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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医药产业发展的PEST-SWOT策略分析澳门中医药产业发展的PEST-SWOT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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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药产业是澳门特区政府处理产业适度多元化重要的一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也相继颁布了
很多利好政策支持中医药产业的发展，例如支持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横琴产业园区和中医药研究所等。澳门社
会对中医药产业的发展也较为重视。本研究拟从中国内地的中医药产业研究文章入手构建 PEST 框架，以此框
架归纳特区政府的相关工作，再以澳门日报的相关新闻来分析总结社会意见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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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澳门作为外向型发展并依赖博彩旅游为主的微型经

济体，导致产业结构单一，法律体系较落后。 随着中

央政府“十一五”、“十二五”规划、2016 年“健康中

国”战略，中医药在中国内地健康工作中的重要性提高，

国家亦持续推出了一系列支持中医药行业的政策。中央

印发《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方案（2020-2025 

年）》，2021 年 2 月亦推出了《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

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加大力度推动中医药发展。“横

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支持澳

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
①
。中央政府颁布十三五规划和

十四五规划，在推动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也给

予了澳门政府优厚的政策扶持。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出台，相信这会对澳门中医药产业

带来更清晰的方向。

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个五年发

展规划（2021-2025 年）》咨询会上，重点推动澳门的四

大新兴产业，中医药位列其中。从这些措施内容得知，

中央政府已经定位澳门于中医药产业的角色，主要是集

中于前端研发和审批，以及后端品牌管理方面，中端的

生产和物流则会设于湾区西部城市，这样才能体现深度

合作的关系。

随着产业适度多元化口号的提出，澳门开始注重区

域间的合作，不少泛珠西部地区都有类似经贸平台的角

色，例如珠海的中拉平台
②
和广西的中国东盟平台，更

有利于澳门作为西部中心城市，带动泛珠西部地区，助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落实”“二五”发展.[EB/OL] 2011-03-16 [2021-10-30].  http://big5.

www.gov.cn/gate/big5/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838.htm

② 新华网. 中拉合作新局中的珠海担当 [N/OL] 2017-10-20 [2021-10-30].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gtlgtgx/t15032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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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医药产业走向世界。 

本文参考许子琪，周宝玲 SWOT 分析方法，研究澳

门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现状，并根据分析结果为澳门中医

药产业的发展提出建议。并以 PEST 方法归纳总结，以

SWOT 方法探索澳门发展中医药产业的可行性即优势、劣

势、机遇与挑战 ，从而提出澳门中医药产业发展策略。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医药法释义》，中医

药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医药的统称，包括蒙医药，藏医药，

傣医药，维医药等，内含基础中医药理念，诊断理论，

中医药方剂学，中医药制剂，中医药的诊断和治疗理论

等。近年来随着西药弊端，以及传统医药优势的浮现，

中国加大了对中医药产业的扶持与发展，本文参考了 17

篇 CSSCI 关于中国中医药产业和 11 篇 SWOT 分析的文章

（共有 28 篇），归纳整理了有关中医药的产业链、人才培

养 、知识产权等问题。 

中医药产业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在传统中医药基

础上，运用现代工业化方法形成的具有规模化，标准化，

和规范化的新兴健康产业群。因为传统西医药的副作用

较大以及西医局限性的问题，一些疑难病，慢性病和老

年病的治疗开始寄托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疗法。有

学者认为，如果要对让中医药理论体系最终实现理论的

更新，需不断地积累新知。理论界对中医药产业面临的

挑战提出了许多观点：例如，“中医药西化”、“中医药

标准国际化”、“中医药传统化”、“中医西制”
①
等，侧

面反应出了中国的中医药产业尚未成熟，许多产业化条

件尚未充分满足，故新问题会不断出现。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与西方医学理论结合，有效推进中医药产业现代化，

形成完善的中医药产业链，并与相关产学研政部门进行

合作。 

二、官方观点

澳门特区政府对中医药产业的重视程度，或可

反映于“中医药”出现在施政报告的频次。据统计，

2015 年后，“中医药” 出现 20 次以上，尤以 2018 年

和 2019 年的出现次数最高，这或与中央政府于 2016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

都有提及中医药发展有关，并开始推动一系列相关工

作，因三个五年规划主线各不相同，在十二五规划中， 

中央政府指出重点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内容

指出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

在十三五规划中，中央政府强调
②
要紧扣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
③
，并内容指出开展中医药领域合作，创

新中医药服务模式，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在十四五规

划中，中央政府强调围绕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线、

深化规划、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政府支持澳门发展

中医药产业。以本文根据国家的五年规划作为澳门中

医药产业的发展时间段划分的基础，将中医药产业发

展分成了三个时间段 ：

提出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方向，制定了理论性的框

架（2011-2015，“十二五”规划）

制定了发展中医药产业的具体措施，具体点出了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是重点（2016-2019，“十三五”规划）

深化中医药产业的具体措施包括制定《中药药事活

动及中成药注册法》与具体化中药药事活动，并谈及

“十四五”规划（2020-2021，“十四五”规划）。 

三、社会意见

社会对中医药产业的关注度不断提升，据《澳门日

报》数据显示由 2016 年的 83 篇新闻增至 2020 年的 138

篇新闻。 当中以“政策”（2011-2020 施政报告中，对

中医药的政策支持逐渐深化，向平台经济发展）、“人才

培养”（2016-2019 年施政报告提及次数递增）和“一带

一路”（2016-2019 年施政报告逐渐具体深化，并趋向平

台经济发展）于过去五年中有四年是处于前三位出现关

键词最多的，由此可见，澳门特区政府的政策扶持和“一

带一路”是 2016-2018 年《澳门日报》新闻关注的重点；

“人才培养”则于近两年（2019 年和 2020 年）开始较受

重视，占据新闻报道量的首位；可见早期澳门居民较关

注是特区和中央政府对中医药产业的政策扶持，而近年

则转向较具体的人才培养问题。 其次“医疗”、“产学研”

和“智慧”也受到较多关注。 近两年，澳门社会开始关

注处理澳门中医药产业的瓶颈问题，因此有声音以“产

学研”和“智慧 +”来应对澳门于发展中医药产业先天

① 冯昌俊. 加入WTO后中医药产业如何走向国际[J].财经科学，2001（S1）：277-278.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落实“十二五”发展主题主线和规划纲要. [EB/OL]  2011-04-30 [2021-10-30] http://www.gov.cn/ldhd/2011-04/30/

content_1855479.htm

③ 新华网. 李克强:科学编制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  [EB/OL] 2015-11-17 [2021-10-3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17/

c_11171739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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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问题。 

据对《澳门日报》的词频分析，澳门中医药产业相

关新闻中“合作”和“发展”比关键词“中医药”出现

的报道频次更高，可见澳门社会普遍认同和中国内地合

作发展，而自 2018 年起，产业和产业园都成为出现较多

的关键词，澳门中医药产业发展是需要具体的相关产业

政策来支持，由于澳门的微型经济体，中医药产业更需

要区域性政策来扶持，例如横琴中医药产业园。对比“企

业” 的词频是有所下降，于 2020 年的“企业” 的词频只

有 176 个，可见澳门社会和特区政府都由个别企业帮扶

转向区域产业规划方向发展。这便可呼应中国内地的相

关研究结果。 

四、文献回顾综合分析 

除以上词频分析结果外，近年《澳门日报》也有更

具体的建议提出，澳人长寿充份地展示中医药对澳门卫

生体系的价值，善用国家政策，成立相关交易平台和清

晰横琴产地归属，通过平台经济搭建起连接”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传统医药产业合作的全球网络，对提升

澳门中医药业的发展有莫大裨益。 

参考中国内地对中医药产业发展的要点，澳门的官

方观点和社会意见，可以看出澳门社会和政府对中医药

产业有一些忽略观点，如下：

横琴角色定位 ：澳门只是一个拥有近七十万人口

和三十平方公里的城市，以澳门现在拥有的土地和人

口是难以拓展中医药产业的，因此中央政府便希望以

横琴作为澳珠合作示范案例，但澳门官方观点和社会

意见对横琴角色定位仍有不少忽略之处。横琴管治权

归属问题，还有资源利用不足和稀缺资源限制等问题；

尽管横琴面积有 106 平方公里，是面积澳门（33 平方

公里）的三倍，但是横琴人口却只有五万人，当中有

一万人为大学 / 专人口
①
，可见这一万人口应该主要

是现居于横琴的澳门高校的内地学生，横琴常居人口

是较少的。 就算澳门加上横琴，仍然只是一个微型经

济体，澳门和横琴或不具备承担整个中医药产业链的

能力。似乎澳门社会高估了横琴协助澳门产业适度多

元的能力。横琴管治权归属需要更明确界定。由于澳

门社会对其局限性和临近地区合作的理解不充分，以

至于相关政策未能充分配合。

澳门微型经济体 ：澳门有微型经济体的特征并且

人才和土地缺乏，所以走上地区专业化路径
②
，因此

促成博彩业独大局面。从“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

规划，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政策，中央政府强调澳门是

粤西部重要的中心城市，并且强调区域合作，可见中

央政府是期望澳门以中心城市角色，去拉动粤西（甚

或泛珠西部城市）的经济发展，从构建中医药产业链

和实践多元专业化策略可让澳门发挥中心城市角色的

作用。

五、SWOT 分析结果

本研究再结合中国内地相关研究、邻近地区政策文

件和澳门现况来整合出以下 SWOT 分析结果。 

S- 优势

国家定位：澳门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一国

两制”的长远发展。中央颁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

设总体方案》，澳门以“背靠祖国，善用两制”之利去改

善民生和促进经济发展。社会亦希望澳门借此和横琴甚

至大湾区合作，推动澳门发展中医药产业。根据《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州、香港、深圳以及澳门是

大湾区中心城市，根据地理位置，广州、香港和深圳属

于大湾区的东部，也就是意味着澳门是西部唯一的中心

城市。

基础设施完善：澳门中央大药厂也配备了专业的生

产人才，建立了符合 GMP 要求的厂房和完善的质量管理

体系，并高标准建设产学研示范基地，构建技术创新与

转化中心。澳门特区政府在政产学研方面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2021 年，横琴与澳门共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并于同年 9 月中央出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

方案》提及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中国特色的医药创

新研发与转化平台，保障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知识产权问

题。 

科研能力强：2011 年澳门拥有我国在中医药领域唯

一重点实验室—中药质量研究国家实验室，更与横琴共

同合作，建立了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教学上，澳门

拥有两家具有中医药课程的学校，可以确保人才培养和

科研产出。 

① 珠海市横琴新区党政办公室. 横琴新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公布. [EB/OL] 2021-06-08 [2021-10-30] http://www.hengqin.gov.cn/gkmlpt/con-

tent/2/2876/post_2876055.html#2130

② 曾忠禄. 微型经济体“多元专业化” 发展战略选择. [J]澳门理工学报.2018(04) :26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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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扶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

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旨在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发展的重要平台，建设世界一流中医药生产、创新基地，

使用“澳门标志”。现时，澳门正在审议《中药药事活动

及中成药注册法》，法案将引入 GMP 规范，将来新设药

厂均需符合 GMP 标准，符合世卫要求。 

W- 劣势

微型经济 ：澳门是微型经济体 [1]，虽然特区政

府在《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中允许开展改

良型新药或创新药的临床试验，但因人口较少难以推

动。这对中医药产业发展带来一些限制。

O- 机遇

国家支持 ：澳门在政策上，粤港澳大湾区《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

规划明确支持澳门特区政府发展中医药产业。1999 年，

澳门特区政府将中医药纳入医疗体系，可见其重要性。 

澳门亦是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重要平台。2019 年澳门

的施政报告确定中医药产业的战略重要性，推动澳门

经济适度多元，亦反映出澳门特区侧重中医药产业发

展。 

全球市场机遇 ：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中都可找

到传统医学和补充医学，而且它的服务需求正在不

断增长
②
。 目前，中医药业已传播到 183 个国家和

地区，中国已同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

织签署了 86 个中医药业合作协议。据 WHO 统计，目

前全世界有 40 亿人使用中草药治疗疾病，国际植物

药市场规模已达 400 亿美元，且以每年 10%-20% 的

速度递增。 

国内市场机遇：2019 年中国内地中药材市场方面，

规模达 1,49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9.6%，预计 

2022 年将达 1,708 亿元人民币。中药饮片行业稳健

发展，行业销售收入达到 1,933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12.7% 。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持续稳健

上升，到 2019 年达到 11.6 亿人次，中医服务需求

持续扩大 
③
。可见近年来中医药行业急速发展，不论

在中医药材、中成药品、中医诊症上均呈现上升的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及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④
，以及居民对保

健养生服务的重视，刺激了对中医药产业需求。根据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出，预计到 2030 年

中国大健康总规模达到 16 万亿元，行业发展空间巨大。

T- 挑战

地区竞争 ：在国内，对比于大湾区其他城市，香

港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首先，香港有长期的制药厂

经验，有充足的经验和人才，有具经验的认证顾问服

务公司，而大部分品牌中医药产品公司亦获 GMP 认

证。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有制药基本标准操作程序

（SOP） 的参考模板供企业参考。贸易方面，由于香港

有转口贸易集散地的优势，多年以来，中国内地一直

从香港地区进出口大量中成药，但近年有下跌的趋势，

原因为全球化贸易令采购商更容易于产地直接采购。

其次在制度方面，香港也具有中医药注册制度，澳门

的中成药注册制度仅仅属于刚起步阶段。在交通方面，

香港更是贸易港和自由港，相比于澳门交通方面有优

势，因此澳门中医药难以打开香港市场。对比于广州，

澳门的劣势更明显，在产业方面，澳门中医药产业规

模小，而广州已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未来该市将加

快发展中药产业园、继续加大中医药生产投入及支持、

扶持中医药服务机构等。广州拥有广州医药集团，是

中医药龙头企业，企业规模巨大，产品、产量和产值

资产位居全国前列，广州更是华南地区医药市场的中

心，中医药企业群体落地于此。教学方面，澳门只有

两间具有中医药课程的大学，而广州有多所重点大学，

更有中医药专业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教学资源丰

富，保证人才产出，人才队伍雄厚。研究方面，广州

拥有中医药服务体系，因人口众多，中医药病例数亦

随之增多，临床专科数量全国领先，实现产学研三者

共同合作。交通方面，广州是大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

更是广东甚至全国的交通枢纽，海陆空三路交通发达，

运输链相对发达，交通优势十分明显。制作中药的过

程中，原料是关键，广州中医药原材料资源丰富，而

① 澳门特别行政区印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二○二一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  [EB/OL] 2020-11-18 [2021-10-30 ]https://www.gov.

mo/zh-hant/wp-content/uploads/sites/4/2020/11/2021_policy_cn.pdf

② 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年.  [EB/OL] 2013 [2021-10-30]https://apps.who.int/iris/handle/10665/92455

③ 艾媒报告.2019-2021年中国中药材行业发展现状及产业链分析报告. [EB/OL] 2019  https://www.iimedia.cn/ c400/67115.html

④ 国家统计局. 2020年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情况. [EB / OL]. 2021-01-18  http://www.gov.cn/xinwen/2021-01/18/content_55806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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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提及 SWOT 的挑战中，澳门相对于大湾区

东部城市的劣势明显，所以澳门应扬长避短，联合

大湾区西部城市，甚至泛珠西部地区（如广西）去

构建中医药产业链。例如江门能提供较好的海陆交

通条件，江门亦设有为中医药发展设专项资金，未

来计划打造大健康产业链 , 同时设有江门中医药职

业学院，能为大湾区发展提供技术型人才。而珠海

近年积极地打造中拉贸易平台中心和区域空运中心

①
，广西中医药资源总数于 2020 年居全国第一，而

且东南亚已连续 12 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成

为广西第二大利用外资来源地和广西对外投资的重

点地区，广西还设有中医药大学，满足生产要素当

中的技術型人才。由此整合西部中医药产业的生产

要素，除了可以让西部城市的中医药产业取得协同

发展外，还可帮助澳门、珠海和广西搭建平台经济

体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推

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新高地。充分挖掘粤港澳大

湾区制度创新潜力。湾区西部城市存在巨大发展空

间，无论产业和人资结构都存在互补空间。澳门需

要“以点带面”。 拉动湾区西部和泛珠西部各城市

的经济发展。

1、SO 策略—发探澳门科研优势优化西部中医药产

业链布局

在国家协助下，澳门大学设有智慧城市物联网国家

重点实验室，通過物联网技术，结合中医药进行创新，

如数字化中医，人工智能中医等先进概念。推动澳门智

慧城市的发展。若运用产业链来发展澳门中医药产业，

关键是通过第四，第五方物流去整合西部中医药产业的

生产要素。根据 1996 年埃森哲公司的物流模型，澳门适

合发展第四方物流，通过信息技术，整合数据能力并管

理供应链，提出一套完整的解决模型，将其应用在中医

药的产业链——交通运输。实际上澳门需要扮演西部中

心城市角色，去参与实际中医药产业的物流运作，并且

利用澳门的特色金融和绿色金融协助西部城市去完善整

体基础建设，从而实现运输成本控制和资源整合的战略

目标。 

2、WO 策略—利用“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空间去构

造产业平台

“一带一路”相关政策主要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

同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而澳门、珠海、香港和广

州等湾区城市则透过平台经济来促进带路政策的成

效。澳门人口只有近七十万人，虽然保持在一个良好

的健康水平，但缺乏临床试验群体。葡语国家多是发

展中国家，而且葡语国家人均寿命偏低，当地人因此

① 新华网. 中拉合作新局中的珠海担当 [N/OL]. 2017-10-20[2021-10-30]http://www.chinacelacforum.org/chn/zgtlgtgx/t1503269.htm

SWOT分析方阵—澳门中医药产业

澳门相对缺乏。 

六、策略建议

结合政府政策、社会意见和中国内地相关研究通过

SWOT 分析，给出以下策略建议。 

ST 策略—善用西部中心城市去整合西部中医药产业

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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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愿意接受新医疗物品治疗（相比澳门）的优势，运

用中医药产业来改善葡语国家的医疗体系，以及提高

其人民的健康水平。 情况有如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截止到 8 月，中国已向超过 10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

供 7.7 亿剂疫苗，并以此安排去帮助国家疫苗研发和

数据收集。并以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为载体，发

展中医药服务贸易。

3、WT 策略—共建中医药法规制度提升发展空间

澳门中医药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以广州和

香港为首的中医药产业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其中医

药产业链都已建立有一套较完善的中医药产业的法规

制度，例如香港有其《知识产权法》
①
，而中国内地

的相关法规制度也不断地完善中。 尽管澳门已经形

成了具有澳门特色的法律体系，但是广东省已经成为

澳门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澳门法律体系得以作为与内

地法律体系相并列的体系。 因此，以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角度来看，三地可以借鉴欧盟药物监管制度的

经验 
②
，由中央领导建立一套湾区的知识产权提供

中医药的法律协助，三地合作，制订知识产权法规。 

这样便更能促使湾区内的中医药产业的生产要素流

动，让湾区的中医药产业更有效发展。澳门特区政府

制定的《中药药事活动及中成药注册法》，更加具体

化中成药的注册制度。并且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建设总体方案》中，中央明确指出了建立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和中国特色的医药创新研发与转化平台
③
。可

见中央与澳门特区政府对中医药产业持续性发展是有

足够的重视的。

七、结语

澳门的经济发展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虽然澳门在

发展其博彩旅游业有自身的优势，但是仍需借助湾区的

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源实力，来推动此产业发展。 同理，

澳门中医药产业的发展仍需要“背靠祖国，善用两制”

的成功之道去进行布局，正如国家需要在不同的阶段制

定五年规划。澳门特区政府需依照国家的规划去制定自

己的第二份五年规划，而中央政府也考虑到澳门的局限

性而制定不少政策协助澳门发展，例如把澳门定位为西

部中心城市，以及横琴发展的定位。反而澳门特区政府

没有善用自身优势，去制定中医药产业的发展策略。 因

此本研究以澳门整体发展现状，提出较针对性的中医药

的发展策略。澳门政府需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横琴

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化任

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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