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中国保健品行业开始进入新的黄金发展时期，2011年的市场规模已经

达到1050亿元人民币。2006-2011年间，年均增长率约为11.4%。 

  自1996年国家卫生部实施审批制度以来，截止到2012年3月，以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SFDA) 网站数据库为准，中国共批准国产保健食品11,413个，进

口保健食品656个。2011年中国核准了813项保健食品登记，较2010年增长14.5%，

其中国产保健食品800个，进口保健食品13个。 

 

水清木华研究中心《2012年全球及中国保健食品行业研究报告》主要研究了以下内

容： 

 

※ 全球及中国保健食品行业发展现状：包括产业链、行业现状、市场规模、运营

模式、竞争特点及格局、发展趋势等； 

 

※ 中国重点保健食品行业公司研究：包括汤臣倍健、瑞年国际、东阿阿胶等22家

企业的经营情况及发展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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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1年中国保健食品市场规模（十亿元） 

瑞年国际是中国最大的氨基酸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其氨基酸产品在华东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现已超过80％，全国
市场占有率达42.3%。目前，瑞年国际战略重点主要放在新产品开发及销售渠道扩展方面。一方面，瑞年将透过内
部研发及收购具潜力的技术，推出更具竞争力及更富针对性的营养保健品；另一方面，瑞年将在15个省份超过40
个城市设立不少于100家“瑞年康健店”及于上海、无锡、南京、深圳等城市设立12家旗舰店。 
 
东阿阿胶是中国最大的驴胶及驴胶制品企业。2011年阿胶及系列产品主营业务收入22.89亿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
入的 84.67%，产品毛利率70.83%。东阿阿胶主要销售区域集中于华东地区，其中，华东地区收入占比37.2%，华
南地区占比21.1%，华北及西南地区占比均约为8.2%。 
 



 
汤臣倍健是中国膳食营养补充剂市场的领先企业。公司在全国拥有了 330 多家经销商，2011年产品销售终端数量
在全国已达到了 21,000 多个，较 2010 年年底增加 8,000 多个。从2007到2011年间，该公司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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