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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怀药：匠心传承 德善致远

发展，如火如荼

地处郑焦新洛晋五城辐射地，京广铁
路、郑焦城际铁路穿境而过，黄河大桥、郑
晋、济东、郑云高速汇通四方。

作为郑州大都市区新兴增长中心，历
史的机遇赋予这片土地炙手的热度。建
设郑焦深度融合首位节点城市，成为武陟
奋斗的新坐标。

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武陟正贯彻新
发展理念，以“中原智造、北岸水乡”为城
市定位，“一体两翼、双跨融合”为发展格
局，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主导产业厚积薄
发，新兴智能产业突飞猛进。“三新一高”
（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高新技术企业）
成为新增长极，“三港一中心”建设风生水
起，阿里云创新中心和无人机、机器人研
发制造等重大项目迸发新动能，打造“中
原智造”新高地。

绿色化、产业化生产方式，生态农业
建设，武陟正实现集约、高效的农业发展
愿景。

全国首家“河南省农村淘宝服务培训
基地”拔节生长，现代服务业孕育无穷发
展活力。

作为华夏幸福全国三个标杆项目之
一的产业新城，龙泽湖、凤仪湖、规划展览
馆已建成投用，智能制造、现代食品、现代
物流、科技服务产业集群发展。

城市，如画如岚

与滔滔黄河水相依相伴千年的武陟，
积淀了深厚的文化韵味，留下丰富的历史
遗存，不断呈现惊喜。

“竹林七贤”向秀、山涛，明代礼部尚
书何塘，三代帝王之师李堂杰，清代名人
毛昶熙等一代代名家巨擘从这里走出；嘉
应观、妙乐寺塔、青龙宫在这里记录百年
芳华，董永传说、“四大怀药”等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这里扎根，中国黄河文化
之乡国字号名片在这里落地。

穿越历史的烟云，这片底蕴醇厚的土
地，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变革，“北岸水
乡”的新图景跃然如见。

依托百城提质建设，以绿荫城、以水
润城、以文化城、以业兴城，城市生活充满
生机。

总投资 227.6亿元，实施城市提质项
目 162个，完善城市各项功能，补齐公共
服务短板。

营造生态廊道、黄河文化生态带，建

设森林武陟，落实三级河长制，强化“四水
同治”，生态文明体制建设日益完善，让生
态更美好。

南起产业集聚区南端，北到二干排迎
宾大道，建设全长 9.2公里的白马泉生态
水系，按照“一河引领、两湖呼应、多园共
济”的总布局，形成多层次水岸景观。打
造9公里的共产主义渠湿地公园，碧水绿
地交相辉映，公园湿地星罗棋布。

全国土地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全国
绿化模范县和国家园林县城，成为武陟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最生动的注解。

幸福，如诗如梦

追溯历史，治水史诗，凝聚最伟大智
慧，赓续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

注视当下，治黄精神，焕发出时代生
机，激荡改革发展的磅礴力量。

今日的武陟，创新不乏魄力，希望生
生不息。

“两定制兜底线”筑牢了扶贫屏障，
“争当脱贫光荣户、文明勤奋奔小康”星级
评定扶志又扶智，医养中心让贫困残疾人
颐养天年，零就业家庭实现动态销零，慈
善幸福院覆盖城乡，慈善扶贫助力武陟蝉
联四届中华慈善奖……就业、就学、就医、

养老的民生幸福网越织越密。
文明主题公园随处可见，文化活动惠

民育德，志愿服务蔚然成风，慈善帮扶遍
地开花，中国好人、河南好人等先进典型
层出不穷，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
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五大文明为引领，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武陟模式”已然开篇。

聚力郑焦深度融合，建设首位节点城
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让城市和乡村壮
丽生长，让张张笑脸因梦想而绽放。

一座功能齐备、宜居宜业的精致城市
悄然崛起。

未来，如歌如虹
武陟，从大河文明的始点走来，千年

的历史哺育了武陟的过去。建设郑焦深
度融合首位节点城市的风潮，催生着武陟
的未来。

这是最好的机遇。汇聚生态优势，激
发智造动能，厚植改革动力，“中原智造、
北岸水乡”壮丽起航。

这是最好的时代。城乡建设、产业发
展、民生改善、改革创新四个“十大工程”，
同向发力，活力武陟破浪前行。

一个古老的武陟，历史铺陈，山水浸
润，接续奋斗。

一个开放的武陟，风潮涌动，新旧嬗
变，引领未来。 王璐/文 冯小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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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行逶迤，黄河奔腾。

这里，是黄河中下游分界点，百川汇流，一泻千里。

这里，是历代治黄要地，大河文明，绵延悠长。

这里，人文荟萃，董永传说传承中华文明要义。

这里，物阜民丰，“四大怀药”享誉全国。

山的傲岸，河的雄壮。水的滋养，城的繁华。昔日

千年古县，今日开放新城。

这，就是武陟。北依太行，南临黄河，方圆805平方

公里，是74万人共同的家园。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郑伟伟
本报通讯员 何京辉

当扶贫解难的慈善遇到惠济百
姓健康的中药文化，用爱心、初心书
写的责任和担当能带来多大的能
量？

“秉承‘用良心做产品，用人品做
事业’的理念，公司坚持弘扬和传承中
医药‘药食同源’文化，致力于发展中
药全产业链，努力让更专业的中药保
健食品和怀药精加工产品走入千家万
户。”省政协委员、焦作市绿洲怀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付国福说。

与此同时，绿洲怀药踏上了德善
致远的发展之路，不仅带领农民生产
高附加值农产品，让乡亲们的腰包鼓
了起来，而且在慈善扶贫的道路上一
路前行，坚定如初。

传承创新，弘扬怀药文化

山药除了磨成粉，还能做成面膜、
化妆品、眼贴、沐浴露、痤疮膏……这
一“神奇”转换源自一家根植武陟的
企业。

5月 28日，走进焦作市绿洲怀药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怀药文化博物馆
古朴厚重，精致大方。怀药 3000多
年的历史脉络清晰呈现，公司产品琳
琅满目近百种，承载中医世家的厚重
底蕴扑面而来……

荣誉墙彰显着公司的实力：河南
省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工程重点企
业、河南省质量兴企科技创新示范企
业、河南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焦作市
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该公司副总经理张帆介绍，公司
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以生态农业、
生物工程为主导产业，集科研、工贸
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以四大怀药
（怀山药、怀地黄、怀菊花、怀牛膝）为
主要原料，研发了 20多个怀参系列
产品，包含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
卫生消毒用品四大类，涵盖片剂、丸
剂、胶囊剂、粉剂、颗粒剂、膏体、凝胶
等不同剂型，拥有“豫武怀参”“怀膳

道”“肤立清”“西域乡田”“育颜”等多
种品牌。

公司的一些单品已经成为“明
星”产品：“怀参双岐因子粉”“肤立清
霜”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产品；“怀参双
岐因子粉”曾荣获香港国际专利产品
博览会金奖、郑州实用新技术博览会
金奖；“肤立清霜”获得河南省高新技
术产品；“怀山药鹰嘴豆复合粉”荣获
第十一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参
展产品金奖。

新建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已投入使
用，先进的机械设备，崭新的生产车
间，透露出蓄势待发的雄心和信心，据
介绍，公司正式投产后，预计年产
3000万盒化妆品、3000万盒中药保
健食品、5000万盒怀药精加工产品。

“这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怀药智
能化生产车间，全部是顶级设备。”付
国福告诉记者，不仅生产效率大大提
升，更重要的是，产品各项配比都通
过机器实现标准化添加，提升产品使
用效果。

出身中医世家的付国福已是第
13代传人，祖祖辈辈悬壶济世，医德
仁心，不甘于平凡的付国福在商海几
经浮沉，最终还是在四大怀药上找到
了事业的发展方向，他“掌舵”的绿洲
怀药已成为焦作怀山药吞吐量名列
前茅的企业。

科技引领，推动卓越发展

创新是企业的灵魂，是持续发展
的不竭动力。

多年来，从产品研发到实验室建
设，再到所有在线监测检验设备升级，
绿洲怀药投入了巨额资金，持续强化
科研基础建设，目前科研场所已达
2000多平方米，拥有一批先进的气相
色谱仪、液相色谱仪、自动电位滴定
仪、智能微波消解仪等设备仪器，让
怀药搭上生物科技的时代快车。

2013 年，公司怀药研发中心晋
升为焦作市级怀药生物工程研究中
心，同年通过河南省药监局 GMP车
间认证，成为武陟唯一一家具有
GMP十万级净化的保健品、化妆品、
卫生消毒用品生产车间条件的企业。

为确保公司产品原料的纯正，绿
洲怀药组建了武陟县天成怀药发展
合作社，严格按照国家中药材生产质
量管理规范，对 3000余亩四大怀药
GAP 种植示范基地进行建设与管
理，把怀药生产的第一车间前移到田
间地头，严把药材质量关，保证了基
地所产药材安全、有效、稳定、可控。

2003 年，基地被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指
定为“四大怀药农业标准化示范基

地”，2009年，被国家绿色认证中心
评为绿色食品种植基地。

为进一步夯实公司后续发展基
础，2013 年成立了新疆和田西域乡
田生态农庄，开发 3000余亩沙漠种
植大枣、核桃和中药材。

5个GMP净化生产车间，2个生
物工程研究中心，2个中药材GAP种
植基地，8项国家发明专利，绿洲怀
药在科技创新追求精益求精的道路
上步履坚定。“根据‘药食同源’理论，
把药变成食品、变成餐桌上的家常便
饭、变成日用品，这是中医药文化的
最高境界，也是生物科技企业未来的
方向，绿洲怀药在此道路上矢志不
渝。”付国福神情坚定地说。

热衷慈善，反哺家乡父老

从小目睹祖辈父辈“五分钱看
病”的恩施广众情怀，付国福结合生
物科技将中医原理融入怀药生产，不
仅发现了怀药产业化的广阔蓝海，而
且也能将祖上无私大爱的传统情怀
播撒得更加广泛。

通过产业扶贫、项目带动，绿洲
怀药用“合作社+农户”的订单种植
模式将贫困户变为山药种植户，为他
们提供种苗和技术，并以每公斤高于
市场价0.5元的价格回购。公司每年

山药种植近 6000亩，吸纳周边百余
贫困户加入。

目前公司为周边村镇农户直接
提供近150个就业岗位，10余名贫困
户就业，间接带动 1000余户贫困户
创业增收。同时，推动地域优质中药
资源产业化发展步伐，带动5万余农
户“四大怀药”种植热情和创业增收。

不仅如此，绿洲怀药积极响应武
陟县的号召，在县慈善协会的慈善晚
会现场捐款100万元，在焦作市政协
举办的百企帮百村活动上捐赠20万
元；2016年在九武合作九三学社焦作
市科技支社精准扶贫捐赠活动中，捐
赠圪垱店乡冯村村委会11万元，用于
修建乡村道路并命名为“九三同心
路”；捐赠秦伊村村委会三批次合计21
万元，用于农村污水治理改造和精准
扶贫；资助秦伊村修建村西路东沿花
带3万元，资助秦伊村老年活动中心
5000元，资助贫困学子 15万元……
修建道路、建设老年活动中心、爱心敬
老院，改造农村污水管道，爱心捐款，
绿洲怀药的公益事业从未间断，县“慈
善捐赠突出贡献奖”“慈善助学爱心大
使”“慈善爱心楷模”、百企帮百村精准
扶贫“爱心企业”等荣誉数不胜数。

作为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农业农
村委员会副主任，付国福对农村有着
特殊的感情。他认为，带领村民共同
致富和治病救人一样重要，很多跟他
长期合作的村民都建起了3层小楼，
以前的“穷窝窝”变成了“美乡村”。

保安付会生一家都在工厂里打
工，他说：“我一个月将近 2000元的
工资，媳妇儿在车间工作，一个月近
4000元，逢年过节还有福利，在这里
上班很知足。”

“精准扶贫需要政府、企业以及
社会共同发力，对企业来说，如果能
带动一部分人、成就一部分人，那么
实际上也是成就了自己。”付国福说，
未来，绿洲怀药还要发展工业游，将
产业园区的美术馆、特色超市、中药
学习、车间观摩等点都串联起来，用
健康和慈善让中医文化传递得更加
深入人心。

绿洲怀药董事长付国福参加九武合作
九三学社焦作市科技支社精准扶贫捐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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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绿洲怀药大门入口绿洲怀药大门入口

绿洲怀药董事长付国福（前排右一）参
加武陟慈善年度总结并受到表彰

怀药文化馆绿洲怀药产品琳琅满目

绿洲怀药荣誉墙

▼在位于武陟县
产业集聚区的河南恒
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机器人
正在焊接设备

▲小朋友们在
武陟县三阳乡东大
原村桃花林下比赛
跑步

武陟县龙泉湖公园武陟县龙泉湖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