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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
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指出，未來五年將推動中醫
藥傳承創新，大力發展中醫藥事業。而早在 2016 年，“健
康中國”戰略下，中醫藥在中國內地健康工作中的重要性
提高，國家亦持續推出了一系列支持中醫藥行業的政策。此
外，居民經濟生活水平亦按年提升，提高了對保健養生的重
視。國家政策的支撐、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社會對醫療保
障的要求，大大推動了中國內地中醫藥行業的發展。

　　為研究中醫藥作為經濟產業的發展潛力及可持續性，
首先需要將中醫藥產業的產業價值鏈基本形態進行概念化。
根據中醫藥的基本形態，重點將根據產業鏈的基本定義，由
上游到下游的構成環節劃分。上游產業核心產業為資源規劃
開發、中游產業為中醫藥業產品生產及銷售、下游產業則為
中醫藥業產品的消費。當中，每個核心產業聯動了多個相關
產業。因此，中醫藥的產業鏈結構較為龐大，涉及投入面較
廣，而中間收益亦較高。

　　通過產業鏈的框架概念，有助對比分析粵港澳大灣區的
中醫藥發展，從而找出缺口及機遇，思考中醫藥產業區域合
作上可交流方向。通過政策對比，發現廣州、中山、佛山及
東莞均有意發展及完善中醫藥產業鏈總體。而惠州及肇慶則
正在重點發展上游產業的資源規劃開發。中游產業方面，主
要有香港發展貿易銷售，而澳門及珠海發展國際認證及質量
控制。下游的中醫藥業產品消費方面，主要有深圳、江門發
展醫療衛生的中醫藥應用，而澳門及珠海致力發展大健康服
務等終端消費環節。

　　為資源整合、填補短板，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合
作，將完善上下游產業鏈的聯通。澳門在中游產業中加大浸
透率是值得研究的課題，例如深入研究在中游產業上引入更
多具規模及知名的科研外包公司及商務服務貿易外包公司，
或研究吸引企業合作成立中外合資外包企業的可行性。而澳
門目前正在審議的《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將會有
助中醫藥行業的發展。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完善有關處罰
制度，維護澳門中醫知識產權及草擬相關能與國際接軌的專
利法，加強中醫藥專利申請可避免科研成果外流，將加大中
醫藥企業來澳註冊的吸引力。

　　此外，澳門長久以來保持和葡語國家的緊密聯繫， 在
語言、文化、法律體系等多方面都與葡語系國家相同。因
此，“中醫藥作為產業”的中醫藥產品及服務貿易、“中醫
藥作為文化”的海外傳播，均可善用澳門中葡平台的優勢，
在中醫藥產業方面增強與葡語國家的推廣。有助加速中醫藥
產品的中葡貿易銷售，促進中醫藥服務貿易在葡語國家的傳
播，延伸有關產業的海外價值鏈。



Analysis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Macao’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based on 
the Model of Industry Chain

According to the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Long-
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th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will be promoted in the 
next half decade. As early as 2016, under the strategy of “Healthy China 2020”,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healthcare development of China 
has been raised with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referential policies launched 
by the government. Besides,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 has 
also enhanced residents’ attention towards healthcare. In short,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y, the increase of living standard and the higher demand on 
healthcare become huge impetus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dustry in 
China.

In an effort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sustainability of 
TCM as an economic industry, th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of the industry should 
be first conceptualized and modeled. Based on the ground pattern of TCM, 
each sector in the value chain will be defined and grouped from upstream 
to downstream sectors. The development and organization of resources, 
manufacture and sales, consump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roduct are the 
core industries in the up-, mid- and downstream sector respectively. Among 
the main value chain, there are lots of related industries. Therefore, the whole 
industrial value chain of TCM is enormous, so as the mesne profit within the 
industry. 

The conceptualized model of industrial chain is conducive to the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TCM industry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o the findings of development gaps and 
opportunities. By the comparison of regional policies, one can discover that 
Guangzhou, Foshan and Dongguan are interest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the overall industrial chain. On the other hand, Huizhou and 
Zhaoqing are focusing on the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the upstream sector. 
In the midstream sector, while Hong Kong is focusing on the trade of Chinese 
medicine, Macao and Zhuhai are building up the services on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For regions focusing on downstream sector, 
Shenzhen and Jiangmen are developing the practical usage of Chinese 
medicine in healthcare while Macao and Zhuhai are addressing the terminal 
consump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example, the services of “Massive 
Health”.

In order to achieve resources integration and fill up the development gap,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regions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ill enhance the connectivity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Increasing the penetration rate in the midstream industry is worth for detailed 
research in Macao. For example, introducing more sizable and well-known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CRO) and service trade and outsourcing 
companies in the midstream sector, or attracting more companies to set up 
Chinese-Foreign Equity Joint Ventures, are important topics for further study. 
Macao is now deliberating law governing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ies 
and registration of TCM,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CM in 
Macao. With law and penalty system to go by, together with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patent law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 
incentives and attractiveness to set up TCM companies/organizations in 
Macao will be raised.



Besides, Macao and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PSCs’) have maintained close relations over the centuries. Macao 
shares with PSCs similar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system and culture, as well as the same official language. Therefore,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product and services in the aspect of economic industry and the propag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aspect of culture can both utilize the advantages of Macao’s platform and promote within the PSCs. This will 
accelerate the trade of Chinese medicine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PSCs, increase the public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s well 
as extending the value chain of TCM industry in a global scale. 

Análise sobre a Indústria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no contêxto do 
desenvolvimento regional baseado no modelo de cadeia industrial

De acordo com as “Linhas Gerais do 14.º Plano Quinquenal Nacional do Desenvolvimento Económico e Social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e Objectivos de Longo Prazo até o ano 2035”, a promoção da herança, inovação e desenvolvimento d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será impulsionada com maior dinamismo nos próximos cinco anos. Já desde 2016, sob a 
estratégia de “China saudável”, foram implementados com maior prioridade, os trabalhos nos cuidados de saúde no Interior da 
China, especialmente na área d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com um crescente número de políticas lançadas pelo Governo 
Central visando apoiar o desenvolvimento desse sector.

A par disso, com a melhoria anual na qualidade de vida da população, tem sido elevada a importância aos cuidados de saúde 
pelos cidadãos. Em suma, com o apoio das políticas do Governo Central, a melhoria na qualidade de vida e a maior procura dos 
cuidados de saúde têm contribuido para um grande impulso ao desenvolvimento da indústria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no Interior da China.

A fim de compreender o desenvolvimento potencial e a sustentabilidade da indústria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na 
economia, em primeiro lugar, é necessário conceber um modelo de cadeia de valor industrial. De acordo com o padrão da 
indústria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cada sector da cadeia de valor é definida e dividida conforme os seus sectores a 
montante e a jusante. O planeamento e o desenvolvimento dos recursos, a manufactura e a comercialização, o consumo de 
produtos de medicina chinesa são as principais indústrias a montante, intermediárias e a jusante, respectivamente. Entre 
elas, as principais cadeias de valor articulam-se em várias indústrias relacionadas. Assim sendo, a estrutura da cadeia de valor 
da indústria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é relativamente enorme, exigindo um grande envolvimento, e os rendimentos 
intermediários são igualmente muito elevados.

Abstract
Res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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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 base no conceito da estrutura da cadeia industrial, poderá ser favorecida a análise comparativa sobre o desenvolvimento 
da indústria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na Grande Baía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e a partir do qual, serão 
identificadas as lacunas e oportunidades,  reflectindo asssim, as orientações de intercâmbio em termos de cooperação regional 
na área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Com base numa análise comparativa das políticas, constatamos que Guangzhou, 
Foshan e Dongguan são as cidades mais interessadas no desenvolvimento e aperfeiçoamento da indústia em cadeia d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em geral. Por outro lado, Huizhou e Zhaoqing concentram-se no planeamento e desenvolvimento 
de recursos nos sectores a montante. No que diz respeito aos sectores intermediários, a principal região de desenvolvimento é: 
Hong Kong, que centra-se na comercialização de produtos de medicina chinesa, Macau e Zhuhai, que estão vocacionadas nos 
serviços de certificação internacional e controle de qualidade. As regiões centradas nos sectores a jusante são, nomeadamente, 
Shenzhen e Jiangem, que estão a desenvolver o uso prático da medicina chinesa nos cuidados de saúde, enquanto que Macau 
e Zhuhai estão empenhadas no desenvolvimento de consumo final de medicina chinesa, tais como os serviços de Saúde 
abrangentes.

Com vista a concretizar a integração dos recursos e colmatar as lacunas de desenvolvimento, a cooperação entre as diversas 
regiões da Grande Baía Guangdong-Hong Kong-Macau irá melhorar a conectividade da indústria de cadeia quer a montante 
quer a jusante. O aumento do nível de penetração na indústria em cadeia intermediária, merece atenção na elaboração de um 
estudo detalhado referente a Macau, por exemplo, um estudo aprofundado sobre a introdução, nessa indústria intermediária, 
de organizações prestadoras de serviços de investigação (CRO) de renome e de grande dimensão, e empresas de outsourcing 
de comércio de serviços, ou estudando a viabilidade de atraçcão de empresas outsourcing através da criação de joint ventures 
com capital sino-estrangeiros.

Encontra-se em discussão a “Lei da actividade farmacêutica no âmbito d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e da inscrição de 
medicamentos tradicionais chineses”, a qual será benéfica para o desenvolvimento d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em Macau. 
Havendo uma base legal e melhoramento no regime sansionário, salvaguardando os direitos de propriedade intelectual d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juntamente com a elaboração de um enquadramento legal sobre as patentes que esteja em 
conformidade com os padrões internacionais, irá favorecer os pedidos de patentes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por forma 
a evitar o escoamento de resultados de pesquisas científicas e aumentar a atractividade para mais empresas de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 a instalarem-se em Macau.

Além disso, Macau tem mantido desde há muitos anos, estreitas relações com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sobretudo, 
Macau partilha um sistema administrativo e jurídico e cultural semelhante aos países lusófonos, bem como a mesma língua 
ofiicial. Por isso, tanto a promoção dos produtos e serviços da medicina chinesa como a indústria, como a propagação da 
medicina chinesa no aspecto cultural, poderão recorrer às vantagens da plataforma sino-lusófona de Macau, promovendo com 
maior dinamismo junto dos países lusófonos. Desta forma, irá se acelerar o comércio dos produtos da medicina chinesa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incrementando a publicidade da medicina chinesa como comércio de serviços e alargar 
a cadeia de valor da indústria de medicina chinesa na escala global.



 以產業鏈為研究框架  探討澳門融入中醫藥產業區域發展格局 | 76 | 以產業鏈為研究框架  探討澳門融入中醫藥產業區域發展格局

一、前言

　　國家主席習近平多次強調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重視，並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在會議部
署和調研中多次提及中醫藥 1，要求“堅持中西醫並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亦指出，未來五年將推動中醫藥傳承創新，大力發展
中醫藥事業。而早在 2016 年，“健康中國”戰略下，中醫藥在中國內地健康工作中的重要性提高，
國家亦推出了一系列支持中醫藥行業的政策。此外，居民經濟生活水平亦按年提升，提高了對保健
養生的重視。因此，國家政策的支撐、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社會對醫療保障的要求，大大推動了
中國內地中醫藥行業的發展。同時，新冠肺炎疫情亦加速了行業走向國際的步伐。故本文將研究中
國內地中醫藥行業，並將其產業鏈概念化以深入探討每一個板塊目前的發展程度。結合粵港澳大灣
區各地區的中醫藥產業發展重點，從而思考本澳中醫藥產業未來可考慮發展的方向。

二、中醫藥的發展環境背景

　　2019 年中國內地中藥材市場方面，規模達 1,490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9.6%，預計 2022
年將達 1,708 億元人民幣 2。中藥飲片行業穩健發展，行業銷售收入達到 1,933 億元人民幣，同比
增長 12.7%3。中醫類醫療衛生機構診療量持續穩健上升，到 2019 年達到 11.6 億人次，中醫服務
需求持續擴大 4。可見近年來中醫藥行業急速發展，不論在中醫藥材、中成藥品、中醫診症上均呈
現上升的趨勢。中醫藥行業的發展環境，主要可從政策、經濟、社會及科技要素進行分析。

一、前言

 › 1: 包括漢族和少數民族醫藥在內的民族醫藥的統稱，是反映中華民族對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認識，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和獨
特理論及技術方法的醫藥學體系。

 › 2: 艾媒報告(2020)，《中藥材行業數據分析：2021年中國中藥材市場規模將達到1758億元》。取自：https://www.iimedia.
cn/c1061/76014.html。

 › 3: 觀研天下(2020)，《我國中藥飲片市場整體供需平衡 未來行業發展趨向規範化》，取自：https://www.sohu.
com/a/439937615_730526。

 › 4: 艾媒報告(2019)，《2019-2021年中國中藥材行業發展現狀及產業鏈分析報告》。取自：https://www.iimedia.cn/
c400/671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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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政策環境要素
　　近年國家推出了一系列支持中醫藥行業的政策，列明有關中醫藥的法律法規及相關措施，在法
規完善下支持中醫藥行業在合規格、合監管的情況下提質發展。 “十四五”規劃指出，將堅持中
西醫並重和優勢互補，大力發展中醫藥事業。其中在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專欄就指出，將打造 20 個
左右國家中醫藥傳承創新中心等以形成一批中醫優勢專科。而早在 2016 年“健康中國”戰略下，
中醫藥在中國內地健康工作中的重要性提高，國家更加注重中醫藥行業的發展質量，從 2016 年起
推出多項有利政策 5。

　　按年份排序，政策的推出由中醫藥最基本的中藥材法律及法規入手，逐步按產業發展階段推出
更多支持並推進至接近消費者有關行業的政策（包括中醫診症、中醫藥服務、中醫藥創新範疇），
並與互聯網發展融合及成為實現精準扶貧社會目標的有利行業 ( 共節錄了 60 份，詳細政策內容可
見附表一 )。同時，受 2020 年初全球疫情的影響，加速中醫藥政策的推出，單單在 2020 年就推出
了 25 份政策文件，其中亦提及中醫在新冠肺炎的效用 ( 如“清肺排毒湯”)。

　　值得注意是，《中藥材保護和發展規劃 (2015-2020 年 )》、《中醫藥發展“十三五”規劃》、《中
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劃 (2016-2020 年 )》及《中藥材產業扶貧行動計劃 (2017-2020 年 )》於
2020 年結束。2021 年 2 月亦推出了《關於加快中醫藥特色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相信未來將會
推出更多中醫藥行業的利好政策，成為全民大健康的重點戰略行業，加速中醫藥產業發展。

2.2 經濟及社會環境要素
　　對比 2010 至 2020 年，中國經濟均呈穩健上升的形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 2010 年的
30,808 元人民幣上升至 2020 年的 72,447 元人民幣 6，升幅達 135%。2020 年，全國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32,189 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 4.7%7。

　　近年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構成了健康意識的普及，居民都想要追求一種長期的、穩固的、徹
底的健康狀態，而不是表面性的掩蓋問題 8。因此，中國經濟增長及居民消費水平提高，以及居民
對保健養生服務的重視，刺激了對中醫藥產業需求。其中，2020 年人均醫療保健消費支出為 1,843
元人民幣 9，在整體消費支出下降的情況下，醫療支出佔比仍與 2019 年持平。

　　由於健康衛生服務的需求價格彈性低 10，因此居民對健康醫療服務的需求主要受健康意識的普
及影響。此外，根據報告統計 11，中國內地傾向中醫藥治療的人數比例為 49%，與西藥基本持平。
報告指出，隨著居民消費水平的提升以及健康保健意識的加强，加上中藥加工技術的不斷進步，患
者對中藥療效信任度加深。同時，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藥市場需求將會持續擴大。

 › 5: 李一凡(2019)，《2018年中國中藥種植發展現狀與2019年發展趨勢》，前瞻産業研究院。取自：https://www.qianzhan.
com/analyst/detail/220/190723-c9e69463.html。

 › 6: 國家統計局(2021)，《中華人民共和國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 7: 國家統計局(2021)，《2020年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情况》
 › 8: Mintel(2020)，《中國健康生活方式的趨勢》
 › 9: 國家統計局(2021)，《2020年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情况》
 › 10: 鄭雪，劉國祥，紀門，劉曦惟，房志宇，張歆 (2017)，《中國衛生服務需求彈性研究的系統評價》，哈爾濱醫科大學公共衛生

學院。
 › 11: 艾媒報告(2019)，《2019-2021年中國中藥材行業發展現狀及產業鏈分析報告》。取自：https://www.iimedia.cn/

c400/67115.html。

二、中醫藥的發展環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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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中國 2010-2020 年人均國內生産總值（人民幣）

圖二：中國 2013-2020 年人均消費支出及醫療保健消費支出

2.3 科技環境要素
　　科學技術由原來的“被生產”决定轉變到“推動生產前進”的關鍵，因此是推動產業發展的驅
動力。2011-2015 年 ( 即“十二五”時期 )，中藥材生產研究應用專業隊伍初步建立，生產技術及
標準體系逐步完善，市場監管不斷加强。參考發展規劃 12，50 餘種瀕危野生中藥材實現了種植養
殖或替代，中藥生產種植的供應基本滿足了臨床用藥、中藥產業和健康服務業快速發展的需要。

　　2016-2020 年 ( 即“十三五”時期 )，隨著中醫藥行業政策的不斷落地，資源投入多、滿足科
技上建設，令中藥種植科技水平不斷提升，通過規模化、集約化的種植基地建設，提高中藥材産量。
目前，人工智能、互聯網大數據等高新技術亦在推動中醫藥產業的數字化變革及發展，例如中醫診
斷智能化平台。其中，2020 年上半年中國經濟運行的其中一個特點為新興領域動能增強，當中高
技術領域投入持續加大，2020 年上半年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同比增長 5.8%，其中醫藥行業投資增長
10% 以上 13。

 › 12: 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等部門(2015)，《中藥材保護和發展規劃（2015—2020年）》，取自：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5-04/27/content_9662.html。

 › 13: 國家統計局(2020)，《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就2020年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情况答記者問》，取自：http://www.stats.
gov.cn/tjsj/sjjd/202007/t20200716_1776345.html。

二、中醫藥的發展環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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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醫藥產業的定義概念化

3.1 “中醫藥產業”的特殊性
　　目前，未有明確釐定中醫藥作為產業的定義。參照聯合國《所有經濟活動的國際標準産業分
類》，並未獨立將中醫藥分為一個行業 / 產業。而根據中國 2019 年修訂版本的《國民經濟行業分
類》，中醫範疇並非定性為獨立行業 14，而是不同行業中的次要活動及輔助活動 ( 附表二 )。

　　若按中醫學理論的定義，中醫學包含範圍廣泛，涉及中醫藥的行業亦遠超過上述列表的分類，
例如中藥的倉儲及物流比普通物流較為特殊，屬中醫藥學造就出的獨特價值鏈。因此，為研究中醫
藥作為經濟產業的發展潛力及可持續性，首先需要將中醫藥產業的產業價值鏈基本形態進行概念
化。

3.2 中醫藥產業鏈概念化
　　傳統製造業的基本活動涉及企業生産、銷售、進料後勤、發貨後勤、售後服務，而支持性活動
涉及人事、財務、計劃等，基本活動和支持性活動構成了企業的價值鏈。因此，如單純分析中成藥
生産，可以按傳統價值鏈分析模型進行調研。一般以中成藥生産定性的中醫藥產業鏈如下：

圖三：以中成藥生産定性的基本中醫藥產業鏈

　　但整個中醫藥學涉及多個維度，中成藥生産只是中醫藥學其中一個範疇。即使是以中醫藥服務
貿易為例，不僅包括醫療保健服務，亦涵蓋教育及科技等相關商品性服務，是一個跨學科、多專業
的服務貿易領域 15。因此中醫藥業與一般傳統製造業不同，故參考旅遊業產業鏈的定性研究 16，不
是單純的價值鏈—即最終產品非單一產品—而是一個組合性的産品。此外，中醫藥業的關聯性産業
部門眾多，産業體系具有區域性的差異，可見中醫藥業的體系與旅遊產業的形態類同，是各個其他
產業中某一個部分產品及勞務的多重“集合”。

　　因此，根據中醫藥的基本形態，結合中醫學理論及中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參考中醫藥國
際服務貿易的內容，重點將根據産業鏈的基本定義，由上游到下游的構成環節劃分，以明確中醫藥
産業鏈的投入産出關係所涉及的主題，設計出核心産業鏈。其次將根據中醫藥產品從生產到消費過
程中涉及到的眾多密切關聯産業部門，按核心産業鏈各環節所涉及的産業部門，設計出中醫業相關
産業鏈 ( 見圖二 )，例如中醫藥業產品生產涉及機械設備的設計及生產等。

 › 14: 澳門方面，根據統計暨普查局資料，現時的中醫藥產業只包括澳門的中藥製造業、中藥零售業、中醫藥高等教育及中醫
醫療服務的數據。

 › 15: 李振吉(2014)，《中醫藥國際服務貿易實務》，人民衛生出版社。
 › 16: 趙小芸(2010)，《旅游産業的特殊性與旅游産業鏈的基本形態研究》，上海經濟研究。

三、中醫藥產業的定義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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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中醫藥產業鏈的核心產業及相關産業

　　核心産業鏈從上游到下游實現了有形資源開發—無形産品生産—體驗式消費的過渡，同時具有
生産屬性及消費屬性，生産部門可獨立存在，但彼此之間表現為最終産品的並列存在關係。而核心
産業鏈的産業部門與相關産業鏈的産業部門之間亦長期存在物質和信息的供需傳遞關係。通過核心
産業和相關産業的連接，使整體産業鏈呈現出網絡狀的特徵。

三、中醫藥產業的定義概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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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醫藥產業鏈內容

　　按照上述產業鏈設計，以下將簡述上游至下游核心產業的內容，以及相關重點產業的目前發
展。

4.1 上游產業：資源規劃開發
　　中醫所用的藥物，以植物為最多，也包括動物和礦物。因此，資源規劃開發產業包括：中醫藥
材的種植、種子種植培育、動物養殖及礦物採集。中國中藥資源種類有超過 1.2 萬種，藥用植物占
全部種類的 87%，藥用動物占 12%，藥用礦物不足 1%17。目前，相關開發亦注重科研的投入以及
生態的保育。藥材撫育技術和仿生栽培，亦以資源可持續發展為大前題。

　　故此，中國已開展全國中藥資源普查，亦加強中藥資源監測和信息網建設，同時亦保護藥用野
生動物資源，加快種質資源庫建設，建立珍稀瀕危品種保護、繁育和替代品研究和農業結構調整
等。總括而言，中醫藥的資源規劃為整體産業的最上游，包括採集、種植及種子培育等。為加強中
醫藥事業發展，相關產業亦包括基因科學及科技知識、農業及畜牧業、生態環保等。

相關產業：中藥材種植及採集
　　中國中藥材大部分屬植物類産品，其本質上屬農産品，受自然及市場價格波動等因素影響較
大。2019 年，中國中藥材産量達到 450.5 萬噸，同期進口數量為 6.3 萬噸，出口數量為 12.8 萬噸，
中國中藥材表觀消費量為 444.0 萬噸。中國中藥材種值分佈呈現不均衡性，從東北至西南由少增
多，但常用藥材的蘊藏量仍以北方最多。中藥種植面積亦呈上升走勢，由 2010 年約 2,150 萬畝升
至 2019 年約 5,250 萬畝。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國家對中藥材産業扶持力度不斷增
强，中藥材種植面積大幅增長。目前主要集中在吉林、遼寧、河北、寧夏、甘肅、湖北、安徽、湖
南、廣西、廣東、雲南等地 18。

圖五 : 2010-2019 年中國中藥材種植面積 19

 › 17: 李一凡(2019)，《2018年中國中藥種植發展現狀與2019年發展趨勢》，前瞻産業研究院。取自：https://www.qianzhan.
com/analyst/detail/220/190723-c9e69463.html。

 › 18: 中商產業研究(2020)，《2020年中國中醫藥行業市場前景及投資機會研報告》。取自：https://zhuanlan.zhihu.
com/p/107494540。

 › 19: 智研咨詢(2020)，《2019年中國中醫藥行業的發展脈絡》。取自：https://www.weihengag.com/index.php/home/arti-
cle/detail/id/5842.html。

四、中醫藥產業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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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建設規劃 20，全國共劃出七大地道藥材産區，分別位於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華南、
西南和西北，因地制宜側重部分品種藥材的種植。

圖六：中國 2020 年中藥材種植面積發佈預測

相關產業：種子種植培育
　　目前，技術培育方面主要有提升種子的產量及產出量。主要工作包括建設瀕危稀缺道地藥材生
産基地，開展野生資源保護和撫育，加强野生撫育與人工種植馴化技術研究。此外，將根據中醫臨
床和中藥企業提出的藥材品質要求，組織專家研究制定中藥材種植環節的技術標準，包括生態種植
技術、機械化生產技術、信息化管理技術。

　　中藥材的種類繁多，在藥材市場上銷售的常用中藥材就有 500 多種，常用大宗中藥材實現規
模化種植數量約為 200 種。人工種植技術的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有些藥材仍未能人工培育，一定
程度上抑制了中醫藥行業的發展。部分無法大規模人工種植的藥材如下 21：

中藥材 主要產區
冬蟲夏草 青海、西藏、四川、雲南、甘肅五省的高寒地帶和雪山草原

石斛 安徽南部、台灣地區、湖北南部、香港、海南、廣西西部至東北部、四川南部、
貴州西南部至北部、雲南東南部至西北部、西藏東南部

 › 20: 國家農業農村部等部門(2018)，《全國地道藥材生産基地建設規劃(2018-2025年)》，取自：http://www.moa.gov.cn/
gk/tzgg_1/tz/201812/t20181219_6165190.htm。

 › 21: 李一凡(2019)，《2018年中國中藥種植發展現狀與2019年發展趨勢》，前瞻産業研究院。取自：https://www.qianzhan.
com/analyst/detail/220/190723-c9e69463.html。

四、中醫藥產業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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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游產業：中醫藥業產品生產
　　中藥材通過種植、養殖、收集將進入中醫藥產業的中游產業—中藥材流通市場，即中醫藥業產
品生產及產品銷售。中醫藥業產品生產包括植物提取物加工、中藥配方顆粒 ( 中成藥 )、中藥飲片
加工 ( 中藥材飲片 )、精深加工衍生產品 ( 保健品 ) 等。目前，中藥飲片和中成藥生產是中藥產業
的核心，二者的生產會帶動上游產業的發展，而精深加工衍生產品 ( 例如保健品及中藥化妝品 ) 亦
是近期發展趨勢。為發展中醫藥業產品生產，相關必要的輔助產業包括科技研發、機械設備、國際
認證及質量控制。

產品 內容

植物提取物
以植物為原料，按照最終産品用途的需要，經過提取分離過程，定向獲取或濃
集植物中的某一種或多種成分，一般不改變植物原有成份而形成的産品。行業
銷售收入由 2018 年的 221.8 億元人民幣增長至 2019 年的 250.5 億元。

中藥配方顆粒
( 中成藥 )

2019 年産量為 246.4 萬噸。中成藥是以中草藥為原料，經製劑加工製成各種
不同劑型的中藥製品，包括丸、散、膏、丹各種劑型。

中藥飲片加工
( 中藥材飲片 )

2019 年 銷 售 收 入 為 2012.61 億 元， 進 口 金 額 約 10.29 億 元， 出 口 金 額 約
62.02 億元，國內中藥飲片行業規模約 1960.88 億元。

精深加工衍生產品
( 保健品 )

中藥保健品市場規模由 2018 年的 890.2 億元增長至 2019 年的 974.5 億元，
但整體來看中藥保健品占中國保健品産業份額不足 30%。

數據資料來源 : 智研諮詢

相關產業：科技研發
　　服務外包方面，主要有業務流程外包 (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 BPO)22、信息技術外
包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 ITO)23 及離岸外包 (Offshore Outsourcing, OO)24。科
研外包公司方面，主要為合同研究組織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CRO)25。生産及銷售外
包主要則為合同生産組織 (Contract Manufacture Organization, CMO) 及合同銷售組織 (Contract 
Sales Organization, CSO)。

　　以科研外包 (CRO) 為例，有關研究及數據指“臨床階段是最大蛋糕”26，主要原因是臨床階段
研發耗時最長，故含金量較高。隨著政策的鼓勵，以及國際 CRO 需求轉移至較有成本優勢的地區，
中國 CRO 快速增長，以在臨床前階段為例，目前已有較具規模及受國際認證的企業，包括藥明康
德、康龍化成、昭衍新藥等企業。

 › 22: 流程外包(BPO)即職能部門的全部功能(如人力資源及財務)都轉移給供應商。
 › 23: 信息技術外包(ITO)即將其IT系統的全部或部分外包給專業的信息技術服務公司。
 › 24: 離岸外包(OO)指企業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和企業外部資源進行産業轉移的一種形式，主要是指跨國公司利用發展中國家

的低成本優勢將生産和服務外包到發展中國家。
 › 25: CRO 機構主要服務內容簡單下分為前期的前導化合物合成和改造等臨床前毒理藥理學等，後期則為II和III期臨床研究

及相應的服務。
 › 26: 魏紅梅(2020)，《醫藥外包CXO行業專題報告：賦能新藥後起秀，行業高增前景優》，未來智庫。取自：https://www.

vzkoo.com/。

四、中醫藥產業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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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新藥研發過程中的費用占比

相關產業：國際認證及質量控制
　　早在 2016 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就明確提出，支持中藥尤其是具有療效的中成藥開展國際注
產認證，推進中藥走向海外市場，促進中藥產業的轉型升級。“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範”( 簡稱
GMP) 是全球各地廣為採用的藥品製造業的品質保證系統。GMP 透過對原材料、廠房、設備、衛生、
人員培訓和品質管理等硬件及軟件方面訂定的準則，確保藥品製造企業能持續穩定地製造有質量的
藥品，以達到安全及品質標準的要求。除 GMP 外，仍有“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範”(GSP)、“中
藥材生產質量管理規範”(GAP)、“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GCP)、“藥物非臨床試驗質量
管理規範”(GLP) 等質量控制的規定。這些規定均是強調生產過程管理，在制度上保證合格的、高
質量的產品生產和銷售。

　　為使中醫藥業產品市場化及國際化，即使各地區在藥品銷售註冊上標準及法律流程有所不同，
但申請國際認證必然是市場大勢所趨。以香港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為例 27，該司委託顧問公司協助
規劃及設計廠房，並在 2003 年籌備首次申請香港 GMP 及澳洲藥物管理局 (TGA) 的 GMP 認證，至
2006 年 1 月成功取得兩項認證。

　　該司表示，國內有關部門已規定進口藥品生產企業必須持有 GMP 證書才能申請藥品進口批文
續期。因此，申請國際認證已發展成為市場准入的入場券。以香港為例，即使是作為進口保健品註
冊，製造商也必須持有相關的 GMP 證書。

　　以澳門張權破痛油為例 28，以往澳門並沒有足夠的藥物檢驗設施，需要將每一批次的製成品送
到香港的註冊化驗所進行檢驗，再將化驗報告交回澳門衛生局鑑證，取得生產批號才能銷售和出口
到香港。而張權破痛油進駐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後，可直接作中藥品質檢測認證，減低成
本。通過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平台支持，目前市場更擴展至莫桑比克。

 › 27: 香港中藥學會有限公司(2016) ，《製藥基本標準操作程序（SOP）的參考範本》。
 › 28: 葉文健(2015)，《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助跑-澳門中藥業向世界進發》，《澳門》雜誌中文版，總第104期。

四、中醫藥產業鍵內容四、中醫藥產業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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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中游產業：中醫藥業產品銷售
　　參考有關研究報告 29，2019 年中藥類產品貿易總額達 61.74 億美元，同比增長 7.05% 。其中，
出口總額達 40.19 億美元，同比增長 2.8%；進口總額達 21.55 億美元，同比增長 15.9%。中藥類
商品出口貿易總額以産品來看，植物提取物産品的出口金額在 2017-2019 年間始終占據出口貿易
的主要產品，2019 年，植物提取物産品的出口金額達 23.72 億美元，占比中藥類商品出口貿易總
額的 59%。

圖八 : 2017-2019 年中國中藥類產品貿易統計

　　其次是中藥材及飲片産品，2017-2019 年間的出口金額維持在 10-12 億美元之間，2019 年出
口金額約為 11.37 億美元，占比約 28%。進出口總額均有上升的趨勢。

圖九 : 2017-2019 年中國中藥類產品進出口分佈

 › 29: 前瞻産業研究院（2020），《2020年中國中藥行業進出口現狀分析 新興市場出口需求潜力更大》。取自：https://www.
weihengag.com/index.php/home/article/detail/id/6304.html。

四、中醫藥產業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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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中國醫藥保健品進出口商會統計，中成藥銷售國家和地區方面，主要以海外華人聚居地區
為主。目前海外華人 70% 聚居在東南亞國家，其中華裔人口超過 400 萬的國家有 4 個，分別是印
尼 1500 萬、泰國 900 萬、馬來西亞 600 萬、新加坡 450 萬 30。

圖十 : 2019 年中國中成藥出口 ( 境 ) 前 10 位的國家或地區

4.4 下游產業：中醫藥業產品消費
　　産業鏈下游為直接服務各類消費者的行業。當中除了消費者對中醫藥産品的直接使用關係外，
亦包括中醫藥大健康服務，涉及健康教育、醫療衛生、大健康服務、健康旅遊等相關產業。而中醫
藥下游產業的產出，更會作為整體大健康產業的一個組成部分。以整體大健康產業 31 而言，根據
《“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提出，預計到 2030 年中國大健康總規模達到 16 萬億元，行業發
展空間巨大 32。

圖十一 : 2010-2030 年中國大健康產業市場規模變化及預測

 › 30: 楊再華、李志濤、張維伶、徐婷(2020)，《名優中成藥藿香正氣口服液的國際化發展調研報告》。取自《中國中醫藥文化發
展報告(2020)》，278-304頁，毛嘉陵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31: 大健康産業，是經濟系統中提供預防、診斷、治療、康復和緩和性醫療商品和服務的部門的總稱，通常包括醫藥工業、醫
藥商業、醫療服務、保健品、健康保健服務等領域。(引用理實國際諮詢《大健康産業未來十年發展機會研究報告》)

 › 32: 前膽產業研究院(2020)，《2020年中國大健康産業市場現狀及區域競爭格局分析》。取自：https://bg.qianzhan.com/
report/detail/300/200922-6390a084.html。

四、中醫藥產業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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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醫藥產業鍵內容

　　由於中醫藥下游產業涉及直接服務各類消費者的行業，因此較為廣泛，以較為常見的健康旅遊
為例，2017 年 9 月，國家旅遊局和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公布了 15 家國家中醫藥健康旅遊示範區創
建單位 33，推動旅遊業與養老相結合，例子包括北京東城、上海浦東、四川都江堰、貴州黔東南及
重慶南川等。而旅遊産品應凸顯中醫藥文化內涵，配套必要的康養類項目並結合中醫藥健康管理服
務。

　　目前，以整體健康管理服務而言，根據研究報告指出 34，截至 2020 年 7 月 24 日，在經營範
圍包含“健康管理”的在業和存續企業中，廣東省相關企業占比 13.8%，排名全國第一；其次是
上海占比 9.2%，江蘇占比 8.9%。

圖十二 : 2019 年中國健康管理企業區域分佈占比 (%)

 › 33: 國家旅遊局及國家中醫藥管理局(2017)，《關於公布首批國家中醫藥健康旅游示範區創建單位的通知》。取自：http://
zwgk.mct.gov.cn/zfxxgkml/zykf/202012/t20201213_919275.html。

 › 34: 前膽產業研究院(2020)，《2020年中國大健康産業市場現狀及區域競爭格局分析》。取自：https://bg.qianzhan.com/
report/detail/300/200922-6390a0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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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產業的目前發展

　　為了解中醫藥產業在粵港澳大灣區各區的現況，從而思考中醫藥產業區域合作上可交流方向，
附表三簡列說明了各地的中醫藥主要發展路徑，並結合上述中醫藥產業鏈之設計，初步按各區政策
劃分重點發展之板塊。

5.1 整體產業鏈
　　就中醫藥整體產業鏈而言，廣州、中山、佛山及東莞均有意發展及完善中醫藥產業鏈總體。以
廣州為例，未來該市將加快發展上游的中藥產業園、繼續加大中游的中醫藥生產投入及支持、扶持
下游的中醫藥服務機構等。中山方面，該市亦於 2021 年 1 月召開的中醫藥大會上明確表示將重點
從人才培養、中醫藥材培植及種植、科研技術、中醫藥應用上全鏈條發展。值得注意是，在科研教
育上，佛山及東莞均已計劃與廣州中醫藥大學合作，將分別共建中醫臨床醫學院及打造粵港澳大灣
區（東莞）中醫藥健康產業園。

5.2 上游產業
　　上游產業方面，主要有惠州及肇慶重點發展資源規劃上的開發，包括中藥材種植及培植，惠州
及肇慶現均有省級中藥産業園，例子分別是博羅縣南藥産業園及肇慶高要區南藥産業園。根據兩市
的政策文件，未來亦會繼續在上游產業發展，重點研究中藥材的種植及培育。

5.3 中游產業
　　中游產業方面，主要發展地區包括香港、澳門及珠海。香港方面，主要集中在中醫藥業產品生
產及貿易銷售。在藥品生產上，國際認證及質量控制方面，香港有具經驗的認證顧問服務公司，而
大部分品牌中醫藥產品公司亦獲 GMP 認證。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有製藥基本標準操作程序（SOP）
的參考範本供企業參考。貿易方面，由於香港有轉口貿易集散地的優勢，多年以來，中國內地一直
從香港地區進出口大量中成藥，但近年有下跌的趨勢，原因為全球化貿易令採購商更容易於産地直
接採購。

　　澳門及珠海方面則共同推動中醫藥產業的發展，位於橫琴的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則目標
為中醫藥産品在提供“一條龍”服務，包括中醫藥産品的研發、檢驗、認證、注册、審批、海外銷
售。目前，産業園已搭建起中國內地及歐盟認證標準的 GMP 中試生産、研發檢測、産業孵化基地
等一體化全鏈條的、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專業化公共服務平台，為中醫藥發展提供硬件設施和基礎
條件。現時，澳門正在審議《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法案將引入 GMP 規範，將來新設
藥廠均需符合 GMP 標準，符合世衛要求。此外，產業園亦有協助推動中醫藥產品註冊和拓展葡語
國家市場，設國際交流合作中心，進一步促進中葡中醫藥貿易交往。

5.4 下游產業
　　下游產業方面，主要發展地區包括深圳、江門、澳門及珠海。深圳目設有專門學院 ( 香港大學
深圳醫院中醫科及深圳大學國醫學院 )，在中醫人才培養上加大扶持，未來將佈局中醫藥健康産業，
爭取先行先試中醫藥跨境流通，推進智慧中醫院等一體化中醫藥醫療服務信息化體系。而江門亦設
有為中醫藥發展設專項資金，未來亦計劃打造大健康產業鏈。澳門及珠海方面，將計劃在粵澳合作
中醫藥科技產業園開展大健康旅遊及養生服務。

五、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產業目前發展



 以產業鏈為研究框架  探討澳門融入中醫藥產業區域發展格局 | 1918 | 以產業鏈為研究框架  探討澳門融入中醫藥產業區域發展格局

六、澳門中醫藥產業未來發展思考
　
六、澳門中醫藥產業未來發展思考

　　經分析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產業鏈的現況，不難發現除惠州和肇慶明確發展上游產業外，其他
地區均在中下游發力。而擁有較豐富土地及歷史資源的地區，例如廣州，則以完整產業鏈發展。澳
門方面，則重點發展中游產業，並著力發展下游部分。當中，可見有部分發展缺口，例如受地域所
限，澳門難以發展上游產業。因此，為資源整合、填補短板，進一步探討澳門在中游產業中加大浸
透率，並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合作，完善上下游產業鏈的聯通。將有以下幾點思考：

6.1 持續深化中醫藥產業市場化，延伸至產業鏈“鏈長制”運作模式，完善中醫藥官產學研一體化
模式
　　結合本文對中醫藥產業鏈的概念化框架，可更好結合市場的實際發展，引伸至更具市場性的發
展模式。以産業鏈“鏈長制”運作模式為例，當前，在全球産業政策及結構調整下，中國內地多
個地區提出“鏈長制”的模式，根據中國質量發展研究院專家指出 35，有關模式指的是政府在掌握
與順應産業發展自身規律的前提下，對區域産業發展和結構調整的精准化引導和調控的重要轉變。
“鏈長制”的産業鏈制度就是“鏈主”（企業）通過自身實力在市場競爭中逐步獲得産業鏈中的話
語權和領導權，在這個競爭過程中需要“鏈長”（政府）的維護，發揮好建設者和協調者的功能。

　　澳門由 2004 年開始發展中醫藥並於 2011 年正式啟動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中醫藥作
為澳門一個新興產業，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動，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目前已有較為穩健的基礎，有關
法律法規亦正在審議中，有望於 2021 年出台。因此，對澳門中醫藥發展按產業鏈進行政策分析，
並參考上述“鏈長制”運作模式，“延鏈、補鏈、强鏈”，加快促進產業鏈上下游、產供銷、大中
小企業協同發展，加強企業在產業發展上的作用，是值得進一步探索和研究。

　　在此背景下，在進一步推動中醫藥產業的市場化發展，加大企業及個人在產業構建上的角色，
需要持續探討澳門中醫藥產業商業化模式，例如針對企業的服務貿易，包括服務外包。此模式亦與
澳門一直致力發展中醫藥產品的中試生産、研發檢測、國際認證相符合。目前，雖有知名內地中醫
藥企業落地澳門發展，但為引導更多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市場運作，可以深入研究在中游產業上引入
更多具規模及知名的科研外包公司 (CRO) 及商務服務貿易外包公司，或研究吸引企業合作成立中
外合資外包企業的可行性。

　　例如，引入更多國內外的外包公司協助澳門製藥企業進行部分外包服務。若部分 CRO 的中醫
藥產品臨床研究轉至澳門，可依托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的背景，觸及大灣區大型的患者群
及在優惠便利政策下，享有較低的成本基礎。而有關服務及科研外包的商業模式將有利於提升產業
鏈結構及加大中間收益，產生乘數效應，同時亦可優化外商投資結構。

　　此外，通過吸引更多元化的外包公司，更可促進與醫療機構、高等學校、科研機構等的合作，
在中醫藥產業的不同階段作出科研投入。結合“中藥質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及“粵港澳中醫藥
政策與技術研究中心”的科研基礎及優勢，可以集中利用分散的研發資源，內容將不限於新藥研
發，亦可包括 CRO 企業的臨床試驗、醫療機構早期的病理研究、高等學校的藥理評價、政府的政
策法規咨詢等一系列課題。因此，引進外包公司的運作模式具一定的研究價值。

 › 35: 中國質量發展研究院(2021)，《産業鏈“鏈長制”，六大案例深度解析》。取自：https://ciq.sjtu.edu.cn/expertopin-
ion/22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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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澳門中醫藥產業未來發展思考

　　另外，除上述優化中游產業運作模式的思考外，亦可加大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的多邊產業鏈合
作，例如與重點發展上游產業的惠州及肇慶合作，共同研究藥材撫育技術和仿生栽培的技術，完善
本澳中醫藥上游產業鏈的缺口。而上述的運作方式，正正支持了企業、醫療機構、高等學校、科研
機構等協同創新，並以產業鏈的結構去完善中醫藥產學研一體化模式。

6.2 維護中醫藥產業的法規及財政政策，善用國家重點室驗室科研基礎，吸引更多中醫藥企業來澳
註冊
　　中醫藥產業企業落戶決定，需要當地政府的法規及財政政策支持。為吸引中醫藥製藥公司、外
包公司等來澳註冊、進一步使中醫藥服務市場化及現代化，需要多項的措施支持，包括中醫知識產
權的保護、跨境交付的功能、稅務政策的優惠、中醫藥服務的標準化等。

　　首先，中醫知識產權涉及範圍廣泛，保護形式包括了專利、商標、商業秘密等，而受保護的內
容亦非常豐富，包括中藥飲片及處方等。知識產權的保護將可加強當地註冊企業的行業競爭力。舉
例以言，如在澳門註冊的 CRO 公司受知識產權保護，其臨床研究受法律保障，將吸引更多專利製
藥公司使用其服務。因此，澳門正在審議之《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將會有助中醫藥行業
的發展。未來，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完善有關處罰制度，維護澳門中醫知識產權及草擬相關能與
國際接軌的專利法，加強中醫藥專利申請可避免科研成果外流，將加大中醫藥企業來澳註冊的吸引
力。

　　此外，澳門有一優勢：小地方集大研究，在一個總面積只有 32.9 平方公里的地方，澳門已有
4 個國家重點室驗室。基於此優勢，將有助推動產業課題之間的聯動，聚集相關的科研力量。例如，
有關文獻指出 36，未來將會重點發展“人工智能中醫”。而澳門在此範疇就有基礎條件，可結合中
藥質量研究及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室驗室，在中醫藥信息、中醫思維模擬上研究中醫藥全程數
字化的研究專題，參與發明創造“中醫數字檢查室”等先進概念。同時，亦可參考企業國家重點實
驗室的方式，除了依托高等院校外，邀請在澳註冊相關企業一同組建實驗室，協助調研部分重點課
題 37，增加企業與高校之間的研究聯動性。

6.3 支持中醫藥文化科普教育，推動中醫藥文化傳播
　　目前，澳門正重點以“中醫藥為產業”的方向去推動，而非“中醫藥為文化”去傳播。根據
GoogleTrends 的趨勢數據 38，從具體關注國家、地區的數據看，近年區域搜索熱度排序為新加坡、
香港、馬來西亞、加拿大等。作為可使用 Google 的澳門而言，搜索熱度較低的原因除人口基數較
少外，亦可能是本身市民對中醫藥的關注度不足。

 › 36: 中醫文化藍皮書課題組(執筆毛嘉陵)(2020)，《2020年中醫藥文化發展新形態》。取自《中國中醫藥文化發展報告(2020)》
，1-18頁，毛嘉陵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37: 2021年2月，澳門大學與澳門博維資訊系統有限公司於澳大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室多功能廳簽署戰略合作框
架協議，共同建設澳門大學—澳門博維聯合實驗室。

 › 38: 姜洁冰、周培源(2020)，《中醫藥海外媒體傳播勢態與策略研究》。取自《中國中醫藥文化發展報告(2020)》，116-130頁，
毛嘉陵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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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不同年齡人群對中醫藥文化理念的認同，發現 41 歲以上人群對中醫藥文化的認同感較高，
而 41 歲以下人群明顯認同感較低 39。因此，為推廣中醫藥文化，加大市民的認同及關注，可更早
推行科普教育。參考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的政策，不難發現部分城市已從中小學開始進行科普教
育。以珠海為例，當地從 2020 年起將連續兩年在市內創建一批中醫藥文化試點學校，帶動更多的
中小學校開展中醫藥文化走進校園活動，提升整體思維認知深度，達至“浸潤式”教育的目的。為
加大市民對中醫藥的認知，使學生認為中醫亦是未來工作的選擇，讓中醫藥走進澳門校園，加大相
關的科普教育，亦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傳播途徑。

6.4 善用澳門中葡平台的優勢，推動葡語國家中醫藥產品及服務貿易
　　澳門長久以來保持和葡語國家的緊密聯繫， 在語言、文化、法律體系等多方面都與葡語系國
家相同。因此，“中醫藥作為產業”的中醫藥產品及服務貿易、“中醫藥作為文化”的海外傳播，
均可善用澳門中葡平台的優勢，在中醫藥產業方面增強與葡語國家的推廣。

　　首先，以中醫藥產業為例，目前已有相關成功案例，以太極集團藿香正氣口服液為例，通過產
業園的協助，已在 2019 年 4 月在莫桑比克註冊。事實上，澳門大學、成都中醫藥大學、太極集團
於 2018 年共同開展藿香正氣液、通天口服液等中醫藥産品國際化的相關工作，致力於中醫藥質量
標準研究和製藥工程核心技術開發。目前，藿香正氣液在印尼的銷售份額最高，主要原因是當地氣
候高溫濕熱，中暑和腸胃病高發，特別適合藿香正氣液的推廣 40。考慮到天氣及社會生活情況，絕
大部分葡語國家都是該藥的潛在市場。因此，在此基礎上，澳門可繼續跟進及協助有關藥品在葡語
國家的註冊及推廣工作。

　　此外，在服務貿易方面，亦可多思考跨境交付基地的服務模式。現時，由於電子通信技
術 的 進 步， 遠 程 診 斷 成 為 趨 勢， 醫 生 與 病 人 無 需 要 面 對 面 進 行 健 康 服 務 ( 稱 為 Telehealth, 
Telemedicine)。在此，可進一步探討在澳門進行跨境交付的商貿模式，與其他粵港澳大灣區科創
走廊城市共同開發遠程舌診儀及脈診儀等創新健康科技設備，結合澳門中葡平台的優勢，在澳門建
立中葡中醫藥跨境交付基地，令有關中醫藥服務及培訓可跨境至葡語國家進行。未來，在產品貿易
方面，可積極考慮推出及建設更有利中醫藥產品出口及轉口的財政優惠及物流設備，如澳門葡語國
家人民幣清算中心落實，將可同步連結中醫藥貿易網絡，加速中醫藥產品的中葡貿易銷售，促進中
醫藥服務貿易在葡語國家的傳播，延伸有關產業的海外價值鏈。

　　此外，澳門目前亦正在舉辦及承辦中醫藥及其相關領域的人才培訓課程，如中醫特色療法基礎
技法課程、中醫針灸技法課程，當中亦有葡語國家人士參與。在此基礎上，澳門有條件考慮與中醫
藥權威組織交流，討論將部分認證考試在澳設點，同時為有關考試籌備其他補充性的會議及培訓。
例如，與世界針灸學會聯合會 41 溝通，討論將國際針灸師水平考試在澳門設置定期考點。同時，
研究有關證書的雙認證模式 42，增加葡語國家人士考取認證的便利性及吸引性。

 › 39: 鄭秋瑩、汪晨、楊子、汪曉凡、王鴻蘊、李瑞鋒(2020)，《城鄉居民中醫藥文文化認同現狀調查報告》。取自《中國中醫藥文
化發展報告(2020)》，161-187頁，毛嘉陵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40: 楊再華、李志濤、張維伶、徐婷(2020)，《名優中成藥藿香正氣口服液的國際化發展調研報告》。取自《中國中醫藥文化發
展報告(2020)》，278-304頁，毛嘉陵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41: 成立於1987年，總部設在中國北京，是在世界衛生組織直接指導之下建立的針灸團體的國際聯合組織。截至2018年，該
會已在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了水平考試，如韓國、巴西、法國、比利時、瑞士、日本、西班牙等國家。

 › 42: 所謂“雙認證”，是指一國公證機關出具的文書在送往另一國使用前，應辦妥兩個認證手續（單方面免除領事認證和雙方
有協議條款規定的除外），如：欲在巴西使用的國內公證處出具的公證書，須辦理中國外交部領事司或外交部授權的省、自
治區、直轄市外辦的認證以及巴西駐華使領館的認證。

六、澳門中醫藥產業未來發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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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全力推動中醫藥大健康產業區域發展，促進養生保健旅遊，與大灣區國家森林康養基地合作
　　澳門正在加快發展大健康中醫藥產業，未來將進一步打造“酒店 + 養生 + 醫療”相結合的養
生保健旅遊。如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市民的旅遊目的地，考慮到澳門的交通便利性，保健
旅遊作為灣區內的短程旅遊是有相應的吸引度。但若是要吸引其他國內國外的長線旅客，思考增加
粵港澳保健旅遊圈仍然是必要的課題。參考分析中醫藥健康目的地的研究報告，目前上海浦東國家
中醫藥旅遊示範區最受被調查對象認可 43。而該示範區中就包括了養生體驗和觀賞基地。

　　參考上海中醫藥旅遊示範區的例子，澳門的短板是地域面積，相比其他地區，澳門的大自然觀
賞基地較少。結合產業鏈的思考，與集中在上游產業發展的惠州和肇慶是可考慮的合作方向。首
先，以上兩地均有地方獲選第一批國家森林康養基地，包括惠州市的安墩水美森林康養基地及肇慶
市的廣寧縣。此外，上述兩個例子均在三個小時車程以下，又有城軌網絡連通；若澳門提供養生基
地、而惠州或肇慶提供觀賞基地，以此作為長途保健旅遊圈亦是不二之選。

 › 43: 楊思秋、鄭方琳、張若楠、李享、侯勝田(2020)，《基於消費者人口統計特徵視角的中醫藥健康旅遊目的地發展現狀及對
策研究》。取自《中國中醫藥文化發展報告(2020)》，204-219頁，毛嘉陵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六、澳門中醫藥產業未來發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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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2009 年至 2020 年有關中醫發展的國家重要政策說明列表
序 時間 政策 具體說明

1 2009 年 1 月 中國藥典 2010 中藥材、中藥飲片、中藥提取物標準大幅提升，保
證安全用藥。

2 2009 年 2 月 關於印發中藥品種保護指導
原則的通知 保護獨家、優良中藥品種。

3 2012 年 1 月 關於開展中藥材流通追溯體
系建設試點的通知

在保定、毫州、成都、玉林市開展中藥材流通追溯
體系建設。

4 2013 年 11 月 關於進一步加强中藥材管理
的通知

加强對中藥材管理、保障中藥材質量安全，對於維
護公眾健康、促進中藥材產業持續健康發展、推動
中醫藥事業繁榮壯大。

5 2015 年 4 月 中藥材保護和發展規劃
(2015-2020 年 )

依靠科技支撐、科學發展中藥材種植養殖、保護野
生中藥材資源、推動生產流通現代化和信息化，努
力實現中藥材優質安全、供應充足、價格平穩、促
進中藥產業持續健康發展，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
的健康需求。

6 2015 年 12 月 中國中醫藥法 ( 草案 )
規範中醫醫師和診所准入、重要管理、人才培養等
制度，突出中醫特色，加强中醫藥傳承創新，加强
中藥扶持保護和中醫藥發展投入。

7 2016 年 2 月 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
(2016-2030 年 )

加強中藥資源保護利用；推進中藥材規範化種植養
殖；構建現代中藥材流通體系。

8 2016 年 8 月 中醫藥發展“十三五”規劃

建立中藥種質資源保護體系，開展第四次全國中藥
資源普查，建立覆蓋全國中藥材主要産區的資源監
測網絡；制定國家道地藥材目錄，加強道地藥材良
種繁育基地和規範化種植養殖基地建設，發展道地
中藥材生產和產地加工技術。

9 2016 年 10 月 “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
要

完善國家藥品標准體系，實施醫療器械標准提高計
劃，積極推進中藥 ( 材 ) 標準國際化進程；健合中
藥材現代流通網絡與追溯體系。

10 2016 年 12 月 中國中醫藥法 明確了中醫藥事業的重要地位和發展方針。

11 2017 年 1 月 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
劃 (2016-2020 年 )

提出實現中醫藥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傳統醫學和現代
醫學的融合發展。

12 2017 年 1 月
關於取消互聯網藥品交易服
務企業 ( 第三方平台除外 )
審批 (B、C 証 ) 的通知

指出利用互聯網信息化的平台，突破傳統中醫藥市
場化的瓶頸，將會徹底破除傳統中藥材貿易信息不
透明、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病，改變了中藥材流通
的秩序。

13 2017 年 4 月 關於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
改革工作的通知 所有公立醫院取消藥品加成，但中藥飲片除外。

14 2017 年 9 月 中藥材產業扶貧行動計劃
(2017-2020 年 )

提出要凝聚多方力量，充分發揮中藥材産業優勢，
共同推進精準扶貧。

15 2017 年 10 月
關於深化審評審批制度改革
鼓勵藥品醫療器械創新的意
見

明確提出要支持中藥傳承和創新、經典名方類中藥
按照簡化標準審評審批；第 11,25 條明確嚴格藥品
注射劑審評審批、開長藥品注射劑再評價。

16 2017 年 10 月
中藥經典名方復方制劑簡化
注册審批管理規定 ( 徵求意
見稿 )

明確了符合條件的經典名方制劑申報生産，可僅提
供藥學及非臨床安全性研究資料，免報藥效研究及
臨床試驗資料。

17 2017 年 10 月 中藥材生産質量管理規範
( 修訂稿 )

對中藥材生産和質量管理提出要求，適用於中藥材
生産企業種植、養殖或野生撫育中藥材的全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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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2017 年 12 月 關於推進中醫藥健康服務與
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

到 2020 年，中醫藥健康服務與互聯網融合發展邁
上新台階，線上線下結合更加緊密，産業鏈逐步形
成，實現人人基本享有中醫藥服務。

19 2018 年 6 月 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規範 ( 試
行 )

明確了中醫養生保健機構可以提供中醫健康狀態辨
識與評估、中醫健康諮詢指導、中醫健康干預調理、
中醫健康教育等服務，另一方面明確了中醫養生保
健服務項目負面清單。

20 2018 年 9 月 中藥品種保護條例 對未達到國家藥品標準的，依照藥品管理的法律、
行政法規的規定撤銷該中藥品種的批准文號。

21 2018 年 12 月 全國道地藥材生產基地建設
規劃 (2018-2025 年 )

到 2020 年，要建立道地藥材標準化生産體系，到
2025 年，要健全道地藥村資源保護與監測體系，
構建完善的道地藥材生産和流通體系。

22 2019 年 3 月
古代經典名方中藥複方製劑
及其物質基準的申報資料要
求 ( 徵求意見稿 )

對古代經典名方中藥複方製劑及其物質基準在申報
中涉及的證明性文件、藥材、飲片、檢驗報告等項
目進行了詳細要求，並新增了“申報材料資料說
明”。

23 2019 年 4 月 關於開展中醫藥服務出口基
地建設工作的通知

提出建設一批以出口為導向、具有較强輻射帶動
作用的基地，要求到 2025 年，基地全國佈局基本
完成，中醫藥服務出口占全國服務出口比重持續增
長，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形成一批中醫藥服務
世界知名品牌。

24 2019 年 7 月 關於實施健康中國行動的意
見

細化落實《“健康中國 2030”規劃綱要》對普及
健康生活、優化健康服務、建設健康環境等部署。

25 2019 年 7 月
關於印發第一批國家重點監
控合理用藥藥品目錄（化藥
及生物製品）的通知

報送的省級推薦目錄基礎上，形成了第一批國家重
點監控合理用藥藥品目錄。供各地在加强合理用藥
管理、開展公立醫院績效考核等工作中使用。

26 2019 年 7 月 關於在醫療聯合體建設中切
實加强中醫藥工作的通知

在醫療聯合體建設中切實加强中醫藥工作，充分發
揮好中醫藥在治未病、疾病治療和疾病康復中的重
要作用。

27 2019 年 9 月 促進健康産業高質量發展行
動綱要（2019-2022 年）

到 2022 年，基本形成內涵豐富、結構合理的健康
産業體系，優質醫療健康資源覆蓋範圍進一步擴
大，為健康産業成為重要的國民經濟支柱性産業奠
定堅實基礎。

28 2019 年 10 月 關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
展的意見

提出健全中醫藥服務體系、發揮中醫藥在維護和促
進人民健康中的獨特作用等六大意見，萬億級中醫
藥大健康產業再迎政策利好。

29 2019 年 11 月
中藥配方顆粒質量控制與標
準制定技術要求（徵求意見
稿）

為規範中藥配方顆粒的標準研究，體現中藥配方顆
粒質量控制的特點，制定本技術要求。

30 2019 年 11 月 關於中藥配方顆粒品種試點
統一標準的公示

該政策的落實將完善中藥配方顆粒的質量標準建
設。

31 2019 年 11 月
關於印發診所改革試點地區
診所基本標準（2019 年修
訂版）的通知

在北京、上海、瀋陽、南京、杭州、武漢、廣州、
深圳、成都和西安等 10 個診所改革試點城市使用，
根據試點城市運行經驗並完善後，適時在全國範圍
推廣。

32 2019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
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意
見》重點任務分工方案通知

為 2019 年 10 月的關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
意見作出重點分工。



 以產業鏈為研究框架  探討澳門融入中醫藥產業區域發展格局 | 2524 | 以產業鏈為研究框架  探討澳門融入中醫藥產業區域發展格局

附表一：2009 年至 2020 年有關中醫發展的國家重要政策說明列表
序 時間 政策 具體說明

33 2019 年 12 月
關於印發《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
藥國際合作專項經費管理辦法》的
通知

規範和加强中醫藥國際合作專項經費的管
理。

34 2019 年 12 月 關於印發《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
藥國際合作專項管理辦法》的通知

加强對中醫藥國際合作專項項目的評估評
審與督導檢查。

35 2019 年 12 月
關於印發《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中醫
藥國際合作專項項目評估評審準則
與督查辦法》的通知

加强對中醫藥國際合作專項項目的評估評
審與督導檢查。

36 2020 年 1 月 關於省級中藥飲片炮製規範備案程
序及要求的通知

進一步做好省級中藥飲片炮製規範的備案
工作。

37 2020 年 1 月 關於進一步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
的肺炎中西醫結合救治工作的通知

充分發揮中西醫結合救治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的肺炎的優勢。

38 2020 年 2 月
關於推薦在中西醫結合救治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的肺炎中使用“清肺排
毒湯”的通知

組織一線臨床醫生參與篩選有效方劑。根
據近期中醫藥臨床救治及療效觀察情况，
現將“清肺排毒湯”推薦各地使用。

39 2020 年 2 月 關於加强信息化支撑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疫情中醫藥防控工作的通知 加强信息化支撑疫情中醫藥防控工作。

40 2020 年 2 月
關於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等傳染病
防治工作中建立健全中西醫協作機
制的通知

為了進一步在新冠肺炎等傳染病防治工作
中建立健全中西醫協作機制，强化中西醫
聯合會診制度，提升臨床救治效果。

41 2020 年 2 月 關於省級中藥材標準和飲片炮製規
範中標準物質有關事宜的通知

加强和規範省級中藥材標準及中藥飲片炮
製規範中收載使用的標準物質標定和分發
工作。

42 2020 年 2 月 關於深化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見
全面建立中國特色醫療保障制度的决策部
署，著力解决醫療保障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問題。

43 2020 年 2 月 關於印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恢復期
中醫康復指導建議（試行）的通知

為充分發揮中醫藥獨特優勢，加快新冠肺
炎恢復期康復。

44 2020 年 3 月 藥品注册管理辦法
規範藥品注册行為，保證藥品的安全、有
效和質量可控．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以
藥品上市為目的，從事藥品研製、注册及
監督管理活動，適用本辦法。

45 2020 年 3 月 藥品生産監督管理辦法
為加强藥品生産監督管理，規範藥品生産
活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上市藥品的
生産及監督管理活動，應當遵守本辦法。

46 2020 年 5 月 關於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態化防控
中醫藥各項工作的通知

分區域精准施策，做好重點地區疫情防控
中醫藥工作。

47 2020 年 5 月 關於印發中醫病案質量控制中心建
設與管理指南（試行）的通知

促進中醫病案質量控制中心建設與發展，
持續提升醫療機構中醫病案管理質量。

48 2020 年 5 月 關於印發公共衛生防控救治能力建
設方案的通知

其中一項堅持中西醫並重。探索建立中西
醫結合的應急工作機制，充分發揮中醫藥
“簡、便、驗、廉”優勢，改善中醫藥疫
情防控救治基礎條件。

49 2020 年 6 月
關於印發 2020 年推進中醫藥健康扶
貧國家中醫醫療隊巡迴醫療工作方
案的通知

進一步推進中醫藥健康扶貧工作，促進優
質中醫藥資源下沉，有效提升貧困地區中
醫藥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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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20 年 6 月 關於公布國家森林康養基地
（第一批）名單的通知

通過提供優美的康養環境、安全的森林食品和
優質的康養服務，對促進國民健康、提升人民
群眾健康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51 2020 年 6 月 關於進一步强化中醫醫療機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指導各地中醫醫療機構進一步强化新冠肺炎防
控措施。

52 2020 年 9 月
關於印發《粵港澳大灣區中醫
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
年）》的通知

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中醫藥傳
承創新發展的意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綱要》，構建粵港澳中醫藥共商共建共享體制
機制，加快形成中醫藥高地建設新格局，深入
推進中醫藥高質量發展。

53 2020 年 9 月
關於印發《粵港澳大灣區藥品
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工作方
案》的通知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監管創新發展，
探索建立互動互利的藥品醫療器械合作新模式，
提升監管體系和能力現代化水平。

54 2020 年 9 月 中藥注册分類及申報資料要求
解决近幾年中藥創新研發動力明顯不足等關鍵
問題，著力構建、完善符合中藥特點的審評審
批機制。

55 2020 年 10 月 關於印發中醫藥創新團隊及人
才支持計劃實施方案的通知

促進中醫藥多學科交叉創新團隊建設，培養一
批中青年多學科交叉創新人才，啓動實施中醫
藥創新團隊及人才支持計劃項目。

56 2020 年 11 月
關於發佈《古代經典名方關鍵
信息考證原則》《古代經典名
方關鍵信息表（7 首方劑）》
的通知

加快推動古代經典名方中藥複方製劑簡化注册
審批。

57 2020 年 11 月
關於印發《中醫病證分類與代
碼》和《中醫臨床診療術語》
的通知

充分認識統一中醫病證分類與代碼的重要意義；
積極推進中醫病證分類與代碼全面使用；加大
《中醫病證分類與代碼》和《中醫臨床診療術
語》應用管理和監督力度。

58 2020 年 12 月
關於深入推進“互聯網 + 醫療
健康”“五個一”服務行動的
通知

持續推動“互聯網 + 醫療健康”便民惠民服務
向縱深發展；推進“一體化”共享服務，提升
便捷化智能化人性化服務水平。

59 2020 年 12 月
關於印發全國公共衛生信息化
建設標準與規範（試行）的通
知

為全面規範推進公共衛生信息化建設，提高公
共衛 生機構信息化建設與應用能力，針對公共
衛生信息化的短板 和不足，開展“補短板、堵
漏洞、强弱項”，加快信息技術 與公共衛生融
合應用。

60 2020 年 12 月 關於促進中藥傳承創新發展的
實施意見

促進中藥傳承創新發展。深化改革，健全符合
中藥特點的審評審批體系。傳承精華，注重整
體觀和中醫藥原創思維，促進中藥守正創新。
堅守底線，强化中藥質量安全監管。創新發展，
推進中藥監管體系和監管能力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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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製造業
27 醫藥製造業

273 2730 中藥飲片加工
指對採集的天然或人工種植、養殖的動物、植物和
礦物的藥材部位進行加工、炮製，使其符合中藥處
方調劑或中成藥生産使用的活動

274 2740 中成藥生産
以中藥材為原料，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為了預防
及治療疾病的需要，按規定的處方和制劑工藝將其
加工製成一定劑型的中藥製品的生産活動

O 居 民 服 務、 修 理
和其他服務業

80 居民服務業

805 洗 浴 和 保 健 養 生
服務

8053 養生保健服務 指中醫養生保健（非醫療）和其他專業養生保健等
服務

Q 衛生和社會工作
84 衛生

841 醫院
8412 中醫醫院
8413 中西醫結合醫院
8414 民族醫院

849 其他衛生活動 指健康體檢服務及其他未列明的衛生機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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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發展狀況
地區 簡介 企業例子 重點發展板塊

香港

主要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2018 年的 « 財政預算案 »
中，預留了 5 億元成立中醫藥發展基金（基金）
主要法規：1999 年正式通過《中醫藥條例草案》
主要小組：
• 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 ( 委員會 ) 於 2013 年成立，轄下成

立了「中醫業小組委員會」和「中藥業小組委員會」。
• 衞生署管理的中藥檢測中心，專責中藥檢測科研，為中藥

安全、品質及檢測方法建立參考標準。中藥檢測中心亦會
將《香港中藥材標準》及中藥檢測的參考標準推廣成為具
權威性的國際標準，推動香港中藥業邁向國際。

教育課程：現時已有 3 所本地大學設有全日制中醫藥學士學
位課程。
支持內容：香港政府在從業員培訓、中成藥生產質量管理、
中成藥註冊、倉儲物流、行業培訓、中醫藥推廣、中醫藥應
用研究上按計劃予以支持。
發展狀況：根據研究顯示 44，多年以來，中國內地一直從香
港地區進出口大量中成藥。但近年來進出口額均處於下降的
趨勢，以往香港占中國內地中成藥總進口額的 50%，而 2019
年同比下降了 11.88%。出口方面，內地對其出口額從 2017
年開始滑落至第三的位置後，連續 2 年保持下跌，2019 年內
地對香港地區的中藥類商品出口額為 4.29 億美元，同比下滑
5.34%。
可見，香港地區作為中國內地中藥商品轉口貿易集散地的優
勢漸減，其中一個原因為全球化貿易令採購商更容易於産地
直接採購。

獲 GMP 認證的製藥公司
( 曾受訪 )
• 位元堂藥廠有限公司
• 保心安藥廠有限公司
• 香港陳老二藥廠有限公司
• 香港澳美製藥廠有限公司
• 香港紫花油大藥廠有限公

司
• 余仁生（香港）有限公司
•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

司
• 北京同仁堂國藥有限公司
• 歐化藥業有限公司
• 李眾勝堂（集團）有限公

司

GMP 認證顧問服務公司
• 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有限

公司 ( 香港中文大學全資
擁有的科研單位 )

• 香港國健醫藥科技咨詢有
限公司

• 確利達顧問有限公司

中游產業：生產
及貿易銷售

澳門

主要支持：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
主要法規：《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 討論階段 )
主要小組：粵澳中醫藥產業合作專責小組
教育課程：現時已有 2 所本地大學設有全日制中醫藥學士學
位課程；此外，亦澳門大學與澳門科技大學聯合設立中藥質
量研究國家重點實驗室。
支持內容：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産業園作為《粵澳合作框架
協議》的首個落地項目正式於 2011 年 4 月落地橫琴。産業園
圍繞“國際級中醫藥質量控制基地”和“國際健康産業交流
平台”的核心目標，以及打造“中醫藥産業與文化一帶一路
的國際窗口”的優勢定位，重點目標為搭建産學研一體化平
台等工作。
發展狀況： 目前，產業園已搭建起中國內地及歐盟認證標準
的 GMP 中試生產、研發檢測、產業孵化基地等一體化全鏈條
的、具有國際先進水準的專業化公共服務平台；擁有完整的
科研服務體系，形成了大型知名藥企、CRO 研發服務機構及
高校創新驅動資源彙集的科技創新研發集群；同時，建有“國
家級科技企業孵化器”，為企業提供功能齊全的專業孵化平
臺，促進科技成果在園區的落地、孵化和轉化，共同推動中
醫藥產學研和成果產業化發展。為推動產學研技術和產品轉
化應用，產業園開展了瑞蓮莊（橫琴）度假主題酒店、中醫
藥科技創意博物館、Ola Lotus•蓮地 - 中醫藥主題文化街三
個大健康重點項目的建設和運營籌備，預計 2021 年開業。

• 張權破痛油中藥廠
• 澳邦藥廠

中游產業：生產

下游產業 ( 未來
方向：大健康服
務 )

 › 44: 中國醫保商會(2020)，《貿易總額逾60億美元 進出口雙增長——2019年中藥類商品進出口形勢分析》。取自：http://m.
cnpharm.com/c/2020-04-08/7214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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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發展狀況
地區 簡介 企業例子 重點發展板塊

廣州

主要支持：《廣州市支持中醫藥中華老字號品牌振興實施方
案》（2021）
主要小組：中醫藥強市建設領導小組
教育課程：設專門大學 - 廣州中醫藥大學及專門學院 - 暨南大
學中醫學院
支持內容：未來將整合全市中醫藥資源，推動產業集聚發展，
著力補齊原材料種植、養殖、加工、生產、銷售等各環節的
短板，完善產業鏈。
發展狀況：廣東省為嶺南中醫藥的主要發源地和聚集地。廣
州未來將加快規劃建設嶺南中醫藥博物館和廣藥中藥產業園。
除了完善中醫藥走出去的政策支撑外，廣東還加大投入扶持
中醫藥服務貿易機構。其中，廣州中醫藥大學與廣東新南方
集團成功研製的擁有自主知識産權品牌青蒿素複方藥物，至
2017 年底，省政府已投入 2000 多萬元專項資助，為亞非瘧
疾流行國家推廣複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瘧疾項目提供支持。

• 廣州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 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

有公司
• 廣州采芝林藥業有限公司
• 廣州市香雪製藥股份有限

公司
• 固生堂中醫連鎖管理集團
• 廣東羅浮山國藥股份有限

公司
• 康美藥業股份有限公司
• 廣東新南方集團有限公司

整體產業 ( 更多
為中下游 )

深圳

主要支持：《深圳市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實施方案 2020-
2025 年》
教育課程：設專門學院 - 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中醫科及深圳大學
國醫學院
支持內容：在中醫人才培養上，5 年內培養不少於 300 名本
土優秀中醫藥骨幹人才，補助經費每年 300 萬元。此外，深
圳還將建立國醫大師、全國名中醫、省市名中醫傳承工作室；
同時建設 100 個市級名老中醫藥師承工作室，補助經費每年
100 萬元。在推動中醫藥學科建設上水平，對市級 15 個中醫
臨床重點專科、65 個中醫特色專科，市財政每年補助資金從
原來的 1500 萬元提升至 3000 萬元，並大力引進中醫高層次
“三名工程”團隊，每個團隊給予 800 萬元—1500 萬元經費
支持。
發展狀況：深圳將佈局中醫藥健康産業，支持光明區創建“光
明國際中醫藥港”，爭取先行先試中醫藥跨境流通、審批認
證等綠色通道。支持坪山區創建國際中醫藥特色示範區，推
進在生物醫藥産業園區建設中醫藥産業集群。此外，深圳還
將推進智慧中醫院、互聯網中醫院、智慧中藥房等平台建設，
建立市、區、基層一體化中醫藥醫療服務信息化體系。

• 國藥控股深圳中藥有限公
司 ( 前身：深圳市中藥總
廠 )

• 深圳市和順堂醫藥有限公
司

下游產業

珠海

主要支持：支持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的發展
教育課程：關於開展中醫藥文化進校園試點學校申報工作的
通知
支持內容：除產業園的支持工作外，珠海市亦從文化教育上
加大中醫藥文化教育。從 2020 年起，將連續兩年在珠海市範
圍內創建一批中醫藥文化試點學校，每批 10 所試點學校，帶
動更多的中小學校開展中醫藥文化進校園活動。
發展狀況：由於澳門與珠海的中醫藥產業的發展有共性優勢，
故重點發展產業鏈與澳門相若。例如於 2019 年，產業園和珠
海市中西醫結合醫院聯合成立的“粵澳醫療機構中藥製劑中
心”獲廣東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成立。2020 年亦舉行了中
國（珠澳）中醫藥國際博覽會。

參考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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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發展狀況
地區 簡介 企業例子 重點發展板塊

佛山

主要支持：正研究完善“1+N”扶持和促進中醫藥發展的政策
文件
主要小組：將儘快牽頭成立佛山市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工作
領導小組 
教育課程：佛山市中醫院正式掛牌成立廣東省博士工作站、
廣東省博士後創新實踐基地 ( 市中醫院下一步擬建設佛山市中
醫藥研究院，並計劃與廣州中醫藥大學合作共建中醫臨床醫
學院 )
支持內容： 佛山的中醫藥産業文化底蘊深厚，發展至今已擁
有 400 多年的歷史，素有“嶺南中成藥的發源地”“嶺南藥祖”
之譽。近代影響最大的介紹生草藥的醫學著作 -《嶺南采藥錄》
亦創於佛山。
未來，中醫藥企業將要打造以標準化為基礎的生産製造體系，
實現中醫藥産業化、規模化、智能化，塑造佛山中醫藥國際
話語權和影響力； 通過四大舉措做大做强佛山醫藥工業，加
快打造生物醫藥及大健康産業集群。另外，中國中藥控股有
限公司在南海里水打造中國中藥健康産業園項目，除計劃建
設中藥配方顆粒提取加工中心、中藥飲片生産製造中心、大
型藥材配送中心及大健康産品研發生産基地等，還將建設國
醫館、中醫健康體驗館、現代中藥産業園等，借此打造成為
佛山中醫藥産業名片。

• 廣東一方制藥有限公司
• 國藥集團廣東環球製藥有

限公司
• 佛山德眾藥業有限公司
• 佛山馮了性藥業有限公司

整體產業 ( 未來
將大力發展中下
游 )

惠州

主要支持：《關於促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實施方案》
教育課程：廣州中醫藥大學惠州醫院研究生課程，另有中華
德慧教育（全國有八大學校教育實驗區，廣東省目前只有惠
州），試驗區各校則引入中醫藥文化教育。
支持內容：惠州市將成立中醫科學大會常設機構，設立中醫
科學大會發展基金。充分挖掘“南藥發源地”等中醫藥歷史
文化底蘊。建設惠州市中醫藥博物館和中草藥科普植物園。
發展狀況：惠州中藥材資源豐富，《方案》提出實施“地道
南藥惠州種植”工程。倡導中醫藥企業在本地自建或聯建中
藥材生産基地，推行中藥材 GAP 規模化、規範化種植，鼓勵
野生、生態、仿生種植。建設南藥質量檢驗檢測中心，建設
中藥材種源基因庫，集成打造南藥産業園，培育高質量中藥
材交易市場。大力發展中藥材海洋種養項目。早在 2019 年，
博羅縣南藥産業園入選廣東省“2019 年第一批省級現代農業
産業園建設名單”，成為惠州第一個省級南藥産業園。

• 廣東暨晴生物醫藥科技有
限公司

上游產業

東莞

主要支持：《東莞市推進中醫藥强市建設行動綱要（2016-2020
年）
主要小組：中醫藥發展議事協調聯席會議制度
教育課程：2020 年東莞市政府與廣州中醫藥大學正式簽約，
携手共建廣州中醫藥大學東莞醫院和粵港澳大灣區（東莞）
中醫藥健康産業園
支持內容：全面形成高水平、信息化、産業化、現代化的中
醫藥傳承創新發展體系，全面建成投資規模大、科研帶動强、
産業鏈條全的中醫藥産業，實現中醫藥服務能力、中醫藥高
層次人才儲備走在全省前列，全力以赴把東莞建設成為中醫
藥强市
發展狀況：通過加大中醫藥科研投入，東莞將繼續加强中醫
藥研究所建設，全面深化與廣州中醫藥大學的交流合作，爭
取建設省級重點實驗室。對國家級、省級的高層次中醫藥科
研項目，給予相應激勵和配套支持。

• 廣東眾生藥業股份有限公
司

• 廣東紅珊瑚藥業有限公司

整體產業 ( 未來
將 大 力 發 展 中
游 - 科研技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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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發展狀況
地區 簡介 企業例子 重點發展板塊

中山

主要支持：中山市委書記賴澤華指要建設中山成為中醫藥强
市
主要小組：主要會議有中醫藥大會 (2021 年 1 月召開 )
教育課程：中山市中醫院自 2014 年成為首批國家中醫規培基
地 (2020 年澳科大中藥本科學生首次前往中山市中醫院進行
專題實習 )
支持內容：重點抓好中醫服務、中藥重點産業發展，研製製
劑等工作，推動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充分發揮中藥有效保
障群眾健康的作用，把中山建設成為中醫藥强市。
發展狀況：於 2021 年中醫藥大會，市委書記賴澤華表示中山
將從四方面發展中醫藥產業。一是提升服務品質，打造中醫
醫療“中山牌”，拓展中醫藥參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項目。
二是追求質量品質，打響中醫藥材藥品“中山造”，加快建
設中藥材種植示範基地。三是完善産業鏈條，打造灣區中醫
藥産業“中山艦”，打造一批中藥製造頭部企業，建設中醫
藥“中山藥谷”；四是打造中醫藥專家人才“中山隊”，分
級分類培養緊缺型、實用型中醫藥人才，建立科學評價激勵
機制，鼓勵中醫藥人才創新創業。
灣區合作方面，強調要加强産業協作，深化與大灣區城市産
業協作，積極推動中山市中醫藥産業融入“健康灣區”建設，
加快構建完整産業鏈，借助灣區平台把中山中醫藥特色産品
推向國際市場。

• 中山市恒生藥業有限公司
• 廣東先通藥業有限公司
• 廣東沙溪製藥有限公司
• 中智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 健禾中藥飲片有限公司
• 仙逸堂中藥飲片有限公司
• 正德香中藥飲片有限公司

整體產業

江門

主 要 支 持：《 江 門 市 促 進 中 醫 藥 傳 承 創 新 發 展 實 施 方 案
（2020—2025 年）》、《江門市創建中醫醫療高地工作方案》
主要小組：江門市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工作領導小組
教育課程：全省唯一的中醫藥類高職院校 - 廣東江門中醫藥職
業學院
支持內容：中醫藥發展設專項資金
發展狀況：未來增强中醫藥服務體系支撑力；聚焦人才培養，
建設高素質專業化中醫藥人才隊伍；聚焦産業發展，做大做
强特色中藥大健康全産業鏈；聚焦傳承創新，推動中醫藥文
化保護與傳承；聚焦業態融合，增强中醫醫養結合品牌影響力；
構建中醫藥對外交流重要窗口。

下游產業

肇慶

主要支持：中醫藥科學研究屬社會發展與民生領域科技創新
專項
教育課程：肇慶市嶺南中醫藥文化技術研究院
支持內容：有序推動中醫藥傳承創新與振興發展，奮力打造粵
港澳大灣區中醫藥强市，努力走出一條具有肇慶特色的中醫
藥高質量發展之路。建設中藥現代産業體系，强化科研支撑，
加快推進集種植、加工、倉儲物流、批發交易等於一體的南
藥全産業鏈發展，推動中醫藥産業與文旅康養産業融合發展，
加快發展南藥觀光、南藥科普教育等新業態，打造具有强大
競爭力的南藥産業集群和大灣區重要中醫藥産業高地。
發展狀況：肇慶為南藥道地藥材主要種植地之一，南藥品種豐
富繁多。近年來，肇慶南藥産業經濟效益日漸顯著。肇慶長
期以來致力打造南藥名品優品。例如，高要巴戟天已於 2012
年獲得國家“道地藥材”認證；2018 年，德慶巴戟、德慶何
首烏被列為“農産品地理標志”認證産品；同年，德慶縣獲

“中國巴戟天名縣”“中國何首烏名縣”“中國肉桂名縣”“中
國佛手名縣”稱號。高要區南藥産業園位於 2018 年亦為第一
批入選的省級現代農業産業園。

• 德康農業科技公司
• 董福行巴戟天種植專業合

作社
• 肇慶星湖製藥有限公司

上游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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