售

牽你康國際集團旗下跨境通與南方航空簽署啟動戰略合作項目協議，正式將唯家薈跨境電商平台

智能售賣機引入全國南方航空貴賓室。作為全中國客運量最大的航空公司，本次合作預計將為超過

1.51 億用戶帶來全新的跨境購物體驗，同時也會為超過 10 萬名南航員工提供優質產品。

此次跨境通與南方航空達成的戰略合作，是“跨境電商 + 互聯網 + 航空”聯動的創新模式，透過合

理運用消費者的碎片化時間，結合線下情景化需求，為南航旅客及用戶帶來更高品質的跨境購物體

驗。此次兩大集團聯手，亦是對於跨境新零售行業發展模式的新探索，有利於推動行業的積極發展，

並且滿足了人們對海境外高品質商品的需求。

唯家薈將再次緊貼新零售方向，透過線上小程序，線下智能售買機方式，全力打造面向消費者至全

中國的一站式跨境購物平台！

圖片來源 ： 中國南方航空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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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家薈跨境通攜手壽生堂，以「熱力五月・美好生活節」和

「520 家庭日」為主題開啟了兩場盛大活動，此次活動帶來

了超大優惠力度，吸引了眾多市民購物和博主宣傳。同時，

線上線下聯動推廣銷售，更為商家提升超過 30% 銷售額。

作為一站式海外購平台，唯家薈跨境通憑藉優質服務以及

好口碑，得到了眾多消費者的認可。 在極短的時間內，唯家

薈跨境通已經全線登陸了 29 家普寧壽生堂門店，廣東省內

更是登陸超過 40 個線下佈點，輕鬆打造跨境購物生態圈，

為更多消費者帶來優質服務，享受美好的購物體驗。商家也

可以透過唯家薈平台，直接將大健康產品帶入內地，接觸中

國龐大市場。

此次活動圓滿結束，未來唯家薈將會全國佈點，與更多實體

店攜手合作，打造一個個高效便捷的跨境購物生態圈，讓消

費者足不出戶就可以買到全球好貨，享受沉浸式購物體驗。

唯家薈極力推動在內地普寧市進行品牌宣傳及推廣，

投放唯家薈的廣告在不同媒體上，包括在普寧市內的

大型購物商場 ( 美佳樂、萬泰滙 )、萬泰滙電影院以及

大型戶外廣告板都可以看到唯家薈的廣告，讓客戶加

深對唯家薈大健康平台的了解及關注。

唯家薈跨境通 X 壽生堂
攜手推動「熱力五月・美好生活節」

唯家薈國內戶外強勢推廣



唯家薈已設置超過 40 個線下佈點
覆蓋超過 45,000,000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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