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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漫步兴安大地，沃野千里
药香四溢。

在兴安盟扎赉特旗新林镇营林村，
村民王成全家老小一齐上手栽植苍术，
忙得热火朝天。有拎着水管浇地的，有
挥着锄头备垄的，有弯着腰栽种的，他们
一起期待着这片苍术可以染绿整个小
院。

这几年，营林村掀起了庭院种植中
草药的热潮，村民利用自家房前屋后的
闲置土地种植苍术、赤芍、桔梗等中草
药，把庭院里的“方寸地”变成了“增收
园”，王成就是种植户之一。

“虽然我是头一年种药材，但是我们
嘎查周边盛产中草药材，过去，我们每年
都上山采药，山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材。”
王成说，这两年政府也鼓励村民庭院种
植中草药，还给每户发放种植补贴，最多
达到了 6000 元，现在大家种植药材的积
极性特别高。

“种植药材真有效益啊！没有补贴
大家也都种！粗算一下，四年后这5亩半
的苍术，能给他们家带来 33 万元的收
入。”新林镇营林村书记王福占说，目前
营林村中草药种植面积达到293亩，全村
93户，户户院里都种上了中药材。

近日发布的《兴安盟推进医药健康
产业链发展 2022 年专项行动方案》中明
确提出，今年兴安盟将建设涵盖主要道
地药材品种的种质资源保护、良种苗木
繁育和标准化种植、加工、流通基地，推
进绿色兴安药库建设，努力培育“绿色兴
安，生态好药”的公共区域品牌。

田野里，各种中草药散发着沁人心
脾的芳香；产业园区里，药材企业开足马
力加速生产；中药物流公司内，玄参、天
南星、女贞子、金樱子、白术等中草药源
源不断发往各地……围绕建链、补链、延
链、强链，兴安盟正在聚力打造大兴安岭
南麓特色优质中药材产业集群，将医药
健康产业打造成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和绿
色发展的重要引擎。

除草、补苗、查看药材长势、为乡
邻发展药材支招……天气渐暖，科右
中旗巴仁哲里木镇宝日根嘎查村民
郝金财很忙，一刻也不得闲。从当初
的2亩地扩种至如今的70亩，63岁
的郝金财，用5年的种植经验把自己
从一个普通农牧户转型为药材种植

“土专家”。
巴仁哲里木镇宝日根嘎查位于

科右中旗西北部，这里光照充足、土
地肥沃、水质无污染，是野生药材生
长的宝地。而且宝日根嘎查山里的
芍药、防风等野生药材品质佳，在周
边颇有名气，看到药材种植效益好，
郝金财和家里人一合计，大张旗鼓地
种起了药材。

作为嘎查第一个尝试药材种植
的人，起初，郝金财不敢放手去种，他
只在自家庭院里种了2亩牛膝，初战
告捷，投入不到100元的牛膝当年卖
了7000元。种药材的收入远远超出
种植传统粮食作物，这让他喜出望
外，也更加坚定了他种植中药材的信
心和决心。

为种出高品质的药材，郝金财
努力学习种植技术，看书学、上网
查、找人问，费了不少心思。郝金财
旗开得胜后继续乘胜追击，2019
年，又尝试种了2亩防风，当年大获
丰收，收入 13000 元。真正让郝金
财看到了“一亩园十亩田”的发展前
景。

随着种植技术日益成熟，郝金财
不再束手束脚，哪有抛荒地，他就去
争取流转来种芍药、防风、苍术等药
材。目前，他已完成 40亩苍术、10
多亩赤芍和20亩桔梗的栽种。

“以前都是上山挖药材，现在改
为庭院种植，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
而且效益还很高。今年预计增收
100余万元，明年计划再承包 50亩
地种植药材，带动身边更多人致富奔
小康。”郝金财信心满满地说。

在扎赉特旗新林镇新立村鑫盛
源中草药种植合作社种植基地，一株
株碧玉苍翠的药材幼苗犹如价值连
城的“绿宝石”，错落有致地遍布在土
地之上，一派生机勃勃的场景。

“我们合作社成立3年了，种植
了5800亩赤芍和苍术，这效益可比
种玉米大豆强得多，光是卖苗一亩就
能卖上8000元。”合作社副理事长陈
立成说，这里的药材成分好、品相好、
价格高。

“这两天刚刚起完苗，马上还要
进行补籽，明年我们还要继续扩大种
植面积。”陈立成说，这两年周边种植
药材的农户也越来越多，来合作社订
购药苗的农户一年比一年多。

秀水青山生奇草，得天独厚的气
候和自然条件为兴安盟发展中药材
生长提供了先天的土壤优势。兴安
盟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境内多为浅山
丘陵地带，处于道地药材三大种植区
域当中的东部区优势产区，这里蕴藏
着730种野生药用植物资源。

“我们将紧紧抓住国家大力发展
中医药事业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兴
安盟生态环境、地理区位、气候条件、
药材资源、产业基础等方面优势，坚
持政府政策引导、龙头企业带动、合
作社示范引领、产业利民惠民，重点
抓种源、抓基地、抓规模、抓质量、抓
标准，推动中药材产业科学化、规范
化、品牌化发展。”兴安盟医药健康产
业链链长，兴安盟委委员、秘书长许
宝全表示，在培育好本地龙头企业的
同时，通过内引外联，引进带动力、引
领力强的中药材加工企业，做大医药
健康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把兴安盟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
势，品牌优势。

目前在兴安盟内从事中药材种
植的中药企业或公司共计13家，开
展中药材种植的合作社有35家，全
盟200亩以上种植基地共59个，3个
5000亩左右规模化生产基地，形成
了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社基地型的
种植模式，全盟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
基地共计11个，年育苗能力近6亿
株，具足了发展中药材全产业链的条
件。

家家户户种药材，镇镇乡乡闻
药香。随着中药材种植合作社和种
植基地一个个破土而出，兴安盟发
展中药材产业也在这片土地上渐渐
形成规模。2021年，全盟 6个旗县
市和兴安农垦集团在 54个苏木乡
镇（场）259 个 嘎 查 村 ，栽 植 了
192153.8 亩 40 余种的中药材。中
药材正在成为兴安盟富民增收特色
产业之一。

扩大种植基地建设规模，夯实中
药材全产业链发展的基础。今年，兴
安盟计划建设一批种子种源繁育基
地和种植示范基地，全盟6个旗县市
和兴安农垦集团将至少新建 1 个
200亩以上规模的良种苗木繁育基
地，并规范苍术、赤芍、防风、黄芩、白
鲜皮等品种生态种植基地建设，在现
有种植面积基础上稳步扩大种植规
模，新建11个千亩以上规模的道地
药材标准化示范基地。同时，积极打
造一批示范典型，在全盟培育2个示
范强县、3个示范强镇和20个庭院中
药材示范村；10个中药材种植专业
合作社、6个中药材农机合作社；20
户以上种植大户。

走进位于扎赉特旗新林镇的九禾农业中
药材繁育基地，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沁人
心脾的药草香味。放眼望去，几十名村民和
机械在地里行间忙着起苗、剪苗、运苗。在他
们的默契配合下，一个个藏在土疙瘩里的“金
娃娃”露出它们的本来面目。

在内蒙古九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的兴安盟“道地药材”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内，已经起收的400亩成熟苍术经
过粗加工、破碎、人工上盘、烘干等程序，被
均匀地摆放在架子上，预计市场价值在800

万元以上。
“新林镇自八九十年代起就是比较知名

的一个药材集散地，我们在新林镇打造这样
的中草药产业园占据着天时地利人和。”内蒙
古九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贾翊介
绍，该公司依托新林镇良好的自然条件，主要
繁育和种植苍术、赤芍、白鲜皮等中草药品
种，其中种植苍术7500亩，是目前国内单体
面积最大的苍术种植基地。

近年来，内蒙古九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采取“提供药苗+技术指导+农户庭院种

植+回收订单”的方式，辐射带动中药材产业
发展。“我们致力于打造兴安盟‘道地药材’农
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研发功能、科研功
能、仓储功能、粗加工功能以及以产业园为中
心辐射周围种植区域的种植功能在园区里已
经逐步实现。”贾翊说。

同时，为保证道地药材药效，该公司从种
植、田间管理到起收，全年生产季可用工
20000余人次，人均日收入150元，基地年支
出务工费用300万元，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的美好愿望。

“我负责管护1300亩左右的药材，每天
带着村民一起来种植、除草，在这里打工每个
月能收入将近7000元，还不耽误家里种地。”
九禾农业中药材繁育基地区域组长、新林镇
新林村村民于春强说。

一株小草药改变了当地产业发展格局，
可观的收益让中草药成为当地村民发展庭院
经济的“优先项”。目前，新林镇中草药种植
面积达到20000亩，其中603户发展庭院中
药材种植产业，有效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然而由于兴安盟各地中药材种植仍处于
“一家一户”的分散化经营，存在着基地建设
不规范、种植技术缺乏标准、产品质量不可溯
源、全程机械化生产程度低、投入成本高、种
植回报率低、产量品质难以保证等共性问
题。为此，兴安盟在《兴安盟医药健康产业链
发展2022年专项行动方案》中，推出一系列

支持力度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从实
施优良品种培育工程、建设高标准种植基地、
提高机械化水平、加强产地初加工能力建设、
加强标准化建设、打造特色医药品牌、拓展

“医药+”产业、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发挥金融
支撑作用、完善中药材流通体系、推动重点企
业提档升级、强化科技和人才服务支撑以及
完善支持政策等13个方面，精准施策、靶向
发力，加快推进兴安盟医药健康产业高质量
发展。

“我们要加大对奥特奇蒙药、白医制药、
井泉药业、九禾农业等龙头企业服务力度，
引导企业扩能增效、提档升级，建设培育成
为领军企业。”许宝全说，今年内，兴安盟要
新培育1户自治区级龙头企业，推动2户饮
片加工企业投产达效，1户招商引资企业开
工建设。推动白医制药有限公司GMP车间
扩建项目建设；推进奥特奇蒙医药自治区级
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支持奥特奇蒙药上市；
实现远东中药项目投产达效；本年度规模以
上医药工业企业产值达到5.8亿元以上，同
比增加11%。

同时，兴安盟还将不断推进道地药材标
准化质量体系和溯源体系建设，培育2个符
合GAP标准的种植基地和1个“三无一全”
品牌品种、道地药材认证、地理标志注册商标
或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构建标准化体系，充分
保证兴安药材的道地性、精准性、有效性和安
全性。

不久前，以“弘扬中医药文化，促进中医
药产业发展”为主题的兴安盟首届中药材科
技大集在兴安盟科右前旗举行。与会人员听
取了各药企和合作社的情况介绍，观摩了药
材样品，并在大集结束后，开展了兴安盟道地
药材种植技术培训。

兴安盟中药科技产业园坐落于科右前
旗，去年11月，产业园内的内蒙古远东中药
物流有限公司将玄参、天南星、女贞子、金樱
子、白术、灯心草等价值150万元的六种药材
产品送出了国门。这批药材是兴安盟中草药
产品出口的第一张订单，标志着兴安盟中草
药行业首次实现自主出口。

如今，这个集产、供、销、科、工、贸为一体
的中药企业，已在科右前旗发展5万亩药材
种植基地，建成了物流运输储备库、药混合型
饲料添加剂制剂厂和中药饮片生产厂。“所有
项目建成投产后，3—5年内预计产值可达到
100亿元，预计利税5亿元左右，直接解决就
业2000人，间接解决就业10000人，可带动

5000户农户致富增收，助力乡村振兴。”内蒙
古远东中药物流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说。

“近年来，科右前旗高度重视中草药材发
展，中草药种植面积达到5.6万亩，产量实现
1.32万吨，旗内现有专业药材种植合作社12
个，大户新型经营主体31个，引进了安徽井泉
药业等中草药企业，实施科技产业园项目，实
现种植、加工、仓储、配送一体化运转，能够年
产药材饮片3000吨，实现利润6000万元。”科
右前旗委书记孙书涛表示，今年科右前旗将依
托前·海科技创新创业谷，大力发展中草药科
技产业，通过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对接，把
先进的技术在全旗中草药产业上转化和应用，
提高中草药产业产量、质量和科技含量。

眼下，兴安盟正在依托国内权威科研机
构，组建中药材产业研究院，引导培育若干产
业技术团队。通过定期举办兴安盟中药材科
技大集，开展覆盖全盟种植基地的基层中药
材种植技术培训，培养一批专业化中药材经
纪人、种植能手。同时积极筹办2022年第七

届中国中药材物流大会、中药源头在行动
——走进兴安盟暨中药材产业绿色发展论
坛、东北地区中药材产业交流大会等一批特
色活动。

4月18日上午，兴安盟区域经济合作局
举办兴安盟中草药产业“网上合作云洽谈”活
动，视频连线，围绕兴安盟中草药产业有关事
宜进行合作洽谈。结合兴安盟产业发展实
际，与北京、深圳、云南三地有关企业家代表，
就如何进一步合作加快道地药材基地建设、
培育医药品牌、加强与药材企业合作、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及订单种植等有关事宜
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了初步合作共识。

下一步，兴安盟将不断强化绿色有机认
证，积极申报“兴安苍术”“红城赤芍”地理标
志商标注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打造
中药材产业区域公共品牌，提高兴安盟中药
材的知名度、影响力和竞争力。鼓励企业及
产品积极参与国内外品牌评选、中药材论坛
等宣传推介活动，不断扩大知名品牌吸引

力。
同时，积极拓展“医药+”产业，在符合生

态区位保护要求的前提下，鼓励医药企业开设
参观游览路线和研学体验项目，开展药花观
光、中药材科普、教学实践等文化旅游活动，广
泛传播传统道地中药材价值及中医药文化。
引导种植大户开办“药家乐”，推出融入兴安地
道药材特色的药膳药浴等体验项目，促进中药
材产业与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深度融合。

2022 年，兴安盟计划新增中药材种植
68868亩，重点在板蓝根、水飞蓟、苍术、月见
草、柴胡、防风、籽用黄瓜、赤芍、黄芩品种上
扩大面积或新增种植，到“十四五”期末，兴安
盟中药材发展规模预计达到44万亩。

从天生地养到产业发展，从卖原料到卖
制剂，从“养在深闺无人识”到全力打造特色

“医药品牌”……在微风中吹来的阵阵药香
中，兴安盟正向着“振兴发展医药健康产业
链”的宏伟蓝图阔步向前。

（本版图片由兴安盟委宣传部提供）

打造区域品牌 健全完整产业链条

强化标准引领 推动药材品质提升

擦亮生态底色
种好药材富裕百姓

———兴安盟聚力打造医—兴安盟聚力打造医药健康全产业链侧记药健康全产业链侧记
□□胡日查胡日查 高敏娜高敏娜

采摘赤芍种子采摘赤芍种子。。

人工苍术种苗移栽人工苍术种苗移栽。。 兴安苍术兴安苍术。。 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包装车间内蒙古奥特奇蒙药股份有限公司药品包装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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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东中药物流有限公司中药科技产业园项目设计规划图内蒙古远东中药物流有限公司中药科技产业园项目设计规划图。。

科右前旗药王峰中草药展馆科右前旗药王峰中草药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