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辽市
中（蒙）医药产业
发展基本情况

2020年，通辽市中（蒙）药全产业链产值为37.47亿
元，其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50.8万亩（目前居全区第二），
实现产值 3亿元，中（蒙）药生产企业实现产值 20.4 亿
元。中（蒙）医疗机构实现收入13亿元，其中中（蒙）医药
6亿元。

药材种植业已初具规模。近年来，通辽市依据不同
药材资源禀赋和市场效益分析，论证优选适合当地种植
的药材品种，以奈曼旗、科左中旗、扎鲁特旗、科左后旗等
药材主产区为重点，布局全市百万亩药材基地建设，
2020年已完成种植50.8万亩。为全面提升药材品质，打
造优质药材品牌，通辽市积极推进国家级标准化种植基
地建设，落实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国家蒙中药材种植标准
化示范区”项目5000亩。依托地域资源，重点打造药材
集散地，投资5亿元，在奈曼旗规划建设占地313.7亩，集
仓储物流、冷链运输、初加工、品牌展示、数字化交易、质
量检验等功能为一体的内蒙古蒙药材城。目前，一期工
程交易中心及会展中心已完工。

中（蒙）药生产企业发展态势良好。全市共有蒙成药
生产企业3家，中成药生产企业2家，其中内蒙古蒙药股
份有限公司是全国最大的蒙药生产企业，库伦蒙药有限
公司是最早的蒙药生产企业，内蒙古科尔沁药业有限公
司是最大的蒙药贴生产企业，这3家蒙药企业共持有169
个蒙药文号，181个中药文号，9个剂型，进入国家医保目
录48个品种。目前生产的品种144种，其中珍宝丸、保
利尔胶囊、扎冲十三味丸、红花清肝十三味丸、扫日劳清
肺止咳胶囊、桔梗八味颗粒、明目二十五味丸等市场认可
度高，品牌效应好。年产蒙成药1000多吨，产量占有全
国蒙药市场50%以上。在产蒙药贴品种3个。中药生产
企业康臣药业（内蒙古）有限责任公司主导产品尿毒清颗
粒（无糖型）是治疗早中期慢性肾功能衰竭的唯一国家级
中药品种, 2020年单品种产值实现16亿元。内蒙古海
天制药有限公司2020年已经投产，在中成药生产的同时
全方位规划公司发展方向，从中（蒙）药材种植、加工、医
康养全产业链着手建设，种植以沙棘为主的药材2万亩，
开始建设饮片加工厂项目。

具有完备的中（蒙）医医疗服务体系。通辽市是“全国
中医药工作先进市”，所有综合医院、90%以上的苏木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中心都设有中（蒙）医科，80%以上的嘎查
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能开展中（蒙）医药服务。全
市以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市蒙医医院、市蒙医整骨
医院为龙头、旗县蒙医医院为骨干、苏木镇卫生院为基础、
嘎查村卫生室为补充的蒙医四级服务网络初步建立。

大健康产业起步。全市逐步发展与中（蒙）医药产业
相关联的大健康产业、生命健康产业等，目前医康养一体
发展趋势正在形成，部分旗县市区中（蒙）医医疗机构逐
步探索集养老托老、养生与医疗康复为一体的医康养结
合模式，科尔沁区蒙医医院、开鲁县惠民医院、奈曼旗普
仁中蒙医医院等已初具规模。

科研人才支撑中（蒙）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
区蒙医药的研发机构、检验机构、医疗机构主要集中在通
辽市，拥有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国内首个蒙药学
博士点、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蒙医医院、内蒙古蒙医药工
程技术研究院等10家科研机构。近年来，通过学历教育、
师承教育、继续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等多种培养模式，形成
了完备的蒙医药教育教学体系和良好的师承教育制度。
内蒙古民族大学设有蒙医药学院，通辽职业学院设有药品
食品系，两所院校每年为社会培养蒙医药类毕业生400余
人。随着名老蒙医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持续展开，有
60名蒙医骨干选拔为学术经验继承人。全市现有蒙医药
专业技术人才1357人，其中博士23人、硕士110余人。
全市蒙医执业医师1208人，中医执业医师1162人。现拥
有国家民委—教育部蒙医药研发工程重点实验室和国家
药监局“中药（蒙药）质量控制重点实验室”两家国家部委
重点实验室。近年来先后完成国家科技支撑项目、973前
期专项、新药创制专项等各级科研项目近200项，鉴定科
技成果17项。蒙药股份公司已完成9个中（蒙）药产品的
标准提升研究工作，库伦蒙药“消食十味胶囊”列入国家药
品标准提高项目。两家企业已成功申报自治区中（蒙）药
配方颗粒研发生产和临床使用试点。

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从2015年起，通辽市连
续6年举办蒙医药产业博览会，有蒙古国、俄罗斯、美国、
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家的300余名医药专家、企业代表
参加会议，签署多项加盟协议、战略合作协议和项目合作
协议。成立了内蒙古蒙医蒙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成员单位27个，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内蒙古民族大学
2013年被教育部批准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蒙古国硕士、博
士生留学生培养单位，已培养蒙古国本、硕、博士生达
200人。2016年在蒙古国国立医科大学建立了“内蒙古
民族大学附属医院乌兰巴托分院”。

依托中（蒙）医药优势特色产业，通辽市委提出建设
百亿级中（蒙）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全力推进中（蒙）
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成为通辽市经
济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的增长动能。全力推进六大重点
工程，即：优质特色中（蒙）药材标准化种植生产提升工
程、中（蒙）药加工流通提质工程、蒙医蒙药提效创效工
程、蒙医药特色文旅康养服务升级工程、中（蒙）医药产业
科技创新工程以及中（蒙）医药产业发展综合支撑工程。
到2025年，规划完成百万亩药材资源基地建设；药材种
植产值达到15亿元，成药生产产值达到75亿元，药材流
通产值超过20亿元，中（蒙）医医疗产值10亿元，文旅康
养等延伸产业产值超过30亿元；培育10亿元以上规模
企业3家，集聚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创新
实体和经营实体，形成超过150亿产值规模的中（蒙）医
药产业集群。推动通辽市成为辐射东北亚地区最具规模
和最有影响力的蒙医药研发中心、产业中心和药材交易
物流中心，让中（蒙）医药产业真正成为通辽市有带动力
与影响力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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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蒙）医
药是人民群众
同疾病作斗争
的经验总结，并
逐渐形成独特
的理论体系，积
累了宝贵的临
床经验。一场
新冠肺炎疫情，
让中（蒙）医药
展示其独特作
用。通辽市疫
情防控指挥部
印发了《关于在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
情防治中推广
使用蒙药清瘟
十二味丸的工
作 方 案》，中
（蒙）医药在治
疗领域发挥出
独特优势，为抗
击疫情作出重
要贡献。

今年，通辽
市委作出了打
造 百 亿 级 中
（蒙）医药产业
集群的安排部
署 ，以 提 高 中
（蒙）医药产业
质量效益、竞争
力和影响力为
主线，按照“全
链设计、全域统
筹”的 发 展 思
路，构建种植养
殖、加工、流通、
销售、临床的全
产业链，打造特
色鲜明、效益明
显、竞争力强的
中（蒙）医药产
业集群，引领推
动产业转型升
级和高质量发
展。

核心提示 内蒙古著名蒙医包那木吉拉为患者诊断病情。 张力军 摄

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现代化生产车间。 张力军 摄

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学生做蒙药试验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学生做蒙药试验。。 郭洪申郭洪申 摄摄

库伦蒙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库伦蒙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张启民张启民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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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疫情
中（蒙）医药显身手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各
地进入了全民战“疫”的紧张时期。
面对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中（蒙）医药
发挥出了独特优势，为抗击疫情作出
重要贡献。

2020年 1月 22日，根据自治区
卫健委指示，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
院组建了蒙医诊疗专家组，制定了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蒙医诊疗方
案》。通辽市卫健委及时召开蒙医药
治疗效果专家评估会，用蒙医理论对
现有治疗方案、诊疗效果进行全面评
估，成立了通辽市疫情防治中医蒙医
专家指导组，并将方案在自治区备
案，纳入全区蒙药方案。1月 25日，
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接诊1例新
冠肺炎确诊患者后，立刻按照自治区
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蒙医
药中医药预防诊疗技术指导方案》及
时使用蒙药。该名患者在西医治疗
方案基础上持续使用蒙药，症状明显
减轻。1月29日，自治区药监局开辟
绿色通道，洪格日—12（特方）、巴特
日—7（特方）等8种蒙药制剂注册制
字号备案。1月31日，通辽市派出内
蒙古民族大学附属医院2名蒙医专家
赴呼和浩特、包头参与指导蒙药治疗
新冠肺炎工作。

通辽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
部印发了《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防治中推广使用蒙药清

瘟十二味丸的工作方案》，市卫健委
开设专班，抽调内蒙古民族大学附属
医院蒙医药专家赴全市各旗县市区，
全面开展清瘟十二味丸投药工作，并
将清瘟十二味丸等8种蒙药制剂纳入
医保目录，批准在全市14家医疗机构
调剂使用。通辽市“蒙医药治疗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临床研究”项目获2020
年首批自治区应用技术与研究开发
资金立项支持，该项目重点开展清瘟
十二味丸防治新冠肺炎的临床应用
研究，在强化防控诊疗技术研发和成
果应用上发挥蒙医药的特色优势，为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
撑。而临床抗病毒、抗菌消炎等疫情
防治类药品需求量陡然增加，让中
（蒙）医药大展身手。

位于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国
内最大的蒙药生产企业。该公司生
产副总监包晶晶介绍：“公司正在加
紧生产清肺十八味丸、清热八味丸、
四味土木香散等疫情防治类药品，日
产量达到了2.6吨，药品将销往全国
各地。”

据了解，清肺十八味丸、清热八
味丸、四味土木香散、沙参止咳汤散
等11种蒙药成为自治区卫健委在《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蒙医药预防
和诊疗方案（第二版）》中推荐的药
品。目前，这11种药物生产线正在满
负荷运转。

传承创新
让中（蒙）医药文化焕发新活力

中（蒙）医药是人民群众同疾
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并逐渐形
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积累了宝
贵的临床经验。早在 12 世纪前，
蒙古族人民就发明和运用了许多
适合地区特点的医疗方法。13世
纪初，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原有的医疗经验上逐步形成了
具有初步基础理论与实践经验的
古代蒙医药，吸收了藏医、汉族传
统医学和古代印度医学的基础理
论和医疗经验，发展成为独具特
色的医学理论体系。

通辽市地属大陆性季风气候，
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7.1 摄氏
度，境内盛产优质名贵天然药材
500多种，其中90%以上可作为蒙
药材使用，是黄芪、麻黄、肉苁蓉、
沙棘、锁阳、瑞香狼毒等药材的原
产地，5000 多万亩沙地的气候土
壤条件非常适合蒙药材规模化种
植。通辽市最早的医学记载就是
蒙医，是 19 世纪杰出的蒙医药学
家、“蒙古族十大杰出科学家”之
一占布拉道尔吉的故乡。占布拉
道尔吉编纂的《蒙药正典》，被列
为蒙医药学的三大经典代表作。
内蒙古蒙医学院（通辽）院长、蒙
医内科学教授苏荣扎布被评为首
届国医大师；国医大师包金山是
蒙医整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继承人、蒙医整骨自治区级代表
性传承人。

为了让历史悠久的中（蒙）医
药文化焕发出新的光辉，从 2013
年开始，通辽市连续 3年出台《蒙
医药事业发展行动计划》，并先后
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扶持和促进
蒙医药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关
于加快蒙医药发展的实施意见》
和《通辽市蒙中医药事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性文
件，为中（蒙）医药产业发展提供
了政策支持。通辽市政府每年划

拨3000万元作为蒙医药事业发展
专项基金，实施打造名企、名药、
名院、名医的“四名”工程，进一步
推动了蒙医药产业化进程。

2016年，通辽市被授予“中国
蒙医药之都”称号。2018年 1月，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内
蒙古自治区振兴蒙医药行动计划
（2017—2025年）》，明确要发展壮
大蒙医药医疗、预防、养生、保健
等产业体系，加强特色优势和人
才队伍建设，大力提升蒙医药服
务能力和水平，不断传承创新，集
中力量，整合资源，推动蒙医药标
准化、产业化、国际化进程，为加
强蒙医药文化传承保护和交流合
作再添新动力。

走进位于通辽市的内蒙古科
尔沁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橡胶膏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高速
运转。据了解，该公司以生产蒙
药外用贴膏为主，集药材种植、药
品研发、加工生产为一体，销售网
络覆盖全国各地，是国内最大的
蒙药贴膏生产企业，所生产的氧
化锌橡皮膏、麝香壮骨膏远销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该公司质量技术部部长、主管
蒙药师伏莹介绍，目前科尔沁药
业出库的品种膏药已有 100 余
批。但在几年前，这个数字仅为
个位数。2017 年，伏莹带领团队
对透骨灵橡胶膏辅料进行研究，
经过多次精挑细选、反复对比测
试，最终选定用人工高分子材料
替代橡胶和松香。该项目完成
后，新处方有效推进了其他 12 个
品种的外贴膏剂改良升级，彻底
突破传统橡胶膏剂致敏瓶颈，从
而使更多患者受益。“2020年 2月
企业复工后，每日产量 25 万贴。
我们也与多个医院合作开展临床
试验，挖掘药品的更多适应症。”
伏莹说。

迎接挑战
擦亮“中国蒙医药之都”名片

一味常见药材，经过炮制、挑
拣、配药、检验、制剂等多道工序，
从田间的“树根须”变成蒙药房出
售的各类胶囊、药丸。经过多年的
种植、生产、科研、经营和政策支
持，通辽市中（蒙）医药产业规模逐
年扩大，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日
趋凸显。

近年来，通辽市结合退耕还林
政策、庭院经济、扶贫开发和科尔
沁沙地治理，以“草药结合、有序开
采”为原则，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实行集约化连片轮
种，培植半野生、有机中（蒙）药
材，开发区域化、多样化绿色中
（蒙）药材种植基地。2020年，全
市中（蒙）药材种植面积达到50.8
万亩。

通辽市中（蒙）药品种丰富，共
有 14家蒙药制剂室，注册品种共
1000余种。全市3家中（蒙）成药
企业年产值7亿元，蒙成药产品全
国市场占有率超过50%。全市共
有中（蒙）医药研究机构 10所，国
内唯一的蒙医药学博士点设在通
辽市。

通辽市中（蒙）医药科研成果
丰硕，近5年来完成各级科研项目
近200项，获国家专利12个，国际

影响力逐步扩大。据统计，通辽市
中（蒙）医药已形成15个行系、300
多个品种、1500吨的年加工能力，
一家又一家药品生产企业在通辽
不断积聚，把一味味成药送入寻常
百姓家，创造出了年逾百亿元的产
值，推动着通辽市中（蒙）医药产业
不断发展。

今年，通辽市委作出了打造百
亿级中（蒙）医药产业集群的安排
部署，以提高中（蒙）医药产业质量
效益、竞争力和影响力为主线，按
照“全链设计、全域统筹”的发展思
路，构建种植养殖、加工、流通、销
售、临床的全产业链，打造特色鲜
明、效益明显、竞争力强的中（蒙）
医药产业集群，引领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同时，以中
（蒙）医药产业为纽带，推动地区一
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城乡融合
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打造优质中
（蒙）药材标准化种植核心区、中
（蒙）医药特色文旅康养试验区、中
（蒙）医药文化传承区以及中（蒙）
药特色资源保护区。一体化布局，
多区域协同，形成百亿级中（蒙）医
药产业集群的整体发展格局和全
景图，让通辽市“中国蒙医药之都”
的名片更加亮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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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蒙药材城效果图内蒙古蒙药材城效果图。。

奈曼旗技术人员深入飞蓟种植奈曼旗技术人员深入飞蓟种植
基地调研取样基地调研取样。。 刘松涛刘松涛 摄摄

20212021 年中国年中国（（广州广州））健博会健博会
通辽展厅受关注通辽展厅受关注。。 张力军张力军 摄摄

蒙
医
正
骨
展
示

蒙
医
正
骨
展
示
。。

张
力
军

张
力
军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