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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创新界限

共创人类健康
Limitless Innovation for 

Holistic Health 



我们的公司

济民可信创立于1999年，是中国领先的大健康产业集团，总部位于中国南昌，

现有员工12000余名，业务涵盖医药健康、清洁能源、绿色矿产开发及产业投资等

领域，2021年营业收入突破410亿元。济民可信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通过内

生式增长、外延式扩张、整合式发展，为人类健康提供可信赖的保障，并推动全球

绿色可持续发展，致力于成为国际先进的现代化大健康产业集团。

济民可信建立了上海、南京、美国新泽西一体化的国际化医药研发体系，通过

设立在江西、江苏、浙江、吉林等省的10家制药基地，推动生物大分子、化学小分

子以及创新中药等前沿技术和产品的全球开发与转化落地，已在肾病、肿瘤、心脑

血管、呼吸、疼痛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产品远销欧美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多

年位列中国医药工业百强前十。

为推动全球绿色发展，济民可信投资建设“中国首创、亚洲第一、全球最大”

的煤制清洁燃气生产基地，已成为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地方经济绿色

发展的生态引擎；济民可信积极践行“两山”理论，投身中国矿产资源开发的转型

升级，投资建设“中国东部首个现代化石材产业基地”，以循环经济理念，打造绿

色低碳的石材产业链。

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企业使命，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积极投身公益慈善事业，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入选新

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全球绿色

发展而不懈努力！



我们的愿景

致力于成为国际先进的
现代化大健康产业集团
To be an international advanced modern
healthcare industry group

不断追求卓越的济民可信，肩负“济世惠民，信待

天下”的使命，正致力于在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

中实现更大跨越，为人类健康与社会进步贡献更多

中国智慧。

济民可信集团董事长



1999年
原宜春秀江制药厂更名为
江西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

2000年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

2004年
并购金水宝制药

2006年
无锡山禾药业加入济民可信

2012年
与浙江康莱特公司签订股权
合作协议，进入肿瘤治疗领域

2014年
控股常州金远药业，拥有领先
脂质体研发平台

2015年
江西国药加入济民可信

2017年
江西九华药业加入济民可信

2018年
济民可信研究院在上海张江成立
济民可信海外研发公司在美国新泽西成立
济民可信清洁能源项公司在江西高安成立

2019年
南京恒生制药加入济民可信
吉林长源制药加入济民可信
入选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

2020年
济民可信医药创新总部在上海成立
济民可信生物医药创新技术产业化及新药项目在无锡奠基
济民可信瑞金医药产业园项目在瑞金奠基
济民可信清洁能源项目建成并通气点火成功
济民可信大学成立

济民可信的发展史，是中国民族制药工业发展历程中的

光辉篇章。济民可信,为“产业报国健康民生”而生。

二十余年来, 济民可信一直践行企业使命, 坚持创新, 

助推中国大健康产业的蓬勃发展。

发展历程

2021年
济民可信党委正式成立
济民可信集团瑶湖总部正式启用
济民可信首个在研项目（KRAS抑制剂）实现海外权益转化
济民可信研发中心首个产品（西甲硅油）进入产业化
新冠中和抗体JMB2002启动临床试验
江苏济烨生物制药大分子项目正式开工
济民可信清洁能源公司试生产阶段目前全面实现
济民可信集团正式进入矿产资源绿色开发领域



业绩增长

集团销售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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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产业
成为国际先进的现代化制药企业

以创新引领未来，通过不断研发与技术创新，为患者

提供优质的药品和服务，提高人类健康水平，改善生

活品质，助力健康中国。



济民可信专注于创新药（化学药和生物药）、特色中药、高端复杂仿制

药/改良创新药的研究与开发，提供有独特临床价值的药品，通过自主

研发、产学研结合以及国际化科研合作，为患者提供“价格可及、疗效

显著、安全可靠”的临床亟需药物。

济民可信建立了上海、南京、美国新泽西一体化的国际化医药研发体系，

设有3大临床前研究院，并配备临床医学、注册及规划运营管理团队，

建立起涵盖基础研发、临床前研究、临床研究、新药注册上市全流程的

研发体系，倾力打造一支由全球顶尖科学家组建的医药研发团队。

创新研发



济民可信已完成搭建生物大分子、化学小分子、

创新技术和创新中药技术平台，并掌握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研发技术与工艺。 其中，生

物大分子平台自建形成700亿级飛杰全人源抗

体文库，自主开发完成飛泰抗体发现平台；小

分子创新药研发平台目前在研多个全球领先的

创新靶点小分子药物；创新技术平台拥有脂质

体、微球、吸入剂等高端制剂平台，并在基础

研究及产品开发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技术平台



济民可信在中医药领域深耕二十余载，

已成为中国新中药的领军企业。秉承

“传承经典，守正创新”的理念，济民

可信围绕优势中药品种迭代新药的开发，

力求通过现代科技延展传统中医理论、

改进中药生产工艺，并积极开展药物临

床与真实世界研究，不断提升产品的治

疗效果与安全性。

济民可信与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上海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国内中医药领

域一流研究团队开展深度合作。目前在研创新中药9个，

布局肾病、呼吸、疼痛、心脑血管、肿瘤等重点领域，

已有多个中药创新项目获得国家和省级科技进步奖、得

到国家中医药发展重点项目支持。

振兴中药



制药基地
先进制药

济民可信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

江、吉林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包括10大制

药基地、50余条GMP生产线。集团拥有

整套国际标准的质量管控体系，并引入了

现代精益管理方法，对20多个剂型、500

余款药品的生产实行全过程质量监控，科

学把关，以产品质量赢得市场和用户的信

赖。



与员工开放坦诚的沟通,并相信

他们有能力使顾客满意。

将持续改进植入到每个生产运

营过程中。

质量为本

济民可信人深知，每个药品都是作用在患者最

需要的时刻，“捍卫产品的质量就是捍卫患者

的生命”。

秉承工匠精神，筑基精益生产，济民可信已建

立QbD（质量源于设计）、CRM（客户需求管

理）、TQM（全面质量管理）、PDCA（过程

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体系，并获得FDA及欧

盟认证，部分制剂和原料药产品获准进入美国、

俄罗斯、以色列、西班牙、韩国、印度、巴西

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济民可信坚持以患者为中心，聚焦关键优势领域，重点打造肾病、肿瘤、呼吸、疼痛、心

脑血管五大产品管线，结合新药研发战略布局，构建短、中、长期合理的产品组合梯队，

为公司的稳步增长持续提供强劲动力，核心产品“金水宝”、“森铁能”、“森同”、“

康莱特”、“立幸”、“悉能”、“间苯三酚”、“醒脑静”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

前茅。

产品管线



金水宝胶囊/金水宝片

国药准字：Z10890003/国药准字：Z20163112

中国虫草菌粉第一品牌，补肾益肺，秘精益气；

国家第一个一类新中药，国家保密配方，国家中

药保护品种，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品种；唯一通过

美国FDA认证的虫草菌粉制剂。



森铁能-蔗糖铁注射液

国药准字：H20046043

全球使用经验最广的静脉铁剂，国内静脉铁剂第

一品牌；国内外多家权威指南推荐用药，国家同

类产品质量标准起草单位；2005年首仿上市，出

口欧美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

森同-复方α-酮酸片

国药准字：H20103286

用于慢性肾病的营养治疗，双重药理作用，改善

营养状况，纠正蛋白质代谢紊乱；与低蛋白饮食

配合，显著延缓慢性肾病；荣获2项发明专利，

原料药和制剂出口多个国家和地区。



森能-盐酸西那卡塞片

国药准字：H20213111

用于治疗慢性肾脏病（CKD）维持性透析患者的

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2021年 2 月 2 日获

批，后进入第五批国家带量采购，将带来更高的

性价比，在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存获益的同时，也

将显著降低患者家庭及社会的经济负担。

森文-碳酸司维拉姆片

国药准字：H20203303

用于控制正在接受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脏病（CKD）

成人患者的高磷血症；国内首个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碳酸司维拉姆。



立幸-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

国药准字：H20123273

国内最成熟和领先的新型蒽环类脂质体注射液；广

泛治疗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乳腺癌、卵巢癌、

肉瘤、肝癌；显著降低传统蒽环类药物心脏毒性、

脱发、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ERP效应高，增强药

物抗肿瘤作用。

康莱特软胶囊/康莱特注射液

国药准字：Z20040138/国药准字：Z10970091

有效成分结构明确的抗肿瘤中药，相关技术及研究

获得三项国家级大奖；国家二类新中药，国家保密

品种；获得中、美、欧、日等16国专利，在美国完

成了II期临床研究并获准进入III期临床研究。



安德博-比卡鲁胺片

国药准字：HJ20200061

国家医保目录乙类品种，与促黄体生成素释放激素

(LHRH)类似物或外科睾丸切除术联合应用于晚期

前列腺癌的治疗。

佳诺顺-伊班膦酸钠注射液

国药准字：H20010379、H20080347

用于治疗绝经后妇女的骨质疏松，降低骨折风险；

伴有或不伴有骨转移的恶性肿瘤引起的高钙血症；

治疗恶性肿瘤溶骨性骨转移引起的骨痛。



黄氏响声丸

国药准字：Z32020461

咽喉用药知名品牌，主治急慢性咽喉炎和喉喑；中

国（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氏喉科”关联方剂；

国家保密配方，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家基本药物

目录入选产品，国家医保甲类；2004年入选《中华

特色药库》。

悉能-硫酸依替米星注射液

国药准字：H19991422

国内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氨基糖苷类抗

生素；国家一类新药；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新药研究基金专项重大项目。



嘉文-间苯三酚注射液

国药准字：H20046766

具有独特作用机理的平滑肌解痉药，是治疗痉挛性疼

痛的首选药物；用于消化系统和胆道功能障碍引起的

急性痉挛性疼痛；急性痉挛性尿道、膀胱、肾绞痛；

妇科痉挛性疼痛；2004年国内首家获批，出口欧美多

国。



醒脑静注射液

国药准字：Z32020563

全国中医医院急救必备用药；源自中医经典急救方剂

-安宫牛黄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纳入《脑出血中

医诊疗指南》、《颅脑损伤中医诊疗指南》、《急性

酒精中毒诊治共识》等多个指南和共识。

盐酸奥普力农注射液

国药准字：H20150028

使用其他药物疗效不佳的急性心力衰竭的短期静脉治

疗。



80年代，新中国第一个一类新中药“金水宝”诞生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物研究所， “做人人吃得起的好虫草”代表了几代中国制药人的不懈努

力和匠心坚守。目前，“源于虫草、功同虫草”的金水宝已成长为中国

虫草菌粉制剂第一品牌。

沿袭“创新与传承”的核心理念，金水宝制药以“精研济世、良药惠民”

为使命，致力在新中药领域潜心开拓与科技创新，诞生了金水宝胶囊、

黄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六味地黄滴丸等多款黄金单品，旗下金水宝、

黄氏、九华、酷童等知名品牌，在补肾益肺、治虚养精、喉疾治疗等方

面具有独特且显著的疗效。



精研济世、良药惠民



济民可信以全球化视野发展业务、布局网络、整合资源。产品营

销网络覆盖中国市场的同时，制剂和原料药也远销美国、俄罗斯、

以色列、西班牙、韩国、印度、巴西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还致力于通过国际合作，引进海外领先药物满足中国临床需

求，并大力推动自主创新产品和技术成果在海外转化落地。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企业国际影响力，实现济民可信的全球

化服务。

服务全球



抗击新冠
疫情

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后，济民

可信集团向19个省市捐赠总值超过

2500万元抗疫药品和防疫物资，并

主动承担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清肺

排毒汤”复方颗粒的公益生产。

济民可信第一时间启动新冠中和抗

体JMB2002研发，目前已在中美两

国开展临床。

最新研究表明，JMB2002对含奥秘

克戎在内的多个变异株有明确疗效，

相关论文已在《Science》发表。



2018年，济民可信正式进入清洁能源领域，投资65亿元在江西建设“中国首创、亚

洲第一、全球最大”的煤制清洁燃气生产基地，助力当地建筑陶瓷产业实现绿色可

持续发展。2021年，该项目已实现正式投产，将成为济民可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动力。

清洁能源产业
“中国首创、亚洲第一、全球最大”清洁工业燃气制造基地



项目可年产120亿立方米清洁工业燃气，产能规模为全球最大，完全可满足基地建

陶企业的用气需求。

项目优势

(一)  规模全球最大

项目采用中国科学院热物理研究所的常压循环流化床富氧气化技术及飞灰残碳循

环流化床燃烧技术，技术工艺全国领先，并配套余热余能发电，高度耦合了煤气

化的化工工程及残炭燃烧的动力过程，以循环经济的理念，实现气电热多联产，

全厂能源利用率高达83%。

(二)  技术工艺先进

项目为高安建陶产业提供清洁环保又经济可靠的燃料，将解决多年来困扰政府的

发展经济与环保相矛盾的难题，为高安建陶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

障，并吸引周边省区建陶企业向基地集中，助力高安建陶产区向全国第一大产区

迈进。

(三)  社会效益及经济效益显著



输气管网
项目共建设总长40余公里的地面输气管线，分4个方向，向基地内50多家陶瓷企业集中供

应清洁工业燃气。沿线装设有559个有毒气体报警仪及201个视频监控摄像头，确保线路安

全。本项目燃气管网采用常压大口径管道输送，创国内先河，4条主管管径分别为DN2400、

DN2400、DN2200、DN1200。燃气管网设计压力为90kPa，燃气通过厂内的变频加压风

机输送，起点压力随输气量的大小可调节。

架设超过

40公里
输气管道



自动化运营

全厂采用分散控制系统（DCS）对所有生产参数及生产过程进行自动控

制，DCS点数49000余点，采用中央值控模型（CCR），运行人员在中

央控制室对全厂生产进行操作控制。将来DCS上传数据至企业管理系统

MIS，可实现企业管控运营一体化。



济民可信积极践行“两山”理论，投身中国矿产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在上饶德

兴市投资建设“中国东部首个现代化石材产业基地”，以循环经济理念，合理规

划、科学统筹，打造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百亿石材产业。

矿产开发

打造“绿色矿山江西样板”



项目以宏泰石矿业投资集团为实施主体，总投资100亿元，按照

“五区、三线、一创建”的思路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规划

建设集矿山开采、园区建设、石材加工、尾矿处理、技术研发、

物流运输及产品展示销售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系统。

产业规划



项目计划2023年一期全面建成，2025年二期全面建成。正式投产后预计

2028年实现年产天然花岗岩板材10000万㎡，年产值80亿元；年产机制砂

3000万吨，年产值25亿元，再生石年产值5亿元。产业总体实现年产值110

亿元、税收10亿元的目标，助力地方经济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社会责任

二十年来，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待天下”

的企业使命，以健康民生为己任，关注患者的用药安

全，注重医患交流与体验，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切实履行社会责任，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员工权益
济民可信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持续提升
员工收入，提供健康工作环境，改善员
工待遇水平，并扩大产业投资，以增加
用工岗位来吸纳劳动力，缓解社会就业
压力。

环境保护
济民可信秉承绿色发展的理念，各产业基地始终致力于
生产过程的节能降耗和环境友善，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
可持续发展，并因绿色发展的卓越成就，获2018年中
国公益节“绿色典范企业”称号。

大事担当
多年来，济民可信在九江地震、江西冰雪灾害、汶
川地震、甬温高铁事故、天津港爆炸事故、新冠肺
炎疫情等重大事件中，积极捐款捐物，为抢险救灾，
伤员抢救等作出了突出贡献。

安全生产
济民可信视品质为生命，不断追求产品
“零缺陷”，力求成为行业质控标杆，
确保高品质的药物惠及患者，助力健康
中国。

合规公平
济民可信恪守《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
及其他业务运营和投资所在地区的各项法律法规，践行
良好商业道德。

公益慈善
济民可信组织并鼓励员工参与志愿服务，积极奉献
爱心，帮助弱势群体，助力希望工程和残疾人公益，
在患者帮扶、社区健康教育、贫困学生入学等方面
投入大量资金、物资与人力，荣获了中华慈善总会
“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





致力于成为国际先进的现代化大健康产业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