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药企泛消费转型受追捧

新资源食品主打“药食同源”牌

本报记者 刘国锋

“明月清风相思，丽日百草也多情。 ”当这样一句歌词，用浪漫手法将康美药业（600518）描绘在电视广告中时，中药企业在新时期的竞争策略不禁让人侧目。

百草如何多情？ 在泛消费转型中有生动体现。 卫生部日前表示，健康人群按照食用量食用人工种植人参是安全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新资

源食品管理办法》，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每天食用量不大于3克。消息刚一出台，刺激紫鑫药业（002118）、益盛药业（002566）股价大涨，引发市场关注。

业内人士称，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升级，中药新资源食品有望迎来新的发展空间。目前，中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最具传统色彩的部分，不但被看好向

现代中药发展的潜力，还出现了跨品种转型、向大健康转型的趋势，而以“药食同源”为主打牌的中药新资源食品，将成为中药产业走向新兴的又一利器。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我国法规中既是药品又是食品的物品有80多种，可用于保健食品的中药材有100多种。

药食两用壮大需求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人参出产国，20世纪90年代前，部分人参制品被允许作为食品在市场上销售，不过2002年后，人参被列入《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中，

局限于保健品食用范围。 此次人参获批为新资源食品，消费和需求有望增大。

A股上市公司中，紫鑫药业、益盛药业、康美药业拥有人参资源优势，然而在仅可入药的情况下，人参价格受供需关系影响而不稳定，带来的收益也不稳定。 随着人参

价格波动，2012年中期，紫鑫药业人参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12亿元，同比下降53.69%，实现净利润5615.98万元，同比下降49.61%。而益盛药业的清开灵注射液、生脉注

射液受到红参等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毛利率均出现下降。

一位券商医药行业研究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我国是传统人参消费国，但年消费量仅有2000多吨，出口价格约为韩国的1/10，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参

仅作为药品使用，而韩国从中国东北地区收购人参后，将其加工成为高端消费品，高价销回中国。

据介绍，吉林长白山区是最大的人参产区，产量占到世界的70%，但国内龙头加工企业较少，缺乏强势品牌，个体参户占比近半，且毁林载参的方式破坏生态环

境，抑制了产业的壮大和良性发展。

培育人参产业龙头企业，成为吉林省的工作重点之一。 早在2011年，吉林省便试点人参药食两用。 吉林省振兴人参产业的意见提出，将通过建设标准化生产基

地，扶持龙头企业发展，计划到2012年参业产值实现200亿元，2015年实现400亿元，2020年实现1000亿元。 紫鑫药业、益盛药业等企业受到重点扶持。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在日前召开的第八届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上，部分人参龙头企业已抓住先机抢占“药食两用”市场，紫鑫药

业推出的人参食品达数十种之多，包括人参茶系列、人参酒系列、人参糖系列等。

据了解，人参果蔬酵素是紫鑫药业第一款“药食同源”产品，以人参、蔬菜、水果为原料制成；公司同时生产的人参枸杞苹果汁也让市场人士耳目一新。 目前，紫

鑫药业在研的人参食品有160多种，人参饼干、人参酒和人参茶等得到消费者认可。 吉林省人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人士表示，允许人参进入食品，是人参界和参农多

年来期盼的，将极大促进中国人参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吉林人参产业的振兴。

而“药食同源”给中药企业带来的产品延伸机会，并不仅局限在人参身上。

卫生部在2002年2月发布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把人参、人参叶、人参果包括在内，使其无法进入普通食品领域。 此外，三七、丹参、五味子、西洋参、生何

首乌、芦荟、益母草等110种物品被列入，使这些原材料的应用范围受到抑制。

而一旦这些药材获准“药食两用”，便可极大地刺激市场需求。卫生部数据显示，我国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多达87种，包括丁香、山药、罗汉果、木瓜、甘草、决

明子、茯苓、金银花、枸杞子、薄荷等。 其中，部分药材生产的饮料或固体食品已经有广阔市场，如木瓜汁、甘草茶、决明子茶、茯苓糕、茯苓夹饼等，受到市场追捧。

交叉地带企业火拼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在走访北京多家商场、保健品店和药品连锁商店时了解到，面对“药食两用”的市场机会，中药企业和食品企业均如箭在弦上，在食品、饮

料等领域展开了激烈争夺，而跨国企业也对这块市场觊觎已久。

观察此前卫生部批准正式生产的新资源食品可知，许多介于中药企业和食品企业交叉地带的食品，需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仅在可乐领域，就有中国药材公司及开封中药厂出品的少林可乐、重庆市饮料厂及四川省中药研究所出品的天府可乐、上海中药制药三厂出品的上海可乐、张

家口市长城制药厂出品的长城可乐、杭州利民制药厂的中国可乐，以及青海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及中医药研究所出品的天力饮料等，这些产品既需要同中药企业比较

优势，又需要抢食饮料企业的市场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部分产品最终败阵。

而上市中药企业中的康恩贝（600572）、龙力生物（002604）等，也分别拥有阳光营养液、低聚木糖等新资源食品。一些实力雄厚的医药研究机构开始将中药新资

源食品的研发推向高端和纵深。 如北京泛华医药新技术研究所获批生产冬虫夏草多糖营养液、石药集团获批生产活力素营养液等，均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或市场推

广能力。 药企与食品企业的联盟也浮出水面，兰州科林生物制品厂与北京四博连绿色食品公司合作开发了补王虫草精，并借助多种途径进行推销。

中草药饮料往往被认为最能体现“药食同源”的理念，其中发展最成熟的王老吉凉茶，是人尽皆知的中药饮品龙头，并战胜可口可乐在国内市场的神话，引来众

多效仿者。

华创证券研究表示，中国饮料行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的新兴行业，是消费品中的发展热点和新增长点，功能饮料的开发会更加凸显饮料市场的未来潜

力，以凉茶为急先锋的中药饮料市场将更加繁荣，中草药题材饮料市场规模增速将高于整体，2013年销售额有望突破500亿元。

不断扩大的市场空间让中药企业垂涎。 目前在凉茶领域，有广州药业的王老吉凉茶、达利集团的和其正凉茶、广州健生堂凉茶、广州黄振龙凉茶及香雪制药的

凉茶等。 部分中药企业和食品企业还借助新资源食品概念联手扩充饮料的覆盖范围，如常州市利佳保健品厂与上海冶炼厂半导体材料分厂联合研发的健康锗饮液，

上海宝安生物技术公司和浙江省临平啤酒厂联合研发的活力王SOD啤酒，给市场带来一丝新意。

据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李琼此前介绍，中药企业的高成长兼长周期的产品正不断涌现，目前中国老龄人口超过1.8亿，中药保健品市场

规模正迅速扩展，产业环境也日益完善。 在过去10年间，美国健康产业的消费增长由2000亿美元激增到目前的1万亿美元规模。 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国民健康意识和

保健消费力的不断增长，以中药饮料为代表的中药衍生品的发展将加快。

转型背后竞争加深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中药企业转型快速消费品生产，既有传统的品牌优势，也受到营销模式的制约。 据介绍，中药企业研发

能力强、固有品牌市场信誉高，容易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但快速消费品的营销和竞争与药品销售有较大差异，传统中药企业若突然切入，未必能获得快速成长。

紫鑫药业对此有着深刻的感触。 公司2012年中报表示，随着公司人参食品新品种不断推出，产品种类的增加和整体产能的扩张将给公司的销售能力带来新的

挑战，部分产品在市场投放方式、销售渠道、销售模式上与公司现有的中成药存在一定的区别，销售额能否同步增长面临着营销投入和网络建设的制约。公司如果不

能在产品品质、资金投入、销售策略等方面取得竞争优势，将影响到公司的营业收入和整体业绩。

反观过去20多年间中药衍生品行业的变迁可以发现，食品企业或日用化学品企业往往能凭借精准的市场判断，在中药企业之前抢得先机。早在1983年，中华中

药牙膏便问世，当年销售额达到1200万元人民币，而直到2005年，云南白药牙膏才开始拓展中药牙膏市场，与此同时，田七、纳爱斯、立白等也以“中草药”概念崛起，

在中药日化品领域打得不可开交。 2005年时，尼尔森公司调查发现，中药题材牙膏的市场占有率达到50%。

业内人士认为，中药企业自身所处市场环境较为封闭，药品价格听从政策调控、药品招标受到政策管制、药品广告受到政策禁入，由于与其他市场环境存有差

异，在突然切入快速消费品市场时，中药企业转型往往短期内不尽如人意。

此外，对产品中药概念的市场定位需要企业做出准确判断。华创证券研究所数据显示，具有健齿作用的中草药达22种，而中药牙膏所主推的成分不尽相同。在饮

料和食品领域的情况亦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保健食品成分有灵芝、西洋参、人参、螺旋藻、香菇多糖等，具有改善睡眠作用的保健食品成分有刺五加、五味子、褪

黑素、天麻、白芍等，不一而足。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调查中同时发现，大型药企如同仁堂、太极集团、华润双鹤、江中药业等的保健食品正不断抢滩零售终端。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受药品降价等

因素影响，许多药店开始扩大保健食品经营，随着居民消费方式转变和预防观念的增强，金银花、胖大海、决明子等中药材也开始抢占茶叶市场的份额，一场白热化

的竞争似乎正在酝酿。

而惠氏、奈氏力斯、安利、仙妮蕾德、雅芳等400多家外资企业也不断加强在中国保健食品市场的存在，安利中国2010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210亿元，其中保健

食品占比达到60%。 李琼介绍，这400多家外资企业以7%的品种收获了国内市场约40%的市场份额，使国内中药衍生品企业面临更加艰巨的竞争格局。

中药衍生品相关企业市场表现

企业名称 相关产品 所属类别 中期业绩增幅 年内股价涨幅

紫鑫药业 人参酒、人参茶 新资源食品 降低

49.61% +15.69%

康恩贝 阳光营养液 新资源食品 降低

29.18% +44.35%

贵州百灵 “爱透”饮料 中药饮料 增长

23.05% +35.73%

云南白药 牙膏、洗发水 中药日化 增长

28.44% +16.93%

广州药业 王老吉凉茶 中药饮料 增长

20.86% +84.25%

马应龙 八宝眼霜 中药日化 增长

10.69% -4.23%

三精制药 双黄连牙膏 中药日化 增长

3.99% +3.23%

香雪制药 凉茶 中药饮料 增长

40.63% +29.63%

江中药业 参灵草口服液 中药饮料 增长

11.18% -18.25%

制表：刘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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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多家外资企业以

7%

的品种收

获了国内市场约

40%

的市场份额，

使国内中药衍生品企业面临更加

艰巨的竞争格局。

原辅料掺假制约医药产业发展

于明德：持续从严整顿

□

本报记者 刘国锋

继工业明胶毒胶囊、 地沟油抗生素事件

后， 中药材染色事件日前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因涉嫌用化工色素金胺

O

进行染色并掺假，凯

利中药饮片公司

9

月

8

日遭国家药监局曝光。

9

月

10

日早盘，因

2011

年度曾购入凯利公司的药

材，相关上市公司股价出现大幅下挫。 中国医

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

9

月

10

日对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原料、辅料等领域的问题严重

打击市场对药品的信心，不利于医药产业的发

展，下一步仍将从严整顿。

价格诱惑招致掺假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9

月

8

日曝光，

安徽亳州一批中药饮片企业使用化工色素金

胺

O

进行染色、 利用铝盐和镁盐进行增重，其

中

8

家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被停产整顿，

6

家企业

的

GMP

证书被收回，

12

家企业被立案调查。

国家药监局称，在中药材、中药饮片生产

中染色增重、 掺杂使假会对后续的中药生产、

临床配方使用带来极大的危害，造成系统性安

全风险，是严重的、恶劣的违法行为。

“这种整顿非常必要， 应该进一步规范中

药材行业发展。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中

药民族药标准研究与检测中心主任林瑞超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事实上， 这并非中药企业首次面对药材

信用危机。 早在

2011

年，四川蜀中制药就因用

苹果皮冒充板蓝根遭到处罚。 业内人士直言

不讳地指出， 蜀中制药的复方丹参片中标价

只是原料价格的

1/4

， 其为了占领基层医疗市

场，使用“低价中标”策略，并最终曝出了掺杂

使假的行为。

于明德表示，药企的逐利行为刺激药材流

通领域违法事件频出。“低价中标”促使部分下

游药企暗中掺假；中药材价格暴涨，则推动部

分上游药材供应商染色、增重。 上下游的掺假

行为，皆需要严格治理。

2009

年下半年以来，受气候因素和市场需

求影响，中药材价格出现了连续暴涨，在打击

下游中药企业盈利的同时，也刺激药材供应商

违法行为增多。 业内人士称，“加铝”、“加镁”、

“加盐、加糖、加色素”等掺杂使假行为，已经成

为中药行业的潜规则。 而食品价格的持续上

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地沟油冒充大豆油现

象的出现，

“必须严厉打击， 整顿医药业原料市场的

经营环境，才能推动行业持续发展。”于明德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企业自建基地应对

于明德对中国证券报记者称， 企业自建

GAP

中药材生产基地，解决市场紧缺的药材需

求，将是缓解供需紧张和避免购入劣质药材的

可取之道。

目前，国内中药企业

GAP

生产基地逐步增

多。 同仁堂、以岭药业、贵州百灵等过半

A

股中

药上市公司建有中药材生产基地。而九州通等

流通企业为应对成本波动压力，在中药材贸易

中采用减少中间环节、 直接实现产地对接、自

建

GAP

基地、建立部分大宗药材适量储备等措

施，以改进营收。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工信部也正不断

加大对中药材种植基地的扶持力度，“十一五”

期间对中药材种植每年安排

2500

万元扶持资

金，“十二五”开始每年再增加

1

亿元，而

2012

年

的扶持资金规模达到

1.35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自己种植中药材，短期或

可解决企业难题，但并非中药产业发展的长久

之策。 由于

GAP

标准种植的成本过高，部分中

药企业

GAP

标准药材仅能满足自身制剂加工

需要， 流通在市场上的多数中药材并不符合

GAP

标准，严重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业内专家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质量标

准的缺失严重制约着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特

别是栽培药材质量的参差不齐，令药用作用存

在明显差异，如部分地区三年期药材可能两年

便被采摘，药用质量被人为降低。

“无论是中药材，还是毒胶囊、地沟油抗生

素事件，都反映了医药行业原辅材料层面的治

理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进一步管理。”于明德

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

记者观察

投资中药衍生品当三思

□

本报记者 刘国锋

中药衍生品是一个宽阔的范畴， 涵盖中药

保健品和中药新资源食品， 伴随消费升级和人

口老龄化推动， 中药衍生品正成为未来投资的

黄金地带。但与药品投资不同的是，中药衍生品

属于营销驱动型领域，再精明的投资机构，也需

要在出手前多用几次试金石， 才能辨明标的企

业的成色。

国内保健品领域有三个成长案例一直为创

投机构津津乐道，分别是脑白金、黄金搭档、三株

口服液，三株口服液的一夜消失较前两者的成功

更让创投人士记忆犹新。 在他们看来，保健品领

域适合赚钱，但不一定适合创投投资，在政策管

控、行业自律和市场认知三层约束下，品牌、广告

和宣传通常更为有效。 “保健品应该是营销领域

最高的一个境界。 ”一位创投合伙人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说，创投机构似乎难以对之进行量化。

保健品很容易被人联想到广告狂轰滥炸、效

果夸大其词上，随着近来食品药品领域“黑天鹅事

件”的频发，保健品行业的原料、功效、质量受到越

来越多的关注。 “产品必须有自己的特色，必须有

货真价实的功效，才能赢得市场追捧。 ”上述创投

人士如此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公众的消费习惯也逐渐表现得理性，由

20

世

纪末期流行的礼品消费和跟风消费，过渡到如今

的功效和品牌消费，中药企业的品牌优势、研发

优势和信誉优势开始凸显，一定程度上成为机构

的投资依据。 但中药衍生品显然更为复杂，一是

它无法回避常规保健品领域的一些弊病，如原料

分散、进入门槛低、行业格局散乱等，二是中药的

功能和成分等至今无法厘清，使得行业标准的制

定和产品推广受到影响，不利于市场投资判断。

在此背景下，是投资一个营销团队，还是投

资一个产品，成为让创投资金最纠结的问题。 汤

臣倍健的营销经验或许值得借鉴，在医药流通整

合的大环境下，公司利用捆绑百强连锁药店的形

式实现了产品快速覆盖， 建立起广泛的营销网

络，借助公司品牌形象的树立、原料基地的扩展

和渠道层面利益机制的完善，最终赢得了市场份

额，公司自

2011

年三季度以来净利润同比增幅连

续超过

100%

。

在中药企业品牌、研发优势的基础上，多数中

药衍生产品做大做强可期， 如云南白药牙膏最初

走高价路线并不被看好， 但在优秀营销策略的推

动下，最终成为继高露洁、佳洁士之后的第三大牙

膏品牌； 而王老吉凉茶在经历加多宝和广州药业

的是非恩怨后，也变得更加炙手可热。诚如医药行

业研究员所说的， 中药衍生品企业投资有三个不

得不考虑的因素，分别是企业公信力的培育、优秀

营销网络的建立和过硬的产品品质， 三个因素共

同发力，才能产生优秀的中药衍生品企业。

■

名词解释

新资源食品

根据卫生部规定， 新资源食品是指对人

体不得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慢性或其他潜

在性健康危害的在我国无食用习惯的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从动物、植物、微生物中分离

的在我国无食用习惯的食品原料， 在食品加

工过程中食用的微生物新品种， 以及因采用

新工艺生产导致原有成分或者结构发生改变

的食品原料。

随着中药行业的转型和发展， 目前中药新

资源食品与中药饮料、中药保健品、中药日化用

品等，逐渐被合称为中药衍生品。 卫生部负责新

资源食品的审批和管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负责保健品的审批和管理。（刘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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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周刊

药企泛消费转型受追捧

新资源食品主打“药食同源” 牌

□

本报记者 刘国锋

“明月清风相思，丽日百草也多情。 ”

当这样一句歌词，用浪漫手法将康美药业

（

600518

）描绘在电视广告中时，中药企

业在新时期的竞争策略不禁让人侧目。

百草如何多情？ 在泛消费转型中有

生动体现。 卫生部日前表示，健康人群按

照食用量食用人工种植人参是安全的，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新资

源食品管理办法》，批准人参（人工种植）

为新资源食品， 每天食用量不大于

3

克。

消息刚一出台，刺激紫鑫药业（

002118

）、

益盛药业（

002566

）股价大涨，引发市场

关注。

业内人士称，随着社会消费水平的

升级，中药新资源食品有望迎来新的发展

空间。 目前，中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

产业中最具传统色彩的部分，不但被看好

向现代中药发展的潜力，还出现了跨品种

转型、向大健康转型的趋势，而以“药食同

源”为主打牌的中药新资源食品，将成为

中药产业走向新兴的又一利器。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我国法规中

既是药品又是食品的物品有

80

多种，可

用于保健食品的中药材有

100

多种。

药食两用壮大需求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人参出产

国，

20

世纪

90

年代前，部分人参制

品被允许作为食品在市场上销

售， 不过

2002

年后， 人参被列入

《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

中，局限于保健品食用范围。 此次

人参获批为新资源食品， 消费和

需求有望增大。

A

股上市公司中，紫鑫药业、益

盛药业、康美药业拥有人参资源优

势， 然而在仅可入药的情况下，人

参价格受供需关系影响而不稳定，

带来的收益也不稳定。 随着人参价

格波动，

2012

年中期， 紫鑫药业人

参产品实现营业收入

1.12

亿元，同

比下降

53.69%

，实现净利润

5615.98

万元，同比下降

49.61%

。 而益盛药

业的清开灵注射液、生脉注射液受

到红参等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影

响，毛利率均出现下降。

一位券商医药行业研究员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我国是传统

人参消费国，但年消费量仅有

2000

多吨， 出口价格约为韩国的

1/10

，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参仅作

为药品使用，而韩国从中国东北地

区收购人参后，将其加工成为高端

消费品，高价销回中国。

据介绍，吉林长白山区是最大

的人参产区，产量占到世界的

70%

，

但国内龙头加工企业较少， 缺乏强

势品牌，个体参户占比近半，且毁林

载参的方式破坏生态环境， 抑制了

产业的壮大和良性发展。

培育人参产业龙头企业，成

为吉林省的工作重点之一。 早在

2011

年， 吉林省便试点人参药食

两用。 吉林省振兴人参产业的意

见提出， 将通过建设标准化生产

基地，扶持龙头企业发展，计划到

2012

年参业产值实现

200

亿元，

2015

年实现

400

亿元，

2020

年实现

1000

亿元。 紫鑫药业、益盛药业等

企业受到重点扶持。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知情人士

处了解到，在日前召开的第八届中

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

上，部分人参龙头企业已抓住先机

抢占“药食两用”市场，紫鑫药业推

出的人参食品达数十种之多，包括

人参茶系列、人参酒系列、人参糖

系列等。

据了解， 人参果蔬酵素是紫鑫

药业第一款“药食同源”产品，以人

参、蔬菜、水果为原料制成；公司同

时生产的人参枸杞苹果汁也让市场

人士耳目一新。目前，紫鑫药业在研

的人参食品有

160

多种， 人参饼干、

人参酒和人参茶等得到消费者认

可。 吉林省人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人士表示，允许人参进入食品，是人

参界和参农多年来期盼的， 将极大

促进中国人参业的国际竞争力，促

进吉林人参产业的振兴。

而“药食同源”给中药企业带

来的产品延伸机会， 并不仅局限

在人参身上。

卫生部在

2002

年

2

月发布可用

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把人参、人

参叶、人参果包括在内，使其无法进

入普通食品领域。此外，三七、丹参、

五味子、西洋参、生何首乌、芦荟、益

母草等

110

种物品被列入，使这些原

材料的应用范围受到抑制。

而一旦这些药材获准“药食两

用”，便可极大地刺激市场需求。卫

生部数据显示，我国既是食品又是

药品的物品多达

87

种， 包括丁香、

山药、罗汉果、木瓜、甘草、决明子、

茯苓、金银花、枸杞子、薄荷等。 其

中，部分药材生产的饮料或固体食

品已经有广阔市场， 如木瓜汁、甘

草茶、决明子茶、茯苓糕、茯苓夹饼

等，受到市场追捧。

交叉地带企业火拼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在走访

北京多家商场、 保健品店和药品

连锁商店时了解到，面对“药食两

用”的市场机会，中药企业和食品

企业均如箭在弦上，在食品、饮料

等领域展开了激烈争夺， 而跨国

企业也对这块市场觊觎已久。

观察此前卫生部批准正式生

产的新资源食品可知， 许多介于

中药企业和食品企业交叉地带的

食品，需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仅在可乐领域，就有中国药材

公司及开封中药厂出品的少林可

乐、重庆市饮料厂及四川省中药研

究所出品的天府可乐、上海中药制

药三厂出品的上海可乐、张家口市

长城制药厂出品的长城可乐、杭州

利民制药厂的中国可乐，以及青海

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及中医药研究

所出品的天力饮料等，这些产品既

需要同中药企业比较优势，又需要

抢食饮料企业的市场份额。 值得注

意的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部分

产品最终败阵。

而上市中药企业中的康恩贝

（

600572

）、龙力生物（

002604

）等，

也分别拥有阳光营养液、 低聚木

糖等新资源食品。 一些实力雄厚

的医药研究机构开始将中药新资

源食品的研发推向高端和纵深。

如北京泛华医药新技术研究所获

批生产冬虫夏草多糖营养液、石

药集团获批生产活力素营养液

等， 均具有较强的研发实力或市

场推广能力。 药企与食品企业的

联盟也浮出水面， 兰州科林生物

制品厂与北京四博连绿色食品公

司合作开发了补王虫草精， 并借

助多种途径进行推销。

中草药饮料往往被认为最能

体现“药食同源”的理念，其中发

展最成熟的王老吉凉茶， 是人尽

皆知的中药饮品龙头， 并战胜可

口可乐在国内市场的神话， 引来

众多效仿者。

华创证券研究表示， 中国饮

料行业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起来

的新兴行业， 是消费品中的发展

热点和新增长点， 功能饮料的开

发会更加凸显饮料市场的未来潜

力， 以凉茶为急先锋的中药饮料

市场将更加繁荣， 中草药题材饮

料市场规模增速将高于整体，

2013

年销售额有望突破

500

亿元。

不断扩大的市场空间让中药

企业垂涎。 目前在凉茶领域，有广

州药业的王老吉凉茶、 达利集团

的和其正凉茶、广州健生堂凉茶、

广州黄振龙凉茶及香雪制药的凉

茶等。 部分中药企业和食品企业

还借助新资源食品概念联手扩充

饮料的覆盖范围， 如常州市利佳

保健品厂与上海冶炼厂半导体材

料分厂联合研发的健康锗饮液，

上海宝安生物技术公司和浙江省

临平啤酒厂联合研发的活力王

SOD

啤酒，给市场带来一丝新意。

据北京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

业促进中心副主任李琼此前介

绍， 中药企业的高成长兼长周期

的产品正不断涌现， 目前中国老

龄人口超过

1.8

亿， 中药保健品市

场规模正迅速扩展， 产业环境也

日益完善。 在过去

10

年间，美国健

康产业的消费增长由

2000

亿美元

激增到目前的

1

万亿美元规模。 可

以预见， 随着我国国民健康意识

和保健消费力的不断增长， 以中

药饮料为代表的中药衍生品的发

展将加快。

部分市场上常见的中药衍生产品。 IC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