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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元旦后的中国股市一路走高，1月2日(元旦假期

后第一个交易日)至今上涨达20%以上。但是，如果把“工

业大麻概念股们”拉出来，你会发现跑赢大盘对“工业大

麻”概念里的企业来说，连及格线都算不上。

原本主营业务是数据卡的天津磁卡(600800)，1月2日

至今，涨幅将近50%，原因是天津磁卡间接参股了一家工

业大麻种植销售公司；原本主营业务是环保包装材料及印

刷业务的顺灏股份(002565)，在子公司获得《云南省工

业大麻种植许可证》后，同期内涨幅超过了200%；安琪

酵母(600298)股价大涨也与工业大麻概念相关，但原因有

点一言难尽：2月27日，学术杂志《Nature》发表文章称

酵母可产生大麻素，然后安琪酵母股价就涨了……



大麻介绍

⚫ 大麻（学名：Cannabis sativa L.）是桑科大麻属植物，

一年生直立草本，高1~3米。枝具纵沟槽，密生灰白

色贴伏毛。大麻种植可剥麻收子。有雌、有雄。雄株

叫枲，雌株叫苴。其主要有效化学成分为四氢大麻酚

（简称THC），THC在吸食或口服后有精神和生理的

活性作用。人类吸食大麻的历史长达千余年，20世纪

在毒品和宗教方面的使用有增加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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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麻是什么？

⚫ 大麻有两个主要成份，除了四氢大麻酚（简称：

THC），还有一个叫大麻二酚（简称： CBD）；

四氢大麻酚的化学成分具有致幻作用，也即有毒，

大麻二酚不仅没有致幻作用，还能治疗四氢大麻酚

带来的致幻症状，更有镇静、抗炎甚至治疗肿瘤等

巨大的药用价值，最为宝贵的是CBD无成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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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麻的界定范围

⚫ 大麻可以分为工业大麻、毒品大麻和中间型大

麻。这些品种之间的主要区别，就是其含有的精神

活性成分四氢大麻酚(THC)含量的高低。THC有致

幻作用，国际上主要采用欧盟标准(中国也采用这个

标准)。后两种大麻因为其具有精神活性，且有药用

和滥用倾向，属于中国严厉打击的范围。THC含量

0.3%是死线，小于0.3%的就是工业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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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药品：大麻籽自古药食同源，不仅可以加工成众多食品保健品
如饮料、啤酒、口香糖、电子烟，还可以开发药品。工业大麻中蕴
含多种酚类物质可以为癫痫、抑郁、帕金森症、癌症等多种疾病提
供生物制药原料。

新能源：大麻根可以合成生物燃料，是可再生低碳新型能源。

替代石油：工业大麻已近覆盖十四个产业链，产品达千余种。

日化品：可以开发如洗手液、空气喷雾剂、肥皂、牙膏等；大麻
油的抗氧化功能和大麻叶提取物独特的渗透及杀菌效果可以制作多
种类型的高级化妆品。

纺织品：天然大麻纤维具有抗菌、透气、速干、防紫外线等优点，
为开发医用纱布、儿童尿不湿、卫生护垫等产品提供原料。

新材料：工业大麻纤维作为增强材料，以热塑性树脂为基体制成
的复合材料汽车零部件已经用于奔驰、宝马、大众等著名品牌汽车
内饰。也可以作为木地板、壁纸等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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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药学论：药用价值大

大麻多效论：用途多样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约

有1.47亿人使用大麻，约占

全球总人口的2.5%。大麻的

药用属性正得到越来越广泛

的认可。它能够用于治疗癌

症病人化疗引发的呕吐以及

慢性疼痛、大脑性瘫痪、癫

痫等病症。

大麻富含抗炎、减压、解毒、

保护神经等的物质，可以预

防疾病；富含纤维，可以用

来生产服装、箱包、麻纺织

品；大麻籽油也可以用来生

产涂料、清漆、润滑剂等。

大麻环保论：易种植，利环保

大麻经济论：为政府创收

种植和养护大麻是很容易的，

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

气候条件下种植大麻。只要

大麻的根得到养分，植株就

能生长。大麻不像其他农作

物，它耐霜寒并抗霉菌。即

使没有肥料和化学肥料，大

麻也能成活。此外，大麻能

清理地下毒素，使土壤更加

健康，更有利于耕种。大麻

还可以用作替代燃料能源。

如同药物或其他商品一样，

大麻合法化能够大幅集聚巨

额利润。

• 种种优点，让工业大麻里的CBD和中央商务区CBD一样值钱，纯度99.99%的医用级CBD售价达到了

670元/每克，价比黄金。全球高质量CBD稀缺，工业大麻萃取毛利率可高达5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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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anopy被称为大麻产业的第一只独角兽，市值领先，行业地位领先。Canopy2014年正式进入大麻产业，并

于2014年和2018年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上市。公司业务包括全球种植、加工研发及线上线下的销售，着眼于全

产业链布局+全球区域布局。尽管是市场领先的玩家，Canopy仍然亏损，原因是大麻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在市

场抢占和销售方面投入较大。

2、业务布局与Canopy类似，Aurora是产能与产量排名第二的玩家。除了市场领先地位之外，其拟使用的高效大

麻种植法被广泛看好，同时财报显示其营销费用使用效率较Canopy更高；但其业务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上市后在

全球开展的多宗收购。

3、GW成立于1998年，总部位于英国剑桥，其业务包含种植与大麻处方药的开发和商业化。GW在大麻素疗法的

开发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GW成功开发出世界上第一种来自大麻植物的处方药。GW的部分药品目前已在包含

美国在内的26个国家获得批准用于治疗痉挛。

序号 公司 国家 产品方向
营业收入
（2018）

利润
（2018）

市值

1 Canopy Growth 加拿大 医用 3.1亿元 -5.25亿元 152亿元

2 Aurora Cannabis 加拿大 医用、种植 2亿元 -2.8亿元 60亿元

3 GW Pharmaceuticals 英国 医用、种植 0.33亿元 -3.5亿元 3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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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 省份 产品方向 种值区域 进入年份

1 汉麻投资集团 北京 种值、提取、医用 黑龙江、云南 2013

2 顺灏股份 上海 种值、萃取 云南 2019

3 银河生物 广西 医用 / 2017

4 康恩贝 浙江 种值 云南 2019

5 天津磁卡 天津 种值 云南 2019

6 紫鑫药业 吉林 研发 / 2019

7 龙津药业 云南 种值、研发 云南 2019

8 恒丰纸业 黑龙江 种值 黑龙江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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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麻集团成立于2013年，是工业大麻全产业链+全球的业务布局，其业务包括育种、种植、萃取、研发、生

产和销售业务，产业范围覆盖生物制药、食品、美容化妆品等多领域。汉麻集团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拥有工业

大麻种植许可证及大麻花叶加工许可证的公司并符合GMP的公司。同仁堂、欣龙控股、华升股份、美瑞健康、今

麦郎、银河生物、东风股份、诚志股份等知名企业和上市公司是它的密切合作伙伴。

在育种和种植领域，投资设立了云南素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汉正火麻科技有限公司，并取得了公安

部门颁发的《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携手中国农业科学院麻类研究所、黑龙江省科学院等科研单位在云南省和

黑龙江省设立了医用大麻和纤维大麻育种示范基地。目前纤维用途大麻品种“火麻一号”已经取得了黑龙江省农

作物品种登记证书，耕种面积已经突破十万亩，医用大麻二酚高含量品种“汉麻一号”已经进入了繁种阶段。

在医用大麻的原料提取方面，汉麻集团旗下云南汉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昆明投资建成了全球首个符合GMP

标准的大型工业大麻生物萃取分离基地，并获得了《工业大麻花叶加工许可证》。该基地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单

体大麻二酚及其他大麻素提取工厂，可以萃取分离多种不含精神活性的有效成分，并且是世界上唯一可以从大麻

中工业化提取香叶基黄酮A的工厂。

汉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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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工业大麻生产国之一，种植面积已达全球一半
中国的工业大麻主要集中于上游，包括种植与CBD提纯，中国的CBD主要用于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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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医用 娱乐化 政策文件或提案 相关内容

以色列 1996 / /

1996年，以色列是第一个以医用大麻为重点制定国家计划的国家之
一。
2018年3月，以色列议会一致通过了非刑事化立法，大大减少了对
大麻的使用的处罚。

加拿大 2001 2018.01
《关于大麻以及修订管制药
品物品法、刑法和其他法的

议案》

大麻只能授予18岁以上人士：成人可在公共场合持有不超过30克大
麻；成人可在家中种植最多4株大麻，且高度不超过1米，除非获许
可，大麻及大麻产品禁止越境。

乌拉圭 2013.12 2017.07 /

2013年12月10日，乌拉圭通过法案，民众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购买大
麻，分别为在家种植（最多6株大麻，集体农场能种植多更株），成
为国家管制的大麻俱乐部会员，或是在药房购买。
乌拉圭的大麻不卖给外国人，每名购买的民众需要进行指纹登记，
每次购买量为5克。

澳大利亚 2016.02 / 《2016麻醉药品修正案》

该修正案允许企业基于药用目的来申请执照，以种植大麻或生产大
麻产品，亦或进行相关科学研究，许可证申请人必须通过安全测试
并满足严格的要求，才会被发给经营执照。私人禁止种植商业用途
的大麻。
根据修正法案，按照申请者必须通过一项安全测试，且需满足严格
的条件，而各州与领地政府有权决定谁可使用药用大麻。

德国 2017.01 / 《大麻药用法》
允许在已有的个别重病患者案例中使用大麻作为医疗手段。该法规
于2017年3月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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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医用 娱乐化 政策文件或提案 相关内容

韩国 2018.11 / 修改《麻醉品管制法》

经食品药品安全部部长批准，允许医疗目的的大麻进出口、制
造、运输、买卖或者食用。不过患者需要向韩国孤儿药物中心
提交申请。韩国孤儿药物中心将根据具体情况以及医生处方给
予批准。

泰国 2018.12 / 《麻醉品法》的修正案

修的条款主要是2个方面，一方面，将第2、5类毒品批准生产、
进出口及销售的管制清楚分开；另一方面，修订特定章节，通
过增加专业人员优化毒品管制委员会的组成。有99.13%的人赞
成将第5类毒品包括大麻和卡痛用于医学研究，以在药师的监
督下治疗疾病。

美国 目前覆盖了33个州 目前覆盖了10个州 《农业法案》

2018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8年《农业法案》上
签字全美范围内工业大麻合法化，大麻二酚CBD在美全面合法
化。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已实现33个州医用大麻合法化，10个
州娱乐大麻合法化。

英国 2018.11 / /

从2018.11.1起，药用大麻已经成为英国医生在“特殊临床需
求”的情况下开厨房的合法药物；那些因化疗而患有癫痫，恶
心和慢性疼痛的人都可以选择让药物服用处方药。新政策将涵
盖含有“大麻、大麻树脂、大麻酚或大麻酚衍生物”的药物。
不过它只能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非北爱尔兰）的患者
身上获得，只能由专科医院医生而不是全科医生处方。
新的医用大麻政策颁布后，大麻在英国仍然是一种B类药物，
不会改变。这意味着拥有大麻仍然会被无上限罚款和长达5年
的监禁-经销商将增加到14年，娱乐用途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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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

云南是我国最早放开工业

大麻种植的省，2010年1月1

日起正式施行《云南省工业大

麻种植加工许可规定》。

据云南省公安厅禁毒局提

供的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

云南共核定种植工业大麻22万

多亩，遍及13个州（市）的38

个县（市、区）。

黑龙江省

2017年，黑龙江省修改

《禁毒条例》，允许种植工业大

麻，对工业大麻的种植、加工、

销售进行专项管理。2018年，

黑龙江省出台《汉麻产业三年专

项行动计划（2018-2020）》

（工业大麻在我国云南等地称为

汉麻），计划到2020年，打造

成国内甚至全球最大的汉麻产业

基地。

吉林省

2017年9月，省公安厅已将
《吉林省禁毒条例》作为2018年
度地方立法项目予以申报。

2018年3月，省政府将《吉
林省禁毒条例》列入今年地方性
法规立法项目，将“工业大麻管
理”作为单独章节，对工业大麻
的定义、性质以及育种、种植、
加工、销售等环节作了规定，明
确在有序放开的前提下加强行业
监管。拟在省公安厅党委会审议
通过后，呈报省政府履行立法程
序。因此，吉林省有望成为我国
第三个允许工业大麻种植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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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大麻在中国

低THC、高CBD的工业大麻品种需要长时间的研育，不亚于毒里寻金

1991年，欧洲就培育出了低THC含量的工业大麻。而直到1998年，云南省农科院研究团队才筛
选出低毒含量的工业大麻本地品种“云麻1号”，并于2001年通过了认证。中国第一颗合法的工
业大麻种子比咱们的岁数都小。

从种植到生产，全部需要申请许可证，并接受严格监管

直到2010年1月1日，云南省施行《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加工许可规定》，工业大麻的种植才向
非科研机构打开了一条门缝。而且，2018年9月25日，昆明市公安局对上述规定的解读也明确指
出在工业大麻种植加工项目筹备期的每一步都要受到公安机关的严格监管。

在中国CBD的提取，需要找省级政府与公安厅发放许可证外；提取工厂整个生产、销售环节都需
要建立可追溯严格的台账制度；生产车间安装了数百个与云南省禁毒局联网摄像头；员工管理方
面，严禁用手接触原料和提取物，并且每个员工每周要做一次尿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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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行业发展
的风险

许可证获批不及预期

政策变化的风险

CBD萃取技术发展、
市场推广不及预期

大麻产品应用或开发
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相关公司未来业绩
低于预期的风险

其他国家工业大麻
合法化政策的风险



招商思考三

目录

行业概况一

影响因素及风险二



招商思考

近期

1、由于汉麻集团对行业介入得早，有了一定的经验和技术积累，是目前该行业

的唯一独角兽企业，近期想快速进入工业大麻行业的企业捷径就是与其进行合作（种

值除外），可关注汉麻集团对外合作的动向找到机会。目前已合作的企业：同仁堂、

欣龙控股、华升股份、美瑞健康、今麦郎、银河生物、东风股份、诚志股份等。

2、目前对工业大麻的开发主要以医疗方向为主，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会申请相关

的专利，并找合适的区域进行产业化。可关注工业大麻医疗专利批复方面的消息。

远期

目前国内只开放了工业大麻种值和提取加工方面的许可，全球最热门的医用方向

应用国内尚未放开，国家的监管是目前影响这个行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工业大麻的应

用范围广，可关注国家对这个行业各应用方向的监管放开消息和节奏，从中找到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