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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研说明

中商情报网全新发布的《2014-

2018年中国中药大健康产业市场前景调查及投资研究报告》主要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发

改委、商务部、中国海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国内外

相关刊物的基础信息以及行业研究单位等公布和提供的大量资料，结合深入的市场调研资

料，由中商情报网的资深专家和研究人员的分析。首先，报告对本行业的特征及国内外市

场环境进行描述，其次，对本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等进行了细

致的详尽剖析，接着报告中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并分析相关经营财务数据。最后

，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投资风险及投资策略给出科学的建议。本报告是行业生产、



贸易、经销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洞察市场先机，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领导层做战略规划提供了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

科学的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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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药加工的产业链分析

二、中药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三、中药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一）中药工业总产值

（二）中药产品销售规模

（三）中药行业利润总额

四、中药行业市场结构分析

五、中药产品进出口情况分析

第二节 中药研发投入潜力分析

一、中药研发的投入情况分析

二、中药研发技术应用状况分析

（一）中药有效成分提取新技术

（二）中药与天然药物生物技术

（三）中药研发的纳米技术应用

（四）中材研发的发酵技术应用

（五）中药研发的膜分离技术应用

（六）中药研发的生物技术应用

三、中药研发市场的发展建议分析

（一）促进中药研发的建议分析

（二）中药研发的路径选择解析

（三）新药研究的系统思维运用

（四）中药研发可选择联合开发

（五）新药研发立题应遵循的要求



四、中药研发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第三节 中成药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成药市场发展现状分析

二、中成药的产量情况分析

（一）中成药总体产量情况

（二）中成药区域生产情况

三、中成药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一）中成药行业发展概况

（二）中成药行业企业规模

（三）中成药行业资产规模

（四）中成药行业销售收入

（五）中成药行业利润总额

四、中成药的进出口市场分析

（一）中成药出口市场分析

（二）中成药进口市场分析

五、中成药市场发展策略分析

六、中成药行业发展走向分析

七、中成药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第四节 中药饮片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药饮片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药饮片行业规范发展

（二）中药饮片行业发展现状

（三）中药饮片产量情况分析

二、中药饮片行业发展规模分析

（一）中药饮片行业发展概况

（二）中药饮片行业企业规模

（三）中药饮片行业资产规模

（四）中药饮片行业销售收入

（五）中药饮片行业利润总额



三、中药饮片进出口市场分析

（一）中药饮片出口市场分析

（二）中药饮片进口市场分析

四、中药饮片炮制市场运营分析

（一）中药饮片炮制市场现状

（二）中药饮片炮制经营策略

（三）中药饮片炮制技术分析

五、中药饮片市场发展战略分析

六、中药饮片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第五节 植物提取物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植物提取物行业技术水平

（二）植物提取物行业经营模式

（三）植物提取物行业进入壁垒

（四）植物提取物行业发展现状

二、植物提取物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三、植物提取物行业需求规模分析

四、植物提取物的进出口情况分析

五、植物提取物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六、植物提取物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第九章 中国中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潜力分析

第一节 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规范分析

二、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目标人群

三、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现状

四、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存在的问题

五、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发展策略分析

第二节 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市场潜力分析

一、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发展分析



二、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发展优势分析

三、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发展现状分析

四、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细分市场分析

（一）中医药健康检测市场分析

（二）中医药健康咨询市场分析

（三）中医药疾病康复市场分析

（四）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市场分析

五、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市场发展潜力

第三节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市场潜力分析

一、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准入制度

二、中医养生保健市场发展现状

三、中医养生会馆建设情况分析

四、中医养生保健连锁经营分析

五、中医养生保健市场规模分析

六、中医养生保健市场竞争分析

七、中医养生保健市场潜力分析

第四节 中药健康养老服务市场潜力分析

一、中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优势分析

二、中药健康养老服务市场发展现状

三、中药健康养老服务需求规模分析

四、中药健康养老服务市场存在的问题

五、中药健康养老服务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第五节 中医药服务贸易市场潜力分析

一、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医药服务贸易支持政策

（二）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优势

（三）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模式

二、中医药服务贸易市场规模分析



三、中医药服务贸易重点项目分析

四、中医药服务贸易市场潜力分析

第十章 中国中药保健品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第一节 中药保健品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药保健品发展状况分析

（一）中药保健品种类情况

（二）中药保健品开发现状

（三）中药保健品市场优势

（四）中药保健品发展方向

二、中药保健品市场规模分析

三、中药保健品市场需求分析

（一）中药保健品需求特点

（二）中药保健品需求人群

（三）中药保健品消费现状

四、中药保健品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一）增强免疫力保健品市场分析

（二）缓解疲劳类保健品市场分析

（三）改善睡眠类保健品市场分析

（四）营养补充类保健品市场分析

（五）美容养颜类保健品市场分析

（六）减肥类保健品市场分析

（七）降血脂类保健品市场分析

（八）降血糖类保健品市场分析

五、中药保健品进出口情况分析

（一）中药保健品进口情况

（二）中药保健品出口情况

六、中药保健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七、中药保健品的市场潜力分析

第二节 中药保健饮料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药保健饮料研发种类分析

二、中药保健饮料市场发展现状

三、中药保健饮料市场规模分析

四、中药保健饮料市场消费情况

五、中药保健饮料市场潜力分析

第三节 中药保健茶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药保健茶品种研发情况

二、中药保健茶产量情况分析

三、中药保健茶市场规模分析

四、中药保健茶市场竞争现状

五、中药保健茶市场需求情况

六、中药保健茶市场潜力分析

第四节 中药保健酒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药保健酒市场发展现状

二、中药保健酒主要品牌分析

三、中药保健酒市场规模分析

四、中药保健酒市场竞争现状

五、中药保健酒市场销售分析

六、中药保健酒市场潜力分析

第五节 中药药膳食品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药膳食品市场发展现状

二、药膳食品研发情况分析

三、药膳食品市场规模分析

四、药膳食品市场竞争现状

五、药膳食品细分市场分析

（一）保健类药膳食品市场分析

（二）预防类药膳食品市场分析

（三）治疗类药膳食品市场分析

（四）康复类药膳食品市场分析



六、中药保健酒市场潜力分析

第十一章 中国中药日化用品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第一节 中药日化用品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药日化用品发展优势分析

二、中药日化用品市场发展现状

三、中药日化用品市场规模分析

四、中药日化用品市场结构分析

五、中药日化用品市场需求现状

六、中药日化用品发展影响因素

第二节 中药药妆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药药妆市场发展分析

（一）中药药妆发展概况

（二）中药药妆品牌分析

二、中药药妆市场经营状况分析

（一）中药药妆市场经营规模

（二）中药药妆市场需求现状

（三）中药药妆营销模式分析

（四）中药药妆市场竞争现状

三、中药药妆细分产品市场分析

（一）保湿类药妆市场分析

（二）祛斑类药妆市场分析

（三）美白类药妆市场分析

（四）抗衰老药妆市场分析

（五）祛痘类药妆市场分析

（六）去角质药妆市场分析

四、中药药妆市场发展困境分析

五、中药药妆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第三节 中药洗发水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药洗发水主要品牌分析



二、中药洗发水市场发展现状

三、中药洗发水市场规模分析

四、中药洗发水市场价格分析

五、中药洗发水市场竞争现状

六、中药洗发水市场销售分析

七、中药洗发水市场潜力分析

第四节 中药沐浴露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药沐浴露主要品牌分析

二、中药沐浴露市场发展现状

三、中药沐浴露市场规模分析

四、中药沐浴露市场价格分析

五、中药沐浴露市场竞争现状

六、中药沐浴露市场销售现状

七、中药沐浴露市场潜力分析

第五节 中药牙膏市场发展潜力分析

一、中药牙膏主要品牌分析

二、中药牙膏市场发展现状

三、中药牙膏市场规模分析

四、中药牙膏市场价格分析

五、中药牙膏市场竞争现状

六、中药牙膏市场销售分析

七、中药牙膏市场潜力分析

第十二章 中国重点区域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第一节 广东省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一、医疗保健的支出情况分析

二、中药材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三、中医药工业产值规模分析

四、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五、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



第二节 浙江省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一、医疗保健的支出情况分析

二、中药材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三、中医药工业产值规模分析

四、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五、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

第三节 甘肃省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一、医疗保健的支出情况分析

二、中药材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三、中医药工业产值规模分析

四、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五、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

第四节 山西省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一、医疗保健的支出情况分析

二、中药材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三、中医药工业产值规模分析

四、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五、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

四、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第五节 湖南省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一、医疗保健的支出情况分析

二、中药材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三、中医药工业产值规模分析

四、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五、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

第六节 江西省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一、医疗保健的支出情况分析

二、中药材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三、中医药工业产值规模分析



四、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五、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

第七节 河南省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一、医疗保健的支出情况分析

二、中药材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三、中医药工业产值规模分析

四、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五、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

第八节 湖北省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分析

一、医疗保健的支出情况分析

二、中药材资源分布情况分析

三、中医药工业产值规模分析

四、大健康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五、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潜力

第十三章 中国中药大健康产业领先企业发展战略分析

第一节 药企大健康产业战略分析

一、天士力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二、广东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三、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四、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六、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七、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八、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九、哈药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十、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十一、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十二、吉林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十三、滇虹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十四、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十五、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十六、漳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十七、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十八、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十九、包头东宝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二十、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分析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品研发

（六）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第二节 连锁药店大健康产业战略分析

一、中国海王星辰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二、云南鸿翔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三、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四、国药控股国大药房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五、广东大参林连锁药店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六、湖南怀仁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七、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八、青岛众生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九、北京永安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十、云南健之佳连锁健康药房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十一、甘肃德生堂医药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企业药店门店数量及分布

（四）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战略

（五）企业中药大健康产业优势

第十四章 2014-2018年中国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前景及投融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4-2018年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中药大健康产业驱动因素

二、中医药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三、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趋势

四、中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前景

第二节 2014-2018年中药大健康产业投融资机会

一、中药大健康产业投融资壁垒分析

（一）市场准入壁垒



（二）资金壁垒

（三）技术及人才壁垒

（四）品牌经验壁垒

二、中药产业投融资机会分析

三、中药大健康产业投融资机会

四、中药大健康产业细分领域投融资机会

（一）中药农业投融资机会分析

（二）中药加工工业投融资机会分析

（三）中药健康服务市场投融资机会

（四）中药日化用品市场投融资机会

（五）中药保健品市场投融资机会

第三节 2014-2018年中药大健康产业投融资风险

一、产业政策风险

二、宏观经济风险

三、市场经营风险

四、市场竞争风险

五、技术研发风险

第三节 2014-2018年中药大健康产业投融资策略

一、中药大健康产业融资渠道分析

（一）银行信贷

（二）小额贷款公司

（三）村镇银行

（四）信托/基金公司

（五）信用担保公司

二、中药大健康产业投融资模式

三、中药大健康产业投融资策略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中药大健康产业相关政策汇总

图表《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解读



图表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中国中药大健康产业市场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中国中药农业产值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5-2013年中国中草药播种面积统计

图表中药材特色农产品种植区域划分布图

图表中药材种植产值效益参考

图表中国五大中药都交易会会期统计

图表2010-2013年中国中药材市场交易规模统计

图表中国主要地区交易份额

图表中药材加工业需求链组织模式示意图

图表中国中药产业市场份额

图表2006-2013年中国中成药产量统计

图表2010-2013年中国各主要省区中成药产量情况

图表2013年中国主要省区中成药产量比例

图表2013年中国中成药行业经济指标统计

图表2013年中国中药饮片行业经济指标统计

图表国际市场需求量较大的植物提取物品种及其适应病症

图表2011-2013年中国中药植物提取物进出口情况

图表2008-2013年中国中药保健品市场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中国中药日化用品市场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广东省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浙江省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甘肃省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山西省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湖南省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江西省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河南省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图



图表2008-2013年湖北省居民医疗保健支出规模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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