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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月中旬闭幕的两会上 , 有代
表指出 ,“一些源自中华古方的洋中
药，例如，中国古方六神丸增加参麦、

沉香制成救心丹，药价要比我们高出

几倍甚至几十倍，对我国中医药的发

展十分不利。”他同时表示 ,国家应限
制中药原料药以及中药提取物的出

口，大力扶持民族医药产业创新，提

高产品科技附加值，增强国际市场竞

争力。

也有其他代表指出，作为一种资

源依赖型产业，我国对中药的利用还

存在无序的问题。“我们将大量稀缺

的中药资源或提取物用于供应国际

市场，但占有的中药和植物药的国际

市场份额却不足 5%。一些原料出口
后经过加工以高价返销国内，中国沦

为了廉价的资源供应国，而这其中很

多是以采挖难以再生的野生资源为

代价。”这位代表还建议，建立国家中

药资源研究与发展中心，建立常态化

的中药资源普查机制等。

古老中药面临世界考验

中医中药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

宝，随着回归自然潮流的兴起，东西

方医学的频繁交流使全世界都日益

认识到东方医学防病延寿、治疗疑难

病症的优势。但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医药领域的国际竞争也日趋

激烈。虽然中国是天然中药材的生

产、使用大国，中药材品种达上万种，

但我国中药出口仅占全球植物药市

场 3%的销售额，在国际市场上缺乏
话语权。中药的现代化、产业化、标准

化已经成为燃眉之急。造成这种状况

的原因在于，我国中药企业数量虽

多，但因大多采取传统生产工艺和管

理方法，无法从源头开始对中药生产

实行全面质量监控，也无法从药理及

成分上对产品提供量化标准。

记者注意到，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 2月发布《2013年度中药材
生产扶持项目申报指南》，明确 2013
年度中药材扶持资金重点支持的范

围包括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

化生产基地以及名贵中药材产业化

生产基地和滚动支持项目。中药材的

产业化是广大中医药行业工作者的

共识，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曾公

开表示，“随着我国产业政策对中医

药支持力度的增强，产业的联合、重

组，企业做大做强的步伐加快，产业

的集中度、规模化进程日益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中药材在种植、

加工、流通和工业生产过程，涉及环

节众多，建设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

地，是中药产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

保证，也是从源头上保证中药质量的

重要举措。在国际上，将绿色中药材

的生产看成是可持续发展农业中的

一个组成部分，在建设、管理中药材

规范化种植基地的过程中广泛遵循

药材生产管理 GAP规范已成为共识。
中药材 GAP是中药生产全过程的源
头，可以说没有中药材 GAP，就没有
中成药 GMP，就没有新药研制开发的
GLP 和 GCP，也就没有药品供应
GSP。

GAP基地建设找答案

面对中国传统中药被“喧宾夺

主”的尴尬境地，国内部分中药企业

已经开始了对抗“洋中药”的反击。虽

然目前在中国 GAP认证还是自愿机
制，但越来越多中药工业大企业自觉

走上了原料药材规范化道路，隶属于

江西济民可信集团的无锡济民可信

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

先行者。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秉承“济世惠民、信待天下”的

理念，与温州医学院强强联合，自

2010年以来，在浙江省温州市瑞安、
乐清等地建立温郁金规范化种植基

地，为其核心品种醒脑静注射液的质

量安全保驾护航。醒脑静注射液是该

公司的核心品种，更是在 1995年同
类品种中唯一列入《中国中医医院急

诊必备中成药目录》、1999年列入“国
家中药保护品种”目录、2003年列入
国家优质优价层次品种；而温郁金作

为醒脑静重要组方之一，具有行气解

郁、凉血破瘀的功效，温郁金在醒脑

静注射液原材料成本中占了很大的

比例。

温郁金是原产瑞安的特色中药

材，也是道地药材“浙八味”之一，在

活血、抗病毒、抗癌等方面具有广泛

用途，在瑞安有 1000多年的种植历
史，并于去年成为地理标志产品。浙

江的道地药材很多，但其中以“浙八

味”最为有名，由于其质量好、应用范

围广及疗效佳而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早在汉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的《伤寒

杂病论》中就有 58处运用“浙八味”。

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引宋代的《图经本草》说：“白术

生杭、越。”可见“浙八味”早已驰名中

外。

中药材的地域性很强，古人云 :
“诸药所生，皆有其界”，中药材的分

布与栽培离不开特定的自然生态条

件，非道地药材在成分含量等方面可

能达不到期望的要求，温郁金在温州

的种植历史悠久与当地的自然生态

条件密不可分。为此，无锡济民可信

山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过长期准

备，从 2009年公司遵循中药“溯本清
源”的理念，组建专门的 GAP考察团
队对温州下辖的各区县进行了考察，

希望能寻找到地理、气候条件、种植

历史规模、药材质量、投资环境等都

适合的区域，最终通过筛选比较，决

定将温郁金 GAP示范基地设在瑞安
市陶山镇沙洲村。中国医药质量协会

GAP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姜程曦博士
指出，当地雨水丰沛，土壤透水性较

好，所含硒元素适中。而且地块有一

定坡度，山间常年云雾笼罩，自然生

态环境及地理条件都十分适宜中药

材的生产。

济世惠民，信待天下

无锡济民可信山禾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就坚持以制药

为基础产业，集科研、生产于一体。

先后被评为全国医药行业“先进集

体”和“创业开拓”先进单位、江苏

省文明单位。2000 年被国家科技部
认定为首批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新技术企业，是江苏省重点发展的

12 大项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
中成药及天然药物提取和深加工

产业化开发基地，2010 年被授予江
苏省博士后工作站、江苏省中药现

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公

司高度重视企业 GMP、GAP 的建设
与管理，在进行小容量注射剂、原

料药生产线的全面升级改造同时

也高度重视作为中药材基地的建

设，2010 年公司与温州医学院合
作，结合温州医学院的科研优势，

依托现有的中国温郁金 GAP 示范
基地，建立自己的温郁金 GAP 基
地，保证原材料的质量和供应，实

现产学研的紧密结合。

根据专家介绍，该基地启动了温

郁金规范化种植与生产的研究项目，

得到了瑞安市科技局、温州市科技

局、浙江省科技厅和国家科技部等资

金支持。并于 2009年 12月获得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受理（受

理号 H0090）并通过专家组现场验收
检查，2010年 11月 12日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2010年第 86
号），即中药材 GAP公告（第 9号）通
过 GAP认证。

（下转第二十版）

新《目录》出台：
品种扩容结构优化
本报记者 闻笛

借 GAP整合中药产业链
中国药企接轨世界
本报记者 张博

3月中旬，中国卫生部网站正式公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2012年版），该《目录》收录基本药物 520个品种，并将于
2013年 5月 1日开始实施。在公布的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中，药品包括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中成药和中药饮片 3
部分，比 2009年版增加 213个。新版《目录》分为化学药品和
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三个部分，共计 520 种，新版《目
录》不仅较 2009年版扩容逾 6成，而且新增 40个中药独家品
种，约占新增中药品种的 40%。分析师告诉记者，独家品种在
定价上享有优势，虽然也会降价让利，但药品的销量会放大，

预计医药市场将重新洗牌。

政策中长期利好

分析人士认为，2012年版《目录》相比 2009年版，在品种
结构变化上呈现两大特点，首先是中枢神经系统、抗肿瘤、血

液系统用药品种增幅较大；其次是中药独家品种入选较多，具

有明显优势。

具体来看，在 2012年版《目录》中，中药独家品种新增数
量达 40个之多，占到新增中药品种的 40%。而在 2009年版
目录中，总计只有 22个中药独家品种，在 102个中药品种中
仅占 22%，增幅远远超过预期，这使得中药独家品种成为新
《目录》中的最大受益者。仅在中药领域，就涉及上市公司达

40多家，可以说新基药将把这轮医药行情推向高潮。
对于新版基药目录的公布，安信证券研究报告指出，入选

新版基药目录对具有独家品种的中药企业是利好。特别是天

士力、以岭药业、中新药业、康缘药业、众生药业等有占销售收

入比重较大的独家品种进入基药的企业较为受益。

目前已经有不少券商认为，3月 15日公布的新《目录》，
将把这轮医药行情推向高潮。首先，新基药入选品种良好的渠

道基础和价格毛利优势是放量销售的必备条件。中药独家品

种统一定价造就了护城河，中新药业、天士力、康缘药业、以岭

药业等多个中药独家品种入选新基药目录，这些公司将实现

从单一重磅发力，到打造重磅基药舰队的升级；其次，新的基

药目录在抗肿瘤、心血管、糖尿病、肾病等多种大病种间增加

了更为广阔的选药领域。最后，在医药估值尚未泡沫化以及新

基药的预期没有充分释放的背景下，多个大病领域药物新进

基药目录。

同时，二级市场对新入选基药目录的中药类上市公司已

经提前做出了反应。自新《目录》发布以来，中药板块仅以岭药

业、昆明制药等 15只个股上涨且涨幅均未超过 3%。对此，上
海证券投资顾问黄昌全表示，短期来看，市场有利好出尽的负

面影响，但对于中药类上市公司而言，新基目录更多的是中长

期发展利好。

销量有望扩大

那么，新《目录》的实施会对中药产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入选基药目录，对药企来说首先意味着未

来的销量很可能会大增。在 2013年 1月 7日的全国卫生工作
会议上，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公开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

全部配备使用基本药物；二级医院基本药物使用量和销售额

都应达到 40%—50%，其中县级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县的二级
医院应达到 50%左右，三级医院基本药物销售额要达到 25%
—30%。

分析师告诉记者，现在基药市场占到市场总量的 40%，
相比零售和医院，基药市场竞争小得多。同时，一般的药物入

选后可能降价两三成。但独家品种降价幅度不会那么大，可

能会在中标价格上按比例上浮。德传医疗基金姜广策表示，

这次新版《目录》的修订，对中药企业的利好更大。因为是独

家品种，在竞争和价格上，拥有独家产品的公司都拥有一定

优势。

北京药店联盟理事长周立向记者表示：“新版药品目录中

成药增加了一倍，这对中药店发展造成了一定冲击，将来一些

中药店为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会增加刮痧、拔罐等中药项

目，向养生保健产业发展。”

“随着医改的深入，基本药品目录中越来越多的药物实

行零差价，药店在价位上不具备竞争力，它们开始看好保健产

品，将是药店发展的一个方向。”周立表示。

企业需要创新

虽然目前分析认为，新版基药目录的颁布实施，对医药行

业属于整体性利好，相关基药的医药企业将充分享受行业的

扩容。但也有专业人士指出，当前我国中成药标准还很不精

确，尚处模糊状态，不利于中药产业的创新发展和国际化。

在 2013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江苏康缘药业董事
长肖伟对记者说，“2003年以来批准的 355个中药新药中，仅
有 26个进入 2009年版医保目录，1个进入 2009年版国家基
药目录。据统计，仅有少部分品种能够中标进入市场销售。资

料显示，355个中药新药在中成药销售总额的比例仅在 3豫左
右。”我国中成药制造业在医药工业总产值的占比长期徘徊在

20豫左右，其中近十年获批上市的中药新药占比还不足 1豫。
现有，国家基药、医保目录遴选制度、药品招标制度未能体现

对创新中药的扶持，严重影响了企业持续创新的投入能力和

积极性。

而全国政协委员、黑龙江省副省长孙东生则表示，我国境

内市售中成药近万种，很多缺乏严格的质量标准。国家必须调

整和优化中药产业政策，鼓励中药企业申报注册产品的新标

准和优化产品现有标准。同时他鼓励，中药生产企业要加大资

金投入力度，对现有的中药产品进行二次开发、提高标准，从

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2013年春节刚过，中药材涨价行
情再度来袭，多种中药材价格再次上

涨。以中药中比较常见的当归为例，

据记者了解，2012年八九月份时当归
的价格为 17元 /公斤左右，而 3月中
旬的报价已经达到了 45 元/公斤，短
短半年时间里涨幅高达 135%。不仅
是当归，在这段时间里，黄芪市场价

格涨了近 3成，白芨上涨 22.03%。
“甘肃陇西一家中药材贸易公司

总经理韩先生告诉记者，相较春节

前，几乎所有中药材都涨价了，当归、

黄芪、党参升幅最大。“柴胡的涨幅最

小，从去年的每公斤 25—26元上涨
到了目前的 30—35元。”甘肃陇西县
大韩中药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韩维俊告诉记者，从去年 11月份
开始，市场上各类药材售价竞相上

涨，其中，当归（统货）一天一价，每天

都涨一两块钱。

产量减少推动价格回升

“当归的主产区岷县遭受特大雹

洪灾害，致使当归产量减少，价格上涨

是必然的。”韩先生告诉记者，药材价

格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供求关

系是药材价格变化的基本原因。

此外，近年来由于药材价格偏低

和农村青壮年的外出打工以及马铃

薯、玉米等经济作物价格提升，使得药

材种植这一劳动强度大、效益不稳定

的行业逐渐缩小，中药材种植面积大

幅减少，药材供应受到了影响，促使药

材价格大幅上升。

从中药材综合指数可以更直观地

看到价格上涨的曲线，去年 9月，中药
材综合指数最低降到了 2240，此后持
续回升，至今年 3月，指数已经回涨到
2537。根据专家的介绍，目前价格上涨
势头很猛的几种药材都要等到下半年

才会产新。因此，在未来半年多的时间

里，由减产导致价格上涨的势头可能会

一直持续下去。中药材天地网副主任蒋

尔国分析，这次的价格上涨还不算疯

狂。七八月份，有些品种的价格可能会

疯狂上涨，这些品种可能是野生药材。

“11月产新前降价的可能性比较
小，但是马上到夏季，也是中药材淡

季，也许价格会有所回落。”天津一家

中药企业的张先生告诉记者。此外，多

家店主表示，中药材价格浮动是正常

现象，也许过段时间又会有新的变化。

标本兼治是关键

“这几年中药材价格轮番上涨，

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一个很重要的

深层次原因，其实是中药材资源枯

竭。”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药品种保

护评审委员王承德向记者表示。

中国地大物博，本来中药材资源

丰富。1975年的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确认我国中药资源 12807种，其中药
用植物 11146种。王承德告诉记者，
尽管我国野生药材物种丰富，但由于

长期“重采挖、轻保护”的现象，许多

药用植物已经到了资源枯竭的境地。

中药材资源的无序开发，致使生物多

样性遭到破坏，资源紧缺，中药材价

格不断上涨。

根据王承德收集的资料，我国常

用药材 400 种中有近 3 成为短缺品
种，许多中药材资源分布由过去的 10
多个省区，缩小到 1个省区甚至更小
的范围。

根据第四次中药材资源普查统

计，初步调研结果表明，资源形势极

为严峻，资源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

已经引起政府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

高度重视。据初步统计，我国处于濒

危状态的植物近 3000种，其中用于
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 60%—
70%；药用动物梅花鹿、羚羊等 40多
个种类资源显著减少。尤其是以野生

动植物为主的 300—400味常用中药
的资源问题极为突出，有 100多种出
现资源量急剧下降。

事实上，在 2012年两会期间，王
承德就提交了关于重视中药材资源

匮乏短缺的提案，但是并未得到重

视，而问题则越来越严重。于是，今年

两会期间，王承德向记者重新提起了

这份提案。在提案中，王承德针对这

个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

例如：政府应对中药材的种植

生产、市场价格要有统一的管理机

制，制定全国中药材发展规划，对中

药材实行宏观调控，使其科学、合

理、有序地发展；加强政府监管，加

大政策保护力度。政府应尽快开展

野生药材管理制度的立法研究，加

紧修订和完善《野生药材资源保护

管理条例》，加强野生药材资源管

理、实现野生药材资源永续利用；开

展珍稀濒危中药资源的替代品研

究。政府应开展药用动植物的濒危

和保护等级划分、重要珍稀濒危药

用动植物的遗传多样性、生殖生物

学以及保护策略等保护生物学研

究；遵循中药材资源自然生长规律，

实施规模化、规范化科学种植和培

育。政府应根据农业结构调整，鼓励

农民种植中药材积极性，以市场为

导向，对中药资源进行有序采挖、修

复和引种驯化，因地制宜加强中药

材尤其是道地药材的 GAP (良好农
业规范)基地建设。

中药材价格疯涨调查
本报记者 闻笛

重采挖轻保护，许多药用植物濒临资源枯竭

济民可信

温莪术 GAP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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