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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中成药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中成

药行业相关概述、中国中成药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中成药行业的现状、中国中成药行

业竞争格局、对中国中成药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中成药产业发展前景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中成药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成药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

的重要工具。

    中药是我国的民族瑰宝，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形成了与西医相辅相成的医疗科学体系，

目前，中药已经形成了我国为数不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的系统的现代经济产业，由中

药种植业（农业）、中药制造业和中药流通业（商业）构成了完整的经济产业链。当前社会

随着医源性、药源性疾病的日益增加及健康观念的变化和医学模式的转变，相较于化学药毒

副作用相对较大，中成药以其源于天然、副作用小、疗效确切、价格相对低廉的特点和优势

，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中医药学优势凸显，中医药服务发展迅猛。中医药除了被日本、韩国

及东南亚国家广泛应用外，欧美许多国家也相继制定、修改或出台了中医药、传统医药或植

物药法案，中医药的优越性也逐渐被世界所认识并接受。每年我国向日本、韩国、美国、欧

盟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大量的中药材和植物提取物，中医药产业已成为当前我国增长最快的产

业之一。

     随着我国药品监督管理的不断规范，中成药工业发展态势积极，工业总产值已从2011 年

的3,522 亿元增长至2015 年的6,737 亿元，近五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7.61%。中成药工业销售收入

也是稳定增长，增速较前几年有所放缓，与我国医药行业整体趋势相符，进入较为平稳的发

展阶段，销售收入由2011 年的3,318.72 亿元增长至2015 年的6,223.92 亿元，复合增长率

为17.02%。

    中成药（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atent  Prescription）是以中草药为原料，经制剂加工制

成各种不同剂型的中药制品，包括丸、散、膏、丹各种剂型。是我国历代医药学家经过千百

年医疗实践创造、总结的有效方剂的精华。

     纵观中成药产业的市场运行情况，其供需稳中有增，涌现出了一批龙头企业，规模效应开

始显现，如今我国中成药行业开始向现代化、消费品市场及美容保健品市场方向延伸，未来

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中成药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6年上半年我国中成药市场产量达172.5万吨，累计增长4.9%。                                     指标          

  2016年6月             2016年5月             2016年4月             2016年3月             2016年2月             2016年1月    



                          中成药产量_当期值(万吨)             33.2             29.2             28.4             30.6             　***        

    　***                               中成药产量_累计值(万吨)             172.5             139.8             109.2             79.9     

       50.7             　***                               中成药产量_同比增长(%)             6.4             4.7             4             7     

       　***             　***                               中成药产量_累计增长(%)             4.9             0.9             4.9            

2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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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生产批文多，竞争激烈；独家品种竞争力强

 2、中药注射剂以心脑血管、抗肿瘤为主

 四、中药注射剂市场集中度

 1、总体市场集中度

 2、心脑血管市场集中度

 3、抗肿瘤市场集中度

 4、清热解毒市场集中度

 五、中药注射剂重点品种

 1、心血管类注射剂

 2、抗肿瘤类注射剂

 3、清热解毒类注射剂



 六、中药注射剂审批情况

 1、中药注射剂审批现状

 2、中药注射剂审批动向

 七、中药注射剂趋势预测

 1、医保目录增补，提高中药注射剂用量

 2、应用领域扩大，促进中药注射剂发展

 八、中药注射剂投资建议

 1、中药注射剂行业投资价值

 2、中药注射剂行业投资建议

 第三节 中药现代化&mdash;&mdash;中药配方颗粒

 一、中药配方颗粒产品概况

 1、中药配方颗粒的优势

 2、中药配方颗粒相关政策

 二、中药配方颗粒需求调查

 三、中药配方颗粒发展历程

 四、中药配方颗粒市场规模

 五、中药配方颗粒竞争格局

 六、中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

 1、天江药业

 2、北京康仁堂红日药业、

 3、华润三九

 4、其他

 七、中药配方颗粒趋势预测

  

 第四部分 竞争格局分析

 第七章 中成药区域市场调研

 第一节 行业总体区域结构特征分析

 一、行业区域结构总体特征

 二、行业区域集中度分析

 三、行业规模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四、行业效益指标区域分布分析

 五、行业企业数的区域分布分析



 第二节 吉林省中成药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吉林省中成药行业发展规划

 二、吉林省中药材种植现状分析

 1、吉林省中药材资源分布

 2、吉林省中药材种植现状

 3、吉林省中药材GAP基地种植品种

 4、吉林省中药材GAP基地建设水平

 三、吉林省中成药行业运行状况

 四、吉林省中成药行业地位分析

 五、吉林省中成药行业企业分析

 1、企业集中度分析

 2、企业发展及盈亏状况分析

 六、吉林省中成药产量增长情况

 七、吉林省中成药市场趋势调查

 第三节 江西省中成药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江西省中成药行业发展规划

 二、江西省中药材种植现状分析

 三、江西省中成药行业运行状况

 四、江西省中成药行业地位分析

 五、江西省中成药行业企业分析

 1、企业集中度分析

 2、企业发展及盈亏状况分析

 六、江西省中成药产量增长情况

 七、江西省中成药市场趋势调查

 第四节 山东省中成药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山东省中成药行业发展规划

 二、山东省中药材种植现状分析

 1、山东省中药材生产地位

 2、山东省中药材种植特点

 3、山东省中药材区域分布

 4、中药材GAP基地种植品种

 5、中药材GAP基地建设水平



 三、山东省中成药行业运行状况

 四、山东省中成药行业地位分析

 五、山东省中成药行业企业分析

 1、企业集中度分析

 2、企业发展及盈亏状况分析

 六、山东省中成药产量增长情况

 七、山东省中成药市场趋势调查

 第五节 四川省中成药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四川省中成药行业发展规划

 二、四川省中药材种植现状分析

 1、四川省中药材资源分布

 2、四川省中药材种植现状

 3、四川省中药材GAP基地种植品种

 4、四川省中药材GAP基地建设水平

 三、四川省中成药行业运行状况

 四、四川省中成药行业地位分析

 五、四川省中成药行业企业分析

 1、企业集中度分析

 2、企业发展及盈亏状况分析

 六、四川省中成药产量增长情况

 七、四川省中成药市场趋势调查

 第六节 广东省中成药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广东省中成药行业发展规划

 二、广东省中药材种植现状分析

 1、广东省中药材资源分布

 2、广东省中药材GAP基地建设水平

 三、广东省中成药行业运行状况

 四、广东省中成药行业地位分析

 五、广东省中成药行业企业分析

 1、企业集中度分析

 2、企业发展及盈亏状况分析

 六、广东省中成药产量增长情况



 七、广东省中成药市场趋势调查

  

 第八章 2014-2016年中成药行业竞争形势及策略

 第一节 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中成药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1、现有企业间竞争

 2、潜在进入者分析

 3、替代品威胁分析

 4、供应商议价能力

 5、客户议价能力

 6、竞争结构特点总结

 二、中成药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三、中成药行业集中度分析

 四、中成药行业SWOT分析

 第二节 中国中成药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中成药行业竞争概况

 二、中国中成药行业竞争力分析

 三、中国中成药竞争力优势分析

 四、中成药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中成药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4-2016年国内外中成药竞争分析

 二、2014-2016年我国中成药市场竞争分析

 三、2014-2016年我国中成药市场集中度分析

 四、2014-2016年国内主要中成药企业动向

 第四节 中成药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九章 2014-2016年中成药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第一节 吉林省修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建设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六、企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

 第二节 重庆太极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建设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六、企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

 第三节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建设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六、企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

 第四节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建设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六、企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

 第五节 汇仁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建设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六、企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

 第六节 山东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建设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六、企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

 第七节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建设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六、企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

 第八节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建设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六、企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

 第九节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建设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六、企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

 第十节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品结构分析

 三、企业销售网络建设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六、企业种植基地建设情况

  

 第五部分 趋势预测展望

 第十章 2017-2023年中成药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 2017-2023年中成药市场趋势预测

 一、2017-2023年中成药市场发展潜力

 二、2017-2023年中成药市场趋势预测展望

 三、2017-2023年中成药细分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第二节 2017-2023年中成药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17-2023年中成药行业发展趋势

 二、2017-2023年中成药市场规模预测

 1、中成药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2、中成药行业营业收入预测

 三、2017-2023年中成药行业应用趋势预测

 四、2017-2023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 2017-2023年中国中成药行业供需预测

 一、2017-2023年中国中成药行业供给预测

 二、2017-2023年中国中成药行业产量预测

 三、2017-2023年中国中成药行业销量预测

 四、2017-2023年中国中成药行业需求预测

 五、2017-2023年中国中成药行业供需平衡预测

 第四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第十一章 2017-2023年中成药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 中成药行业投融资情况

 一、行业资金渠道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三、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四、中成药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第二节 2017-2023年中成药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四、中成药行业投资机遇

 第三节 2017-2023年中成药行业投资前景及防范

 一、政策风险及防范

 二、技术风险及防范

 三、供求风险及防范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五、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六、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

 七、其他风险及防范

 第四节 中国中成药行业投资建议

 一、中成药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二、中成药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三、中国中成药企业融资分析

  

 第六部分 投资前景研究

 第十二章 2017-2023年中成药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第一节 2016年中成药行业面临的困境

 第二节 中成药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一、重点中成药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二、中小中成药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三、国内中成药企业的出路分析

 第三节 中国中成药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中成药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中成药行业发展的建议对策

 三、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1、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2、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3、重点客户战略管理

 4、重点客户管理功能

 第四节 中国中成药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中国中成药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中国中成药市场发展对策分析

  

 第十三章 中成药行业投资前景研究

 第一节 中成药行业投资前景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 对我国中成药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中成药品牌的重要性

 二、中成药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中成药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中成药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中成药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中成药经营策略分析

 一、中成药市场细分策略

 二、中成药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中成药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 中成药行业投资规划建议研究

 一、2016年中成药行业投资规划建议

 二、2017-2023年中成药行业投资规划建议

 三、2017-2023年细分行业投资规划建议

  



 第十四章 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第一节 中成药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 中成药子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三节 中成药行业发展建议

 一、行业投资策略建议

 二、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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