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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龙岭工业园，总占地面积165116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79695平方米，现有员工1500多人。下辖全资子公司：云南永孜堂制药有限公司、湖南汉森医

药研究有限公司 、汉森健康产业（湖南）有限公司。截至 2019 年底，注册资本 5.032 亿元，总资产逾

18 亿元，净资产 15 亿元，年创利税 3 亿元，上缴税金1亿多元。

公司以生产中西药制剂为主。主要剂型有大容量注射剂、小容量注射剂、口服液、 片剂、硬胶囊剂、

颗粒剂、糖浆剂、煎膏剂、酊剂、丸剂等。主要产品有四磨汤口服液、缩泉胶囊、银杏叶胶囊、天麻醒脑

胶囊。其中四磨汤口服液单品年销售收入 2015 年已突破 5 亿元。

2010年5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证券简称“汉森制药”，证券代码002412。





古人云：上善若水。意思是最好的道德应该像水一样，滋养万物而不争名利。我想，遵此古训，对于

企业和做企业的人来说，非常重要。

企业的基本责任，是不断提供符合社会需求的、优质的产品，为社会服务。同时，造就一支符合社会

发展需求的职工队伍，为社会的进步不断提供新鲜血液。这是企业的善。多年来，汉森在这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我们在产品开发上下功夫，开发、在研一系列新的品种，以满足百姓不断增长

的健康需求；我们在质量保证上下功夫，先后出台了千余种技术文件并严格执行，以保证我们的药品永远

是老百姓信得过的“放心药”；我们在企业管理上下功夫，建立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防止不该存在的

漏洞；我们在员工教育培训上下功夫，坚持开展业务知识和个人修养方面的培训，让员工跟上时代发展的

步伐；我们在培育企业文化上下功夫，点滴着手，微渐着力，努力培育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对社会的责

任感。现在，汉森在市场份额不断增加的同时，社会形象也在不断提升。

但是这些还不够。还要有更高的标准、更高的要求。要有建设世界顶尖药企、壮大民族医药事业的目

标和勇气，要有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的气魄与胆识，要有我为人人、乐于奉献的意识与作为，要有脚踏实

地、无微不至的习惯与作风，要永远保持对法律的敬畏、对消费者的敬畏，要永远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

线、对得起良心，要让企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要让员工个个成为事业的中坚、社会的楷模。这才是企业

的上善。这些，汉森也在做，不过做得还不够。但是，我们在坚持，我们绝不会放弃，直到成功。为人之

道，至诚至信；为企之道，止于至善。

实际控制人：

为企之道   止于至善
FOR THE ENTERPRISE OF GOO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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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 10 月

汉森前身

湖南益阳制药厂成立

1998 年 1 月

改制成立湖南益阳制药有限

公司

2000 年 3 月

重组更名为湖南汉森制药有
限公司

2008 年 4 月

获得四磨汤口服液 100% 专
利权

历史沿革

HISTORICAL
EVOLUTION



2010 年 1 月

" 汉森 " 商标获得 " 中国驰名
商标 "

2010 年 5 月

挂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

证券简称 " 汉森制药 "

证券代码 002412

2013 年 11 月

收购云南永孜堂制药有限公
司 80% 股权

2009 年 7 月

国家“973”计划中药领域

课题“四磨汤治疗运动功能

障碍性胃肠疾病的多中心临

床实验研究”项目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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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四磨汤口服液单品年销售收
入突破 4 亿元

2014 年 3 月

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获得

新版 GMP 证书正式投产

2014 年 10 月

成立全资子公司 : 汉森健康

产业 ( 湖南 ) 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参与发起设立
" 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善待消费者
持续提供好产品
BE KIND TO THE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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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主要产品

 持续提供好产品



公司拥有药品批准文号 167个，其中 92 个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57 个列入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产品主要涉及消化系统用药、补肾缩尿用药、心脑血管用药、伤科用药、诊断用药等。

目前已获得 12 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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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统用药

DIGESTIVE SYSTEM 
MEDICINE

 代表药品：四磨汤口服液

四磨汤，最早见于宋代《济生方》，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至明代《痘疹金镜录》所载与现有四磨

汤四味复方组成完全一致，成方已有 400 年历史。四磨汤口服液是目前市场上唯一的复合型肠胃动力中药，

既增强胃肠动力，又助消化，还具有通便、止泻双向调节作用。为国家医保目录乙类产品，先后进入国家

“973” 计划、国家十二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发改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四磨汤

制剂及检测方法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7 项。

10ml×12 支 10ml×8 支 10ml×10 支10ml×6 支 ( 儿童装）



0.5g×100 片 0.15g×30 粒0.5g×100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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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婴幼儿乳食内滞证。症见腹胀、腹痛、啼哭不安、厌食纳差、腹泻或便秘；中老年气滞、食积证，

症见脘腹胀满、腹痛、便秘；以及腹部手术后促进肠胃功能的恢复。

2007 年四磨汤单品销售额突破1亿，2009年突破2亿，2012年突破3亿，2014年突破4亿。2015年

突破 5亿。是目前公司销售收入和利润贡献最大的主导品种。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提供的数据，四磨汤

口服液市场容量超过 40 亿。



补肾缩尿用药

URINARY SYSTEM 
MEDICINE

 代表药品：缩泉胶囊

汉森缩泉胶囊对肾阳气虚引起的各种尿频、遗尿、尿失禁疗效显著，是补肾缩尿的首选药物。主要适

用于中老年尿频、尿急、夜卧遗尿，张力性尿失禁、精神紧张性尿频、非感染性尿频、顽固性遗尿症，前

列腺增生症、慢性前列腺炎、尿道综合征。

汉森缩泉胶囊为全国独家剂型产品，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产品，国家中药二级保护品种，国家医保目录

甲类品种。

0.3g×40 粒 0.3g×60 粒



汉森银杏叶胶囊为银杏叶提取物制剂，是全球公认的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首选用药。主要适用于瘀血

阻络引起的胸痹、中风，半身不遂、舌强语蹇；冠心病稳定型心绞痛，脑梗塞见上述症候者。

汉森银杏叶胶囊总黄酮醇苷含量达到 40mg/ 粒，远高于同类产品的 9.6mg/ 粒，在国内同类产品中有

效成分含量最高，为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品种，国家优质优价产品。

0.25 g×20 粒 0.25 g×10 粒

心脑血管用药

CARDIOVASCULAR 
MEDICINE

 代表药品：银杏叶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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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科用药

TRAUMA 
MEDICINE

 代表药品：愈伤灵胶囊

汉森愈伤灵胶囊是经典伤科用药，主要用于跌打挫伤，筋骨瘀血肿痛，也可用于骨折的辅助治疗，是

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品种 , 湖南、河南、广西、新疆等多省、市、自治区优质优价产品。 

汉森愈伤灵胶囊是公司传统品种，市场基础厚实，临床疗效确切，深受广大消费者信赖和喜爱。

0.3g×60 粒 0.3g×90 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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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用药

DIAGNOSTIC 
MEDICINE

 代表药品：碘海醇注射液 

碘海醇注射液是新一代非离子型造影剂，其成像清晰，增强效果明显，能显著提高病灶检出率，为临

床获取更多的诊断依据。可用于心血管造影、动脉造影、尿路造影、静脉造影、CT 增强检查、颈、胸和

腰段椎管造影、经椎管蛛网膜下腔注射后 CT 脑池造影、关节腔造影、经内窥镜胰胆管造影 (ERCP)、疝

或瘘道造影、子宫输卵管造影、涎腺造影、经皮肝胆管造影 (PTC)、窦道造影、胃肠道造影和“T”型管

造影等。

100ml : 30g( I )50ml : 15g( I )

20ml : 12g 20ml : 15.2g

100ml : 60g



永孜堂产品

YONG ZI TANG 
PRODUCTS

 代表药品：天麻醒脑胶囊

永孜堂产品资源的加入，一方面可以让汉森在消化系统、心脑血管系统等领域获得更多的产品支撑，

另一方面给汉森提供了“现代高原植物药”的新的发展平台，立足昭通道地中药材资源，发展以天麻醒脑

胶囊为主的天然植物药。永孜堂拥有药品批准文号 30 个、保健品批准文号 1 个。代表药品天麻醒脑胶囊

源自迪庆州藏医院院长祁继光家传的“六味脑痴呆方”。该方剂在藏族民间用于治疗失眠、头昏、头痛近

40 年，于本世纪初开发成现代制剂，具有滋补肝肾，通络止痛功能。用于肝肾不足所致头痛头晕，记忆

力减退，失眠，反应迟钝，耳鸣，腰酸。天麻醒脑胶囊市场潜力巨大，是公司重点投入的战略品种之一。

0.4g×12 粒 ×1 板 0.3g×12 粒 ×2 板

0.3g×12 粒 ×2 板 0.3g×12 粒 ×2 板0.3g×12 粒 ×2 板0.3g×12 粒 ×3 板

0.4g×12 粒 ×2 板 0.4g×12 粒 ×3 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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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产品研发

持续提供好产品，首先必须有强大的产品研发体系作支撑。公司目前拥有“湖南汉森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和“湖南省消化道药物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两个研发平台，成立了一支由博士、硕士和高、中级职称

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实力雄厚、专注于新药研发的精英团队。与此同时，通过自主立项、合作开发等多种模式，

与广州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同济大学、中南大学药学院、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研究院

等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

 持续提供好产品



03
道地药材资源

中药材是保障药品质量的源头，公司建立了稳定可靠的道地药材供应渠道，并从企业发展战略出发，

分别在南洞庭湖区和滇北高原建立主导产品优质中药材种植基地。

四磨汤口服液采用南洞庭湖区的优质枳壳为主要原材料。南洞庭湖气候条件优越，中药材种植历史悠

久，枳壳即为代表性道地药材“湘九味”之一。

天麻醒脑胶囊主要成份选用小草坝褐天麻提取，为昭通天麻核心代表品种。2004 年 10 月 13 日《原

产地域产品昭通天麻》国家标准经国家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查通过，2005 年 6 月 7

日正式发布，11 月 1 日正式实施。

 持续提供好产品

南洞庭湖区优质枳壳成苗基地 南洞庭湖区优质枳壳幼苗基地 云南昭通天麻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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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生产装备

 持续提供好产品

公司拥有口服液、固体制剂、注射剂、前处理和提取等多个生产车间共 14 条生产线， 形成了以生产

中西药制剂为主、化学合成药为辅的生产体系。其中，口服液年生产能力 5 亿支，胶囊年生产能力 5 亿粒。

现代化的 GMP 厂房由国内顶级医药设计院设计，从中药材的拣选、洗、润、切、灭菌、干燥、粉碎、

提取到合剂和针剂的灌装、胶囊填充、压片、制丸、包衣等过程都实现了自动化控制。



05
质量控制

 持续提供好产品

持续提供好产品，必须确保药品安全、有效，并做到全过程稳定可控。汉森视质量如生命，始终以“质

量第一、用户至上”为宗旨，不断树立全体员工的质量意识，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严格按照高于国

家标准的企业内控质量标准组织生产。配置了气相色谱仪、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高效液相色谱仪等先进

的质量检测和分析仪器设备，配备了具有专业知识和高度责任心的质量检测人员。

目前所有剂型均通过了新版 GMP 认证。产品临床安全和产品质量记录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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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销售服务

 持续提供好产品

通过多年的精心打造，营销网络覆盖了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国 32 个省、市、自治区，拥有

超过 1000 人的专业营销团队，已建成以自营为主的独具特色的“三叉戟”式营销体系。

产品遍布城市医院、药店、基层医疗等一、二、三类终端，包括国药控股、九州通、广药等 3000 多

家药品经销商，北京协和、湖南湘雅、南方医院等 10000 多家临床医院，老百姓、海王星辰、桐君阁等

80000 多家药店，社区及乡镇卫生院 100000 多家。从产品、价格、渠道和促销等方面，制订出一套完

善的市场营销策略，通过调整市场营销组织、加强市场营销控制、建设营销团队、改进目标考核与绩效、

加强客户管理等一系列保障措施，确保各项策略的实现。 

四磨汤口服液销售业绩

2007                       2009                      2012                     2014                     2015



善待员工
让员工成为受尊敬的人

BE KIND TO THE EMPLOYEE



一个能持续快速成长的企业，一定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和执行力高度统一的企业，并且从干部到员工都

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公司认为，人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并倡导这样的人才理念：

滴水入海，藏木于林——强调认同汉森价值观，融入团队。

宁拙毋巧——强调言行平实，不尚空谈，乐于放下身段深入到现场和细节中，确保关键性细节执行到位。

时有创新——强调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勇于改变既有习惯，时有创新。

良性竞争——鼓励员工之间的良性竞争，建立有激励作用的绩效考核和人才选拔机制。

01
人才理念

 让员工成为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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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汉森打造成为受尊敬的企业，必须让汉森员工成为受尊敬的人，衡量的标准就是：有体面的工作，

有可观的收入，有看得见的发展空间。公司致力于员工的职业操守、职业技能与身心全面发展，并提供有

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和福利待遇。

上市10 年来，员工平均工资上涨幅度超过100%，社保上涨幅度超过60%。员工每年人均接受培训

时间在 30 课时以上。

02
成长记录

 让员工成为受尊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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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社会
与社会同进步
BE KIND TO THE SOCIETY



01
环保与节能

 与社会同进步

公司积极采取新工艺、新技术，推行清洁化生产，实现节能降耗、降低成本，在保证药品质量的前提

下，更有利于提高药品的市场竞争力。致力于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采用国际上先进的锅炉和净化空调系统，

仅废水处理系统工程资金投入就超过1200万元。在生产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不污染一寸土地、

一滴水源 、一米空气、一株花草树木。

车间实景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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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贡献与公益

 与社会同进步

　　从2003年入驻益阳龙岭工业园以来，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80 亿元，上缴税费近13 亿元，提供就业

岗位1500个，成为园区内单位土地贡献产值和税费最高的企业。

公司以感恩之心投身到当地的各项公益事业中去。先后参与抗洪救灾、捐资助学、捐赠药品等公益

活动，近年来，企业和个人给社会捐助钱物超过 1000 万元。



善待股东
确保持续盈利

BE KIND TO SHAREHOLDERS



内控管理
 确保持续盈利

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

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积极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以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自上市以来，内控管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信息披露无违规记录。与此同时，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

不断强化合同管理，紧紧抓住在外货款管理等关键环节，持续对员工进行风险管理培训，从风险意识教育、

制度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全面提升风险管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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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共享
 确保持续盈利

2010 年 5 月 25 日，“汉森制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益阳本土首家上市企业。上市以来，

实现产品和资本运营的良性互动，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与此同时，业绩持续稳定增长给投资者带来可观

的回报，原始股东和二级市场股东回报率已连续实现翻番。

02



  33/34



规划和愿景

PLANNING 
AND VISION

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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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中医药主业

继续做大汉森四磨汤口服液市场；将缩泉胶囊等产品做成明星级产品；以天麻醒脑胶囊为主，打造现

代高原植物药第一品牌。

延伸大健康产业

拥有面积超 2000 亩的健康产业园，产业延伸至中药材 GAP 基地建设、养老、医疗保健等上下游领域。

融合金融产业

与三一集团等企业联合发起设立三湘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培育新的利

润增长点，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

愿景

抓住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依靠内生增长与外延发展“双轮驱动”，立足中药产业，进行

产业延伸和融合，力争跻身中国医药行业 50 强，成为国内领先的综合性医药企业。



GATHERING
STRENGTH
IN THE BENEVOLENCE
汇聚善力量



地址：湖南省益阳市银城南路   

邮编：413000

办公电话：0737-6351079  

营销服务电话：0737-6351006  

证券咨询电话：0737-6351486 

传真：0737-6351067      

网址：www.hansenzy.com

电子信箱：office@hansenzy.com

微信公众号： hs0024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