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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珠澳合作发展论坛发言材料三 

 

珠澳中医药产业合作的探索与实践 

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曹晖 

 

1 

珠澳中医药产业合作的探索与实践

————以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例以横琴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为例

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曹晖曹晖

20172017年年1212月月99日日

第七届珠澳合作发展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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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中医药产业利好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都对中医药给予了

高度评价，在国内外推广中医药。

 2015年12月22日致信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
60周年，指出“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2016年2月3日视察江西江中集团时指出“中

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
掘好、发展好、传承好“

2017年10月18日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
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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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

 4月工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
(2015-2020)》

这是中国第一个关于中药材保护和发展的国家级专项规划

2016年广东省人大发布首个地方法规《广东省岭南道地药材保护条例》和第一批八种保护品种

 5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
这是国家层面制定的首个中医药健康服务领域的专项发展规划

 11月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

展的指导意见》
 提倡传统养生与休闲旅游结合

3

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和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中医药既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载体，又在健康事业中发挥独特作用，发展日益受到高度重视。

近三年国家、广东省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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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2月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
中医药行业首个国家级战略规划，将为中医医疗、中药产业、中医药国际化带来突破性发展机遇

在医改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

是新时期推进我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8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药发展“十三五”规划》
明确5年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

 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专章部署振兴发展中医药服务健康中国建设

 12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首个《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指出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向世界宣告中国坚定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12月第12届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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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 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医
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

•加强与中央“一带一路”规划配套，在中医药领域与沿线国家交流与合作，开创中医药全方位对外开放新
格局

• 3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2个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中
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 提倡医养结合

5

 

6 

我国中医药“天时地利人和”机遇

• 天时：医学模式转变、健康观念、医改世界难题

• 地利：新时代经济转型发展、民生关注、健康服务

• 人和：六位一体（医疗、保健、科研、文化、教育、产业）

三观互动（微观运作、中观协调、宏观把握）

 

7 

我国中药产业概貌与现状

• 第一产业 中药农业
• 第二产业 中药工业（狭义=制造业，广义=大健康业）

• 中成药(含民族药)  、中药饮片

• 中药提取物

• 中药为原料工业（保健品、化妆品、消杀剂、兽药等）

• 第三产业 中药商业(服务、贸易)

• 第四产业 中药知识产业（信息、知识产权）

古老而新兴古老而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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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集中度有所提高，前50位的中药企业的销售额和产值总和占整
个中药行业的60％以上，一批中药的大型产业群已初现雏形，区域
格局已基本形成：

• 以北京同仁堂、天津天士力和中新、河北以岭和神威为代表的京
津冀地区；

• 以哈药、修正、通化长白山系的北药区域；
• 以华润三九、健康元、广药、东阳光、丽珠等珠三角地区；
• 以上实、康缘、正大青春宝等长江三角经济区；
• 以宛西、健民、济民可信为代表的华中地区；
• 以太极集团、云南白药、成都好医生等为代表的西南地区。

• 以新荷花、康美、香雪为代表的饮片产业群；
• 以天津、陕西为代表的中药提取物产业群；
• 以江苏常州、浙江温州为代表的中药制造设备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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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第一个中医执照

设立第一个中医诊所

2011

“国际传统医学论坛暨世界卫生组
织传统医药合作中心”成立

澳门中医药发展概貌

1949

2015

2008

1938

与WHO签署传统医药合作计划

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设立中
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W/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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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澳政府的产业推动措施

PICTURE

中央政府: 
国务院关于横琴
开发有关政策的
批复

澳门：
1.五年规划发

展；
2.2016年10月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
视察澳门期间表
达支持；
3. 2015/2016年

施政报告

2.《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要求，与
沿线国家合作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
颁布20项中医药国际标准，注册100种中药
产品，建设50家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示范

基地。中医药医疗与养生保健的价值被沿
线民众广泛认可，更多沿线国家承认中医
药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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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11年已正式拉开粤澳两地政府紧密合作的新序幕。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作为贯彻落实

《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由双方政府共同开发横琴新区的首个项目正式启动。项目的诞生创新了粤
澳合作模式，标志着粤澳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阶段。

《粤澳合作框架协议》

•2011年3月6日

•广东省人民政府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签署

《粤澳合作框架协议》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启动仪式

•2011年4月19日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正式奠基，成为粤澳合作产业园区

首个落地项目，将进一步推进粤澳产业合作和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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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架构

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横琴自贸区

30%

澳门特区政府

70%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 P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 Park ark 

of Coof C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ooperation between Guangdong and Mac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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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1

中医药产业创新研发区

2017年6月被

珠海市科技和
工业信息化局
认定为2017年

度珠海市孵化
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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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2

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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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目标核心目标 ，确定，确定““打造优势平台，带动产业发展打造优势平台，带动产业发展””策略策略

营造医药产业氛围营造医药产业氛围

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推进落实优惠政策推进落实优惠政策

11

22

33

44

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国际级中医药质量控制基地

国际健康产业交流平台

两大目标

优势平台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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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硬件载体

质量检测中心 GMP中试车间

科研总部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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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聘请国内外权威专家顾问

科研服务体系建设科研服务体系建设

搭建专家团队

首席顾问1

特聘专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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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30国际交流合作中心成立

与莫桑比克展开国际注册产品遴
选与推广工作

欧盟药典委员会委员介绍中医药
在欧盟注册的情况

 2017年3月与莫桑比克当地医药

代理公司签署国际注册贸易合
作协议

 2017年6月相关产品澳门和内地

药企产品的注册资料正式递交
莫桑比克药监局药物注册部门

 正式开启产品注册流程，为中
医药产品进入葡语国家市场开
辟道路

2017年

2016年选择葡萄牙、莫桑比克作为产业园首批试点合作国家

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促
进
与
欧
盟
、
东
盟
、

非
洲
等
国
家
和
周
边
地

区
传
统
医
药
的
国
际
化

合
作

以产业园为载体，以葡
语系国家为切入点，以
点带面开展实质性工作

充
分
发
挥
澳

门
的
桥
梁
纽

带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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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批申请的2个产品已获得莫桑
比克当地药物部门的上市批文

葡萄牙-面向欧盟葡萄牙-面向欧盟

莫桑比克-非洲市场莫桑比克-非洲市场

产品国际注册、贸易

中医药产品海
外注册公共服
务平台(横琴)

——汇聚优势资源，推动国内外企业优质的
产品和技术通过澳门走向葡语系国家及“一
带一路”国家的市场

推动传统医药产业及技术的国际化发展，促进传统医药文
化与产业的相互渗透。

 已启动欧盟注册项目筛选工作
 现阶段已筛选出拟注册品种，

正在进行项目方案可行性论证
和立项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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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澳门中医培训针对澳门中医培训

葡语国家职能部门政府
代表中医培训

葡语国家职能部门政府
代表中医培训

针对莫桑比克医生培训
--- 莫桑比克卫生部-粤澳合作中
医药科技产业园中医药合作培训班

针对莫桑比克医生培训
--- 莫桑比克卫生部-粤澳合作中
医药科技产业园中医药合作培训班

2016首期中医女科专业研习班主办单位
与国医大师刘敏如教授合影

三名新收弟子与国医大师刘敏如
教授合影

葡语国家25名代表来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参加“葡语国家传统医药领域合作研修班”

2016年9月27日-10月10日 第一届 2017年5月15日-5月26日 第二届

以医带药中医技能国际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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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

20162

2016中国（澳门）传统医药国际合作论坛

举办专业论坛

20173

2017泰国曼谷传统医药国际发展论坛

营造医药产业氛围营造医药产业氛围

2017中国（澳门）传统医药国际合
作论坛

2015首届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传统医药国际
合作论坛

海峡两岸中医药研究与交流及中药材安全管理
工作组会议

2016中医药产业发展政策与技术研讨会

第三届传统医药与辅助医学国际论坛
（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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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战略合作

与成都中医药大学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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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形成共识 鉴于珠澳各界对产业园发
展发出的不同声音：

1、珠海市政府进一步做好统一思想的工作，
引导各方对澳门主导、横琴协助、合作共赢
基本原则的尊重与接纳。

用好自贸区发展的难得机遇，发挥横琴自贸
区地主之谊，主动联系沟通澳方，避免泛泛
而谈，抓住主要问题和矛盾，找准各方共同
的利益点，解决多年来悬而未决的实际问题。

2、在督促澳方做好园区规划、建设工作的同
时，横琴区政府要做好外围服务工作。珠澳
双方在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政务服务构建、
产业政策争取以及共同推进产业中心建设等
工作中应多沟通协调，在法律框架内尊重彼
此的关注，同心协力推动产业园建设发展。

珠澳中医药合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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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着力创新 打造区域中医药产业发展
中心。

综合珠澳的区位、文化、创新、产学
研联合以及市场情况，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在
研发、生产、贸易三大领域均具备较为突出
的发展优势。
1、打造成为区域性的行业标准的制定者。牢
牢抓住产业链的高端，成为中医药产业发展
中颇具发言权的一方力量。
2、以产学研联合为纽带，全方位提升产业园
的核心竞争力。
3、以市场为导向，建设面向东南亚和面向葡
语系的区域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

珠澳中医药合作方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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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打造中医药标准的制定者，成
为国际标准的奠基人和铺轨者，牢牢
掌控行业标准的裁量权。

加强推广平台的建设，加强与世
卫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相关国家政府、
科研机构的联系，把理念、标准和规
则推向海外，探索建立天然药物和健
康产品的国际注册规范，全面构建中
医药的研发、生产、贸易国际标准平
台。

珠澳中医药合作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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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搭建珠澳产学研联合平台。

一方面要发挥两地政府的主导地位，考
虑建立“政产学研+金”的五位一体联合模
式，由两地政府磋商，澳门政府牵头，破解
产学研联合过程中存在的机制、政策、规则
和程序问题，为产学研联合创造良好的行政
环境。

另一方面要用好智力和技术资源解决产、
学、研基础薄弱问题，做好高水平企业和科
研机构引进工作，挖掘与麻省理工合作的潜
力，做好对接、消化、吸收工作。整合珠澳
高校资源，加强与澳门大学重点实验室的合
作，搭建高标准产学研联合平台，提高产业
园吸引高端技术与人才的竞争力。

珠澳中医药合作举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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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推动实现区域中医药产业发展中心
建设，要充分发挥珠澳的纽带作用

一方面打造成为东南亚药材进口中国
大陆的集散地，另一方面建设成为中国面向
东南亚国家的中药出口的桥头堡。

通过构建中国面向海外的中医药产业
发展中心，汇聚人才、信息和资源，打造名
副其实的产业链条中枢。

积极搭建面向葡语系乃至拉丁语系国
家的中医药贸易平台，由澳门主导、强化与
上述地区国家的合作关系，在横琴定期召开
论坛、展览等活动，加深相关国家对中医药
的科学认知，开发蕴含其中的强大商机。

组织召开中-葡语系国家中医健康论坛活
动，创建中-葡语系国家中医药产品博览会，
建设基于互联网的中医药贸易信息平台。

珠澳中医药合作举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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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一是积极建言将澳门中医药产业发
展纳入国家规划，提升珠澳中医药产业在国
家大健康产业长远发展目标中的地位，为产
业园建设成为区域中医药产业中心争取国家
更多的政策扶持。

二是积极沟通国家药监总局，简化
行政审批流程，建立产业园药品研发、出口
的快捷通道，探索建立境内外中医药产品的
互认机制。实施药品进出口便利化策略，考
虑珠澳合作设立口岸药检所，联合检验检
查，精简产品进出口程序。

珠澳中医药合作举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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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澳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有赖于两地政
府、专业人才和社会资金的大力支持，也离
不开横琴提供的高标准的公共配套服务。

粤澳中医药产业园建设，将全面提升
珠海产业发展水平，拓展横琴自贸区发展新
空间，在促进珠澳经济紧密合作的同时，加
快两地社会、文化的深度融合。

我们相信，在珠海市政府和澳门特区
政府的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
珠澳中医药产业必将打造成为受人瞩目的战
略新兴产业，成为粤澳合作共赢的典范。

珠澳中医药合作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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