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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中药材产业大计 共助中医药强省建设
——2020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十强县等系列颁奖活动举行

□闫良生 常辉 王先亮/文 王少帆/图

为促进河南省中药材产业高
质量发展，助力中医药强省建设，
10月 29日，由河南（郑州）国际现
代农业博览会组委会、河南日报
社、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中
药材协会联合主办的“2020河南省
中药材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
十强县、领军人物、十大基地颁奖
活动”在郑州举行。河南省农业农
村厅、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农
业大学等相关领导以及主办单位、
协办单位领导，知名专家学者出席
开幕式。

开幕式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副总经理韩嘉俊、河南省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刘保仓分别进行了致
辞。韩嘉俊首先谈道，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一直全力支持我省中医药
事业发展，河南是中医药学的重要
发祥地，有着深厚的中药材文化底
蕴和历史渊源。这些历史传承为
讲好河南中药材故事、深度挖掘河
南中药材内涵赋予了深刻的文化
基础。刘保仓指出，河南是全国道
地中药材生产大省，河南省委、省
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中药材产业发
展，省内中药材产业发展一路向
好，正迎来千载难逢的重大发展机
遇。双方对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对长期以来为我省中医药发
展作出辛勤努力的各界同仁表示
崇高的敬意，对获奖的单位和个人
表示祝贺。

随后，论坛为2020年“河南省
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强县”“河南省
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强县领军人物”

“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大领军
人物”“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
强县示范基地”“河南省中药材产
业发展十大规范化种植基地”“河
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
物”“河南省中小学中医药研学示
范基地”等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在论坛交流环节，中国农业
大学郭玉海教授、中山大学药学
院杨得坡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
物理研究所梁剑平教授、北京中
医药大学药学院副院长魏胜利教
授、河南农业大学高致明教授、河
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副院长董诚
明教授等著名专家围绕“中药农
业的现状和趋势”“河南道地药材
种植关键技术”“道地药材规范化
基地建设”等业内课题进行了探
讨。同时，为扩大河南省中药材
产业发展成果展示，在 2020河南
（郑州）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上，
特设了“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
展区”，针对 2020 河南省中药材
产业发展十强县、十大基地等进
行了特装展示，展示展览我省中
药材产业发展的典型经验、创新
产品、示范基地、优质种苗和育种
技术等，把我省中药材产业高质
量发展推向了新的高度。

论坛期间与会代表表示，本次
论坛和评选活动，鼓励了为我省中
药材事业发展作出良好贡献的单
位和个人，也为业内交流搭建了高
端平台，共谋中药材产业发展大
计，共助中医药强省建设，是我省
中药材行业的盛事。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经理韩
嘉俊在论坛开幕式上提到，习近平总
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强调中医
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 5000 多年
文明的结晶。4 月 10 日召开的全省
卫生健康大会指出，要把老祖宗留下
的中医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
好，加快中医药大省向中医药强省转
变。

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
药事业发展，是河南人的使命，也是党

媒人的职责。河南日报和旗下的移动
媒体、网络媒体、户外媒体，开设了“中
医中药”等专栏，报道了一系列先进人
物，刊发了一组组公益广告，为我省中
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本次活动搭建了我省中药材事业
发展的高端平台，是河南中药材行业
的盛事。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将以此为
新的起点，与大家携手并肩，精诚合
作，继续为我省中药材产业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作出更大贡献。

传承弘扬中医药文化 讲好河南中药材故事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刘保仓

在致辞中介绍，河南省委、省政府历来
高度重视中药材产业发展，今年相继出
台《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
施意见》和《关于加快推进农业高质量
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强省的意见》,对推
进全省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
专门安排和部署，为产业发展明确了方
向，注入了活力。

省农业农村厅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
部署，不断推进中药材产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实现了中药材产业质量和效益明显
提升。截至去年底，全省中药材发展规模
达到 500 万亩，产量 282 万吨，产值
249.28亿元，面积、产量、产值三项指标，
均位居全国前列。

省农业农村厅将进一步强化人才
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引领，
进一步加大品牌培育力度，进一步促进
产业贯通，推进全省千亿级中药材产业
规模的形成，加快我省由中药材大省向
中药材强省转变。

及时抓住大发展机遇 快步迈向中药材强省

嘉宾致辞

目前，中药资源成为我国国家战略
资源日趋形成共识，国内外对中药材、药
食两用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促使了我
国中药材种植规模和产量不断增加，但与
此同时，中药材产业也面临着非道地药材
增多、小规模生产及加工带来的中药材优
质性和安全性问题。

虽然经过多年推广，但严格实施规
范化生产的基地不到中药材生产面积

的 10%，优良品种的推广率不足 10%，
机械化刚刚起步，大部分环节还依赖手
工操作。依赖日渐稀缺的野生资源发
展中医药和健康产业将更加导致资源
破坏和生态环境破坏。转变资源利用
模式，大量发展种植养殖，利用一切可
能的技术，包括现代农业技术、生物技
术、规范化生产，已成为中药农业产业
持续发展的必然之路。

发展优质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是解决中药资源的根本出路
□中国农业大学 郭玉海教授

滥用抗生素催生“超级病菌”，世界
各国逐步禁止滥用抗生素。

禁抗后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畜牧业
要怎么办？中药在这个时候担当起了
重任。很多人认为中药只能调节免疫
力，并不能进入抗病毒的主战场，但我
和我的团队通过多年研究证实，贯叶连

翘提取物不但能预防动物疫病，还能安
全有效杀灭病毒。

专家预测，替代抗生素的中药材市
场容量巨大，未来绿色生产的动物饲料
至少需要 200 万吨~1100 万吨的中药
材产品，中药在现代养殖业中大有可
为。

中药进入抗生素替代“主战场”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梁剑平教授

河南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南药的北
界，北药的南界，气候上也属于过渡区，
由此带来的逆境效应和边缘效应形成
了河南多种多样道地药材，带来了特
有、特色的资源优势，也符合目前“南药
北渐、北药南渐”的趋势。河南在中药
材方面除了地理资源优势，还具有人文

优势，河南是中国中药文化的发源地，
多种药材历史上就被人长期应用至今。

我省道地药材的种植推广上，既要
讲求“天人合一、大道至简”的原则，也
要重视基于药材本身特点的“核心技
术”的推广，将道地药材的“质”和“量”
落到实处。

利用“逆境”优势 大力推进河南道地药材
□河南农业大学 高致明教授

专家观点

广陈皮是目前南药中产业化程度
最高的品种，2017 年新会广陈皮获批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获批经费 3亿元
人民币，预计 2030年广陈皮产值达到
500亿元人民币。

然而，这一切得来并不是靠天时地
利，《中国药典》2015年版汇总规定，以
橙皮苷作为陈皮的指标成分，要求含量

不得低于 3.5%，但广陈皮的橙皮苷含
量远低于其他产区，不符合《中国药典》
的质量标准。怎么办？从科研入手，他
们联合医疗科学团队，从挥发油、生物
碱类等多种化合物综合研究，求证陈皮
药效的来源，并对广陈皮与各地陈皮的
药效进行了对比研究，论证了广陈皮的
道地性能。

□中山大学药学院 杨得坡教授

学术先行、产研结合 带动中药材产业飞速跃升

所谓“道地”药材中的“道”，是古代
的行政区域划分，也就是说，用产地实现
药材的标准化是“道地药材1.0时代”。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开始求证道
地药材到底哪里好，这就是通过外观、
内在化合物等各项指标来定义药材好
坏的“道地药材2.0时代”。

随着人们对药材研究的进一步深
入，研究发现，对于药材的质量，还要看
做什么用，这就进入了“道地药材3.0时
代”，也就是精准药材时代，鉴于药材的
不同品类、不同部位、不同年限会导致
功效、特长不同，将其应用于不同需求，
实现临床药效与产业产能的最大化。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道地药材迈向精准时代
□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学院 魏胜利教授

加强“四大”创新 实现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三”目标

中药材种植的现状是农户是主体、
标准难规范、合作社缺位、基地管理欠机
制。因此，我们必须要加强现代道地中药
材种植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

在管理模式中，一要重视流程创
新，将关系到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尽量
植入公司和合作社投资管理环节，二要
重视科技创新，对种植过程中的种苗、

装备及管理技术进行创新改造，三要重
视组织创新，调动农民积极性，确保中
草药的质量，四要进行机制创新，目标
是建立封闭型中药材种植模式，构建内
部流程价格体制。

另外，通过创新种植基地合作模
式，最终实现“有序”“安全”“有效”的中
药材规范化生产的发展目标。

□河南中医药大学 董诚明教授

先进经验

南召县是我省稀有的纯天然、无污染中药材资源
密集区。药材栽培历史悠久，人工种植和野生天然有
机结合，面积达52万亩，产量7000多吨，产值3亿元。

南召县发展中药材产业的具体做法，一是大力培
育中药材龙头企业，目前，已有河南联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五朵源公司等10余家中药材龙头企业。二是把

中药材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结合起来，积极带动贫困
户参与到中药材产业发展中来，将中药材产业发展与
贫困人口的脱贫紧密联结，助力脱贫攻坚。三是实现
中药材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融合，全力打造中
药材产业园，建设中药材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并打造特
色康养小镇以及药用植物园、中药材休闲观光度假区。

强化龙头引领
坚持产业创新和产业融合
□十强县领军人物代表、南召县县长 方明洋

界沟镇是河南省中药材之乡，近年来，界沟镇
把发展中药材作为打赢脱贫攻战推进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着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促进中药材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目前，已种植中药草3.5万余亩，
发展优质道地中药材种植基地17个，建成了10公

里包河中药材生态旅游观光长廊和万亩花海基地。
今后，界沟镇将以此次中药材产业创新发展

高峰论坛为契机，让一产多起来、二产强起来、三
产活起来，加快推进中药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促
进实现乡村振兴。

近年来，公司首先在大别山区域开展苍术、桔梗、牛至、
南沙参等道地中草药原种的保护、驯化和种苗培育，形成了

“林药套种”仿野生种植模式，成功的帮助贫困农户调整了产
业结构，种好一亩药，当年能脱贫。其次，自筹资金建成“大
别山苍术中心”，同时建成大别山道地中药材苍术、牛至、南
沙参原种生产示范基地 1672亩，解决了贫困农户发展中药
材生产所需种子种苗问题。第三，培训和示范带动。为了让
更多的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发展中药材特色产业，创办了扶
贫产业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中心，解决生产现实问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发现的青蒿素，是世界卫生组织
认定的抗疟特效药，公司深耕“青蒿”领域近20年，一是始终
注重新技术的运用，青蒿素干叶含量、青蒿素衍生物的合成
率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二是始终注重新产品的研发，不断
拓展青蒿在其他领域的新应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青蒿素衍
生物生产线。

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是在医药领域开发青蒿中药
创新药，二是提升产品附加值，基于青蒿开发各类用品，努
力将“青蒿”这个中国特色的中药材，在国内外广阔的市场
中得到应用。

卢氏县域内有各类中药材1225种，被誉为“天
然药库”，是河南省十大优质药材生产基地县之一。
2016年以来，卢氏县先后出台多个配套政策，累计投
入 5000余万元，大力发展以连翘为主的中药材产
业。截至目前，卢氏连翘资源总面积达200万亩，年

产量3000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四分之一。
下一步，卢氏县将围绕打造“全国连翘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全国连翘第一县”和“豫西中药材集
散地”的产业发展目标，持续推动“生态立县、‘三
生融合’”向纵深发展，持续增加群众产业收入。

推动纵深发展
持续构造生态立县战略布局
□十强县代表、卢氏县副县长 李兴东

2020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强县

2020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强县领军人物

2020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大领军人物

2020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强县示范基地

2020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十大规范化种植基地

2020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物

2020河南省中小学中医药研学师范基地

2020河南省中药材产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十强县、领军人物、十大基地颁奖活动现场

推进三产融合
促进脱贫致富和乡村振兴
□十强县示范基地代表、虞城县界沟镇党委书记 许诺

调整产业结构
打造大别山道地药材种植模式
□十大规范化种植基地代表
光山县淮河源林药合作社理事长 熊念兵

坚持科技引领
让中国特色“青蒿”叫响世界
□科技创新人物代表
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