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注册所在地  

企业性质  成立时间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二、公司领导及相关负责人信息 

负责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邮件 QQ 等即时通讯 

董事长        

总经理        

品牌负责人        

市场负责人        

申报联系人 

（必填） 
       

三、申报信息（请在□中填“√”） 

申报奖项 

（第 

1、2 

项 

不得同时 

申报） 

1、□ 2019 中国医药行业企业集团十强 16、□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心脑血管类优秀产品品牌 

2、□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工业企业综合实力百强 17、□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抗感染类优秀产品品牌 

3、□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创新型优秀企业品牌 18、□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消化系统类优秀产品品牌 

4、□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成长型优秀企业品牌 
19、□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神经、精神系统类优秀产品

品牌 

5、□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上市公司优秀企业品牌 
20、□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血液及造血系统类优秀产品

品牌 

6、□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制剂出口型优秀企业品牌 
21、 □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内分泌及激素类优秀产品品

牌 

7、□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原料药出口型优秀企业品牌 
22、□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

和矿物质、营养补充类优秀产品品牌 

8、□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药用辅料优秀企业品牌 23、□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儿童用药优秀产品品牌 

9、□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两化融合推进优秀企业品牌 24、□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妇产科用药优秀产品品牌 

10、□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原研药、专利药优秀产品

品牌 
25、□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其他各科用药优秀产品品牌 

11、□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 OTC 优秀产品品牌 26、□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药用辅料优秀产品品牌 

12、□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生物生化制品优秀产品品

牌 
27、□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绿色制药特设奖 

13、□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类优

秀产品品牌 
28、□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创新药特设奖 

14、□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调血脂类优秀产品品牌 29、□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优秀仿制药特设奖 

15、□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降血压类优秀产品品牌  

奖项 

第 1 项 

申报企业 

（必填） 

1、2018 年医药行业营业收入：        万元；  2、2018 年医药行业营业利润（扣除投资收益）：       万元； 

3、2018 年医药行业税金总额：        万元；  4、2018 年医药行业净资产：                     万元。 

注：①要求以上 1-4 项数据为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18 年度医药行业合并报表数据，并将审计报告作为附件上传； 

②营业利润为去掉投资收益的部分； 

③税金总额包括：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值税、所得税、印花税。 



 

奖项 

第 

2-31 

项 

申报企业 

（必填） 

 

1、2018 年营业收入：   万元； 2、2018 年营业利润（扣除投资收益）：   万元； 3、2018 年税金总额：   万元； 

注：①营业利润为去掉投资收益的部分，税金总额包括：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值税、所得税、印花税。 

②请上传 2018 年审计报告。 

4、环保达标情况及证明：                                                                  （附材料说明）； 

5、其他机构颁发的奖项、证书等证明材料： 

（1）获得 □ 中国驰名商标   □ 省、自治区、直辖市著名商标 

（2）获得（原料药） □ FDA   □ COS   □ WHO □ JGMP（日本 GMP）   □ PIC/S 证书 

（3）获得（制剂） □ FDA   □ 欧盟 GMP   □ WHO □ JGMP（日本 GMP）   □ PIC/S 证书 

（4）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品种数量：    个 

（5）获得 □ 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 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 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 

□ 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进步奖            

（6）获得 □ 国家专利金奖 □ 国家专利优秀奖 

（7）获得 □ 中国工业大奖企业奖 □ 中国工业大奖项目奖 

（8）获得 □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 国家 863 产业化基地 

□ 国家创新型示范企业    □ 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国家级实验室 

□ 省、自治区、直辖市企业技术中心  □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9）获得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制药企业信用评价 □ AAA 级  □ AA 级    □ A 级   

（10）获得  □ EHS（环境健康与安全） 

（11）通过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12）其他                                                                          。 

注：以上 1-12 项须附奖项、证书复印件或相关证明材料。 

 

奖项 

第 

3-31 

项 

申报企业 

（加填）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创新型优秀企业品牌 (加填项) 

1、2018 年药品研发投入：        万元；2018 年工艺技术创新投入：        万元； 

2、 2016-2018年三年内新药证书获得数量：一类新药证书：    个；二类新药证书：    个；3.1类新药证书：    个； 

3、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    个； 

注：须附新药证书、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证明复印件。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成长型优秀企业品牌 （加填项） 

2015 年营业收入：    万元；2016 年营业收入：    万元；2017 年营业收入：    万元。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上市公司优秀企业品牌 （加填项） 

1、2018 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利润：        万元；同比增长率        %； 

2、2018 年末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总市值：        万元；同比增长率        %； 

注：须附上市公司报告。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制剂出口型优秀企业品牌 (加填项) 

2018 年自有品牌制剂出口交货值：    万元（人民币）；2018 年委托加工产品出口交货值：     万元（人民币）；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原料药出口型优秀企业品牌 (加填项) 

2018 年出口交货值：      万元（人民币）。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药用辅料优秀企业品牌 (加填项) 

1、□ 通过 GMP     □ 药用辅料高于国标 

2、在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通过产品中的使用数量：      个； 

3、2018 年辅料产品出口并应用于医药行业的量值（吨、公斤）：    ； 

注：须附证书复印件和材料说明。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两化融合推进优秀企业品牌 (加填项) 

1、□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证书        2、□ 企业两化融合自评估报告 

注：须附证书复印件。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原研药、专利药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注：专利指药品专利（原料药及制剂），须附专利证书复印件。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 OTC 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生物生化制品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类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调血脂类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降血压类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心脑血管类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抗感染类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消化系统类优秀产品品牌(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神经、精神系统类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血液及造血系统类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内分泌及激素类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和矿物质、营养补充类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注：≥50ml 的大容量注射剂。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儿童用药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妇产科用药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其他各科用药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药用辅料优秀产品品牌 (加填项)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注：同品种不同剂型请分开申报） 

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2018 年产品产量（万瓶、万支、万片、万粒、万袋）：       ； 

2018 年产品市场占有率：      ；2018 年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占比：      ；（注：需上传材料说明数据来源） 

产品质量标准：○国家标准  ○企业标准  ○国际标准   

（注：如企业标准被药典采纳、企业标准高于国家标准、企业采用国际标准生产，均请上传相应附件证明） 

○通过一致性评价    ○罕见病用药    ○短缺药品    （注：请上传相应说明材料） 

注：注射用辅料、口服制剂辅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绿色制药特设奖 

□ 生物技术改造传统生产工艺         

□ 具有显效的节能降耗新工艺 

注：须附材料说明。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创新药特设奖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 

□ 新药证书        □ 生产批件 

2016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2017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注：须附新药证书、生产批件、产品说明书复印件和产品临床价值说明材料。 

2019 中国化学制药行业优秀仿制药特设奖 

产品名称        ；商品名（商标名）        ； 

□ 新药证书        □ 生产批件        □ 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2017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2018 年单品种销售额：       万元； 

注：须附新药证书、生产批件、产品说明书、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证明复印件和材料说明。 

四、品牌建设 

【简述品牌核心定位；品牌价值及评估机构；品牌管理团队建设情况；企业品牌建设情况、市场销售情况及占有率等；可附材料说明。】 

 

五、企业社会责任 

【简述过去一年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开展情况，可附材料说明。】 

 

六、申报单位法人承诺 

本公司在此郑重声明：以上信息属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2019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