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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海洋药物中，有些种类今天仍广泛应用，各版药典均有收载，《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了
海藻、瓦楞子、石决明、牡蛎、昆布、海马、海龙、海螵蛸等10余个品种。其他主要还有玳瑁、海狗肾
、海浮石、鱼脑石，紫贝齿及蛤壳等。
中国市场报告网发布的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认为
，海洋药物和海洋生物制品的研究与产业化现已成为海洋大国争相竞争的热点领域，近年来，借助国家
“蓝色经济”战略，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是近**年来海洋产业中增长最快的领
域。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海洋生物医药取得了长足发展，行业增加值由**年17亿元增长至**年的
302亿元，增长了十几倍，**-**年间行业复合增速接近30%，而整个海洋产业产值复合增速不足
13%，海洋生物医药俨然已成海洋经济最亮眼的发展领域。
随着海洋经济发展的深入，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还将逐步从近海、浅海向远海、深海发展，海洋生
物资源开发及制药技术不断升级，支撑海洋生物医药快速发展的人才、资金、技术等条件日渐优化，产
业化速度明显加速。“十三五”期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将质量齐飞。
“十二五”期间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速度相较“十一五”有了明显提升，“十三五”期间国家对
海洋经济的投入力度相对“十二五”会有所提高，医药企业及社会资本对海洋生物医药这个新兴行业的
关注度提升，行业发展环境也在不断改善，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年复合增速
将在25%-30%区间内，以中间值27.5%估算，**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产值可达1100亿元。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主要研究分析了海洋生
物医药行业市场运行态势并对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趋势作出预测。报告首先介绍了海洋生物医药行业
的相关知识及国内外发展环境，并对海洋生物医药行业运行数据进行了剖析，同时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链进行了梳理，进而详细分析了海洋生物医药市场竞争格局及海洋生物医药行业标杆企业，最后对海洋
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前景作出预测，给出针对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独家建议和策略。中国市场报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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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的《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给客户提供了可供参
考的具有借鉴意义的发展建议，使其能以更强的能力去参与市场竞争。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的整个研究工作是在系
统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是相关海洋生物医药企业、研究单位、政府等准确、全面、迅速了解海
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动向、制定发展战略不可或缺的专业性报告。
第一章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环境分析
1.1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综述
1.1.1 海洋经济内涵
1.1.2 海洋经济发展意义
（1）缓解资源瓶颈，保障经济安全
（2）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技术创新
（3）政治战略意义
1.1.3 中国海洋经济总体运行情况
（1）中国海洋产业产值
（2）全国海洋产业结构分布
（3）全国海洋产业从业人数
（4）“十三五”海洋经济发展目标
1.2 中国海洋经济区域发展
1.2.1 中国海洋经济区域发展格局
1.2.2 主要海洋产业区域发展特征
（1）区域性发展不平衡性
（2）区域规划由陆地延伸海洋
1.3 海洋经济国家级新区分析
1.3.1 上海浦东新区
（1）上海浦东新区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2）上海浦东新区海洋经济发展优势
（3）上海浦东新区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1.3.2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
（1）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2）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洋经济发展优势
（3）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1.3.3 天津滨海新区
（1）天津滨海新区海洋经济发展现状
（2）天津滨海新区海洋经济发展规划
1.4 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4.1 新兴海洋产业主要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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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新兴海洋产业发展方向
1.4.3 新兴海洋产业政策支持
1.4.4 新兴海洋产业发展前景
第二章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分析
2.1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概念
2.1.1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定义
2.1.2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分类
2.2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优势
2.2.1 独特的药理作用
2.2.2 海洋动植物资源优势
2.2.3 海洋医药科研优势
2.2.4 行业政策扶持力度大
2.3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市场地位
2.3.1 全国海洋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2.3.2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产值占gdp、海洋产业比重
2.4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政策解读
2.4.1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监管体制
2.4.2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政策法规
2.4.3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规划
（1）《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
（2）全国科技兴海规划纲要（2008-2018年）
（3）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十三五”规划
2.5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2.5.1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历程
2.5.2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意义
2.5.3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1）发展概况
（2）市场规模
（3）从业人员
（4）制约因素
2.5.4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问题及对策
第三章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3.1 国际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分析
3.1.1 国际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3.1.2 主要国家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分析
（1）美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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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欧洲海洋生物医药行业
（3）日本海洋生物医药行业
（4）印度海洋生物医药行业
3.1.3 国际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趋势
3.2 国际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竞争格局
3.2.1 国际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竞争格局
（1）国际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地区竞争格局
（2）国际海洋生物医药行业企业竞争格局
3.2.2 国际海洋生物医药领先企业分析
（1）美国辉瑞
1）企业乏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研发情况
4）企业海洋药物分析
5）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2）瑞士罗氏
1）企业发展简况
2）罗氏经营情况
1、罗氏在华投资布局
（3）美国百时美施贵宝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产品布局
3）企业经营情况
4）企业研发情况
5）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4）法国赛诺菲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研发情况
4）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5）美国礼来（elililly）
1）企业发展概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6）葛兰素史克公司（glaxosmithkline）
1）企业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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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在华投资布局
3.3 国内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竞争格局
3.3.1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五力模型分析
（1）行业总体竞争分析
1）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在线阅读
：http://www.360Baogao.com/7/99/HaiYangShengWuYiYaoFaZhanQuShiYu.html
2）行业竞争激烈程度分析
（2）上游原料供应商议价能力
（3）下游客户议价能力
（4）行业潜在进入者威胁
（5）行业替代品威胁
3.3.2 不同类型企业竞争优劣势分析
（1）海洋药物生产企业
1）主要企业
2）经营情况
3）优劣势分析
（2）海洋保健品生产企业
1）主要企业
2）经营情况
3）优劣势分析
第四章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主要产品市场分析
4.1 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结构
4.1.1 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结构
4.1.2 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市场概况
（1）产品产量
（2）产品产业化
4.2 海洋抗肿瘤药物市场分析
4.2.1 抗肿瘤药物市场分析
（1）抗肿瘤药物市场需求
（2）抗肿瘤药物市场规模
4.2.2 海洋抗肿瘤药物市场分析
（1）海洋抗肿瘤药物生产企业
（2）海洋抗肿瘤药物市场现状
1）海洋抗肿瘤药物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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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洋抗肿瘤药物来源现状
3）海洋抗肿瘤药物研发现状
4）海洋抗肿瘤药物研发进展
（3）海洋抗肿瘤药物前景分析
4.3 海洋心脑血管药物市场分析
4.3.1 心脑血管药物市场分析
（1）心脑血管类药物市场需求
（2）心脑血管类药物市场规模
4.3.2 海洋心脑血管药物市场分析
（1）海洋心脑血管药物生产企业
（2）海洋心脑血管药物市场现状
（3）海洋心脑血管药物前景分析
4.4 海洋抗感染药物市场分析
4.4.1 抗感染药物市场分析
4.4.2 海洋抗感染药物市场分析
（1）海洋抗感染药物市场现状
（2）海洋抗感染药物研究进展
（3）海洋抗感染药物前景分析
4.5 海洋抗艾滋病药物市场分析
4.5.1 抗艾滋病药物市场分析
（1）抗艾滋药物市场需求
（2）抗艾滋药物市场规模
4.5.2 海洋抗艾滋药物市场分析
（1）海洋抗艾滋药物市场现状
（2）海洋抗艾滋药物研究进展
（3）海洋抗艾滋药物前景分析
4.6 海洋消化系统药物市场分析
4.6.1 消化系统药物市场分析
（1）消化系统药物市场需求
（2）消化系统药物市场规模
4.6.2 海洋消化系统药物市场分析
（1）海洋消化系统药物市场现状
（2）海洋消化系统药物前景分析
4.7 海洋泌尿系统药物市场分析
4.7.1 泌尿系统药物市场分析
4.7.2 海洋泌尿系统药物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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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泌尿系统药物市场现状
（2）海洋泌尿系统药物前景分析
4.8 海洋保健品市场分析
4.8.1 海洋保健品产业发展历程
4.8.2 海洋保健品产业发展现状
（1）发展概况
1）批准数量
2）水产原料
3）功能分布
4）剂型分布
（2）发展优势
（3）存在问题
4.8.3 海洋保健品产业前景预测
（1）发展趋势
（2）前景分析
第五章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化进程及技术现状
5.1 中国海洋生物技术发展概况
5.1.1 海洋生物技术应用现状
5.1.2 海洋生物技术产业市场地位
5.1.3 海洋生物技术发展特点
5.1.4 海洋生物技术重点发展领域
5.1.5 海洋生物技术前沿领域研究进展
5.2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专利技术分析
5.2.1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技术活跃度分析
5.2.2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专利产出质量分析
5.2.3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专利产出趋势分析
5.3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化进程
5.3.1 海洋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概述
5.3.2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化进程
5.3.3 重点地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化进程
5.3.4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化面临问题及对策
5.4 中国海洋药物基因工程研究现状及展望
中國海洋生物醫藥行業調查分析及市場前景預測報告（2018-2025年）
5.4.1 海洋药物基因工程概念
5.4.2 海洋药物基因工程研究策略
5.4.3 海洋药物基因工程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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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海洋药物基因工程研究前景
5.5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技术现状及趋势
5.5.1 海洋生物医药产品开发阶段
5.5.2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研究重点领域
5.5.3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研发现状及趋势
（1）国际海洋生物医药
（2）国内海洋生物医药
1）海洋药物研发现状
2）海洋新药研发成果
3）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研究
4）海洋微生物技术研究
5）海洋生物药用资源调查
6）海洋生物材料研究
7）海洋中药现代化研究
5.5.4 海洋生物医药技术能力提高途径分析
（1）技术提高必要性
（2）技术提高途径对比
1）购买技术
2）产品剖析
3）引进外资
4）技术寻求型
（3）技术提高有效途径
第六章 重点地区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与规划
6.1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区域分布
6.1.1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区域分布
6.1.2 “4+n”沿海经济区发展布局形成
（1）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2）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
1）战略定位
2）主体范围
3）战略目标
1）战略定位
2）主体范围
3）战略目标
（4）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
1）战略定位

海洋生物医药发展趋势预测分析

-9-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调查分析及市场前景预测报告（2018-2025年）

中国市场报告网

360baogao.com

2）主体范围
3）战略目标
6.2 山东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现状与规划
6.2.1 山东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优势
（1）资源优势
（2）区位优势
（3）政策优势
（4）技术优势
（5）产业基础
6.2.2 山东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1）发展概况
（2）生产企业
6.2.3 山东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规划及前景
6.3 浙江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现状与规划
6.3.1 浙江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优势
（1）资源优势
（2）区位优势
（3）政策优势
（4）技术优势
（5）产业基础
6.3.2 浙江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1）发展概况
（2）生产企业
6.3.3 浙江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规划及前景
6.4 广东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现状与规划
6.4.1 广东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优势
（1）资源优势
（2）区位优势
（3）政策优势
（4）技术优势
（5）产业基础
6.4.2 广东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1）发展概况
（2）生产企业
6.4.3 广东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规划及前景
6.5 福建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现状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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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福建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优势
（1）资源优势
中国海洋生物医学業界調査分析および市場予測レポート（2018-2025）
（2）区位优势
（3）政策优势
（4）技术优势
（5）产业基础
6.5.2 福建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1）发展概况
（2）生产企业
6.5.3 福建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规划及前景
6.6 江苏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现状与规划
6.6.1 江苏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优势
（1）资源优势
（2）区位优势
（3）政策优势
（4）技术优势
（5）产业基础
6.6.2 江苏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1）发展概况
（2）生产企业
6.6.3 江苏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规划及前景
6.7 辽宁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现状与规划
6.7.1 辽宁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优势
（1）资源优势
（2）区位优势
（3）政策优势
（4）技术优势
（5）产业基础_订购′热′线:′4′0′０′6′12′8′66′8
6.7.2 辽宁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现状
（1）发展概况
（2）生产企业
6.7.3 辽宁省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规划及前景
第七章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典型企业经营分析
7.1 海洋生物医药企业总体发展状况
7.2 海洋生物医药典型企业经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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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山东达因海洋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3）企业产能建设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经营情况
1）产销能力分析
2）盈利能力分析
3）运营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2 青岛澳海生物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主营业务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研发能力
（7）企业优劣势分析
7.2.3 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3）企业产能建设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经营情况
1）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2）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3）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4）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5）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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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广东昂泰连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主营业务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研发能力
（7）企业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5 上海东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洋海洋保健品厂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主营业务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研发能力
（7）企业优劣势分析
7.2.6 荣成市鸿洋神海洋生物技术产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主营业务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研发能力
（7）企业优劣势分析
7.2.7 浙江杭康药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3）企业产能建设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经营情况
1）产销能力分析
2）盈利能力分析
3）运营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发展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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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企业优劣势分析
7.2.8 海力生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3）企业产能建设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经营情况
1）产销能力分析
2）盈利能力分析
3）运营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优劣势分析
（8）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7.2.9 青岛安康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主营业务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研发能力
（7）企业优劣势分析
7.2.10 江苏双林海洋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3）企业产能建设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经营情况
1）产销能力分析
2）盈利能力分析
3）运营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优劣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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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1 山东中大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研发能力
（4）企业优劣势分析
7.2.12 中国海洋大学兰太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主营业务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研发能力
（7）企业优劣势分析
7.2.13 江苏辰星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3）企业产品结构
（4）企业销售网络
（5）企业研发能力
（6）企业优劣势分析
7.2.14 浙江神舟海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3）企业产能建设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经营情况
1）产销能力分析
2）盈利能力分析
3）运营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优劣势分析
7.2.15 浙江康多利药业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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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产能建设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经营情况
1）产销能力分析
2）盈利能力分析
3）运营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发展能力分析
（7）企业优劣势分析
7.2.16 上海海世代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3）企业销售网络
（4）企业研发能力
（5）企业优劣势分析
7.2.17 日照洁晶海洋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主营业务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研发能力
（6）企业优劣势分析
7.2.18 广东中大南海海洋生物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经营情况
（3）企业主营业务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研发能力
（7）企业组织结构
（8）企业优劣势分析
7.2.19 威海森大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3）企业产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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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优劣势分析
7.2.20 北海蓝海洋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
（2）企业主营业务
（3）企业产能建设
（4）企业产品结构
（5）企业销售网络
（6）企业经营情况
1）产销能力分析
2）盈利能力分析
3）运营能力分析
4）偿债能力分析
5）发展能力分析
7.3 海洋生物医药主要研究机构分析
7.3.1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
（2）组织机构
（3）研究领域
（4）科研成果
（5）院地合作
（6）优劣势分析
（7）最新发展动向
7.3.2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
（2）组织机构
（3）研究领域
（4）科研成果
（5）院地合作
（6）优劣势分析
（7）最新发展动向
7.3.3 中国海洋大学医药学院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
（2）研究领域
（3）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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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院地合作
（5）优劣势分析
（6）最新发展动向
7.3.4 江苏省海洋药物研究开发中心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
（2）研究领域
（3）科研成果
（4）院地合作
（5）优劣势分析
zhōngguó hǎiyáng shēngwù yīyào hángyè diàochá fēnxī jí
shìchǎng qiánjǐng yùcè bàogào (2018-2025 nián)
7.3.5 第二军医大学药学院海洋药物研究中心经营分析
（1）发展简况
（2）研究领域
（3）科研成果
（4）院地合作
（5）优劣势分析
第八章 济,研,咨,询: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前景与投资分析
8.1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前景预测
8.1.1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趋势
8.1.2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前景分析
8.2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投资特性
8.2.1 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8.2.2 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1）海洋药品生产企业盈利模式
（2）海洋保健品生产企业盈利模式
8.2.3 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8.2.4 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8.3 海洋生物医药行业投资机会
8.3.1 行业投资机会解析
8.3.2 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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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9：“十三五”沿海省份关于海洋生物医药的相关规划内容
图表 30：中国海洋生物医药研发进展
图表 31：2013-2018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增加值（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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