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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金银花产业发展遭遇“阵痛”
隆回，寓名龙回。 相传古时有一

苍龙携八小龙自境内九龙山麓起程，
往东海腾飞，中途回望，昔日盘地，云
蒸霞蔚，金银花艳，顿生恋故之情，于
是折首回归，安营九龙。 从此，润物造
化，衍育众生，民族交融，这是隆回当
地流传久远的美丽传说，却给人们以
无尽遐想。

隆回县地处湖南中部偏西南，属
衡邵走廊向雪峰山脉过渡地带，是我
国近代史上伟大思想家魏源的故乡，
总人口 120 万，是革命老区县和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湘西地区开发
项目县、比照实施西部开发有关政策
县。 隆回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
中药材资源十分丰富， 尤以金银花、
龙牙百合、玉竹、宝庆苡米而著名，是
一个天然的中药材种植资源库，金银
花主栽品种“灰毡毛忍冬”先后被《中
华本草》、《新华本草纲要》、《中国药
典》等专著收载。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着南方金银花（药典称“山银花”）所谓的“有毒”、“性热”、“上火”问题，南方多地，特别是南方的
金银花主产地———湖南隆回县，金银花销量下滑，大片金银花被弃山野，花农损失较重，药商叫苦连连。 为究其真正原
因，《中国企业报》记者深入隆回县实地采访，期待揭开事件真相。

隆回金银花 30年的发展走过的一条不平坦的探索之路，
凝聚了隆回几代人执著不懈地艰苦奋斗， 展现了隆回人民在
脱贫致富道路上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厚重主旋律。金银花品
性“坚忍耐霜雪，凌冬不凋零”，寓示隆回人民自强不息，容忍
谦让的优秀品质，隆回人民由此把金银花定为隆回的“县花”。
而隆回县特色产业开发办党组书记王志勇却告诉记者， 现在
隆回金银花正遭遇产业发展的“阵痛”。

原来，《中国药典》2005 年版将金银花分列为金银花和山
银花，金银花的植物来源只有忍冬一种，山银花的植物来源有
3种：灰毡毛忍冬、红腺忍冬和华南忍冬，名称变化后，隆回金
银花产业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

据了解， 我国金银花总面积约 60 万亩， 常年总产量在
1.8—2.0万吨之间，在市场上流行的品系有两个，一个忍冬品
系，主产地以山东、河南、河北为主，另一个品系是灰毡毛忍冬
系列（2005年之后被中国药典分列为山银花），主要以湖南隆
回、溆浦、重庆秀山、贵州、广西等地为主。 忍冬全国年总产
6000吨左右，灰毡毛忍冬全国年总产 14000吨左右。

记者翻开《中国药典》2005年版和 2010年版， 其中忍冬
（金银花） 和山银花的药性描述完全相同：[性味与归经] 甘，
寒。 归肺，心、胃经。 [功能与主治] 清热解毒，疏散风热。 用于
痈肿疔疮，喉痹、丹毒，热毒血痢，风热感冒，温热发病。 [用法
与用量] 6—15g。两者一字不差，完全一致。王志勇介绍说，《中
国药典》于 2005 年版之前的 28 年间，金银花项下有忍冬、山
银花等几种植物， 在中医药临床应用与中医药剂中一直做金
银花用，其临床效果与药剂功效获得了医药专家、患者和制药
企业的认可。

“山银花”占整个金银花总产量的 70%，已在金银花使用
领域占压倒性优势，在人们各个使用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王
志勇继续向记者介绍。被药典分列前，山银花作为金银花项下
的一个品种， 一直在各使用领域与金银花通用， 并占绝对优
势。 特别是 2003年非典等疫情出现时期，物美价廉的山银花
为人类健康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药典分列后，被单列的山银
花也以其独特的产品优势，没有因为名字生疏而被人们忘记，
目前已经有四川恩威制药、云南白药集团、贵州百灵、广州白
云、黑龙江葵花药业等众多知名药企，依法将其生产的洁尔阴
洗液、感冒止咳颗粒、感冒止咳糖浆、炎清颗粒、银翘等多种常
用药物的药方中“金银花”更改为“山银花”；在 2013年禽流感
(H7N9)的防治中，浙江、江苏等省公布的防治处方中，使用“银
花”名称，特意将山银花包含在疫情用药之内。

《中国药典》2005 年版将金银花和山银花分列，并规定在
药典分列前所有原来使用山银花的产品可以依法重新备案后
用山银花做原料。然而，山银花由此成了金银花项下分列出来
的新增品种，在传统中医处方中，忍冬、灰毡毛忍冬、红腺忍
冬、 华南忍冬等产品均以金银花为名称入药， 不管是中药处
方、中药制剂、饮片、提取物，还是保健品、花茶等，没有采用
“山银花”名称的。药典没有对金银花与山银花在性味与归经，
功能与主治，用法与用量方面进行区分，却以一字之差，山银
花失去了对金银花药食同源的历史传承。

王志勇说，《中国药典》将金银花与山银花分列后，我国其
他金银花主产区某些利益集团，从狭义的产业发展角度出发，
时常发表“山银花不能做药”、“山银花代替金银花 降火变上
火”等与《中国药典》背道而驰的怪论来排挤山银花。令湖南花
农损失惨重，一个好端端的中药材资源将毁于一旦。

据了解，金银花栽植不仅解决了隆回 18万花农的产业发
展问题， 带动了当地旅游和经济发展， 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
益，而且隆回已成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广、产量最大、富民作用
最强、示范辐射带动力最大的金银花生产基地县（市），对于武
陵山片区产业扶贫也产生着重要辐射作用。 隆回金银花品种
已被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列入生物医药产业优势药材资源，
并作为重大项目之一被列入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
攻坚规划（2011—2020 年）》。 武陵山片区涉及湖南、湖北、重
庆、贵州 4省市的 11个地（市、州）、71个县（区、市），片区内少
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 1/8， 境内有土家族、
苗族、侗族、白族、回族、瑶族、仡佬族等 9个世居少数民族，集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积大、少
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在国家扶贫
政策大力支持下， 武陵山片区共种植南方金银花 40 万亩左
右，金银花产业受惠贫困人口达 3600 万人以上，金银花产业
已成为该贫困地区尤其是贫困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主导产
业。

隆回县政协夏副主席向记者介绍， 金银花作为我国常用
基本药材、国家应急储备药材、大批出口的药材品种之一，有
着巨大的市场开发价值和潜力。 金银花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
的良药，目前，金银花以其独特的药用价值，成为多种中成药、
片剂、针剂等配方药，同时还被广泛用于日用品、化妆品、保健
品的原材料以及动物保健、治疗用药，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如
果目前占 70%市场份额、价廉物美的山银花退出金银花市场，
必然引起金银花市场短期内一路狂涨， 受伤的将是用药的老
百姓、药企和南方千万花农，对国家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影响将
是不利的。

离开隆回县的大山路上，山顶云雾里，身着民族服装的采
花姑娘们在花丛中嬉戏玩耍，人花相映，幽香缕缕。 目睹如此
美丽的原生态画卷，记者不由得思考：山银花产业如何走出药
典分列带来的阵痛，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我国整个金银花产
业怎样才能走出地域恶性之争，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呢？

正值金银花产新季节， 在隆回县
小沙江地区采访中， 记者随处可见金
银花机械加工设备， 大大小小的加工
厂有的建在金银花基地旁， 有的建在
镇上， 花农们在各加工地忙得不亦乐
乎。 隆回县金银花协会副会长廖鸿顺
告诉记者：“仅小沙江镇就有无硫烘干
设备超过 1000 台 ， 完全可以达到
100%的无硫烘干作业，保证了金银花
产品的质量。 金银花产新季节，大家伙
白天忙着采摘或收购金银花， 晚上连
夜加工”。 在小沙江集市上记者遇到正
在街道带队巡回检查的隆回县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罗清池。 他介绍

说，从今年 4 月份开始，县里就组织了
药食监、工商、农业等职能部门组成联
合执法队， 在主产区对金银花生产情
况进行巡检， 对极少数熏硫加工的不
法行为进行执法，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据了解，隆回金银花资源总量大，
主产区雨雾天气较多，金银花干燥、仓
储一直是困扰产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在一些偏僻、边远地方的极少数药农，
文化水平低，安全意识不强，为了省成
本、图简便，受传统加工方式的影响，
采用熏硫等传统干燥方式。 为确保产
品质量，隆回县从 2008 年开始每年都
组织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严肃处

理采用硫磺熏蒸的传统加工金银花行
为，同时县政府加大扶持力度，2009 年
以来，财政投入 510 万元，补贴推广金
银花无公害干燥设备 480 台套， 药农
自行购置加工干燥设备 233 台套 。
2013年， 全县又新引进纳入国家农机
购置补贴的初加工设备 375 台套，争
取国家农机购置共补贴 281.92 万元，
药农自行购置加工干燥设备 100 余台
套， 满足了县内不断增长的金银花加
工需求。 而据记者了解，硫磺熏蒸是中
药材传统养护方法之一， 在我国中药
材加工炮制行业， 硫磺熏蒸用于中药
材的产地初加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目前国家尚没有统一的含硫标准出
台， 隆回已领先一步成为全国最大的
无硫金银花干燥基地。

近年来，隆回县委、县政府十分注
重金银花产品的质量安全， 成立了金
银花产业开发办公室， 专门负责金银
花产业化开发的组织、 指导和协调工
作。 在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严格执
行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和标准， 推行
肥料、 农药无公害使用规则和投入品
准入制， 并在全县全面推广无公害机
械干燥工艺。 经过近 30年的探索和实
践， 隆回县金银花产业已经走上了健
康和谐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隆回县是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示范
县。 小沙江镇镇长罗立华向记者介绍，
金银花主产区小沙江地区是个瑶汉杂
居区的高寒山区， 山峦起伏， 海拔
800—1500 米， 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
候， 方圆 80 公里以内无大型工矿企
业，不受工业“三废”及农业废弃物、城
市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医疗等废弃物
的污染，并避开了公路主干线，优越的
生态环境条件有利于生产无污染、高
品质的金银花产品， 独特的地理地貌
决定了隆回金银花纯天然原生态的品
质特征。

“中国金银花看湖南，湖南金银花
看隆回。 ”隆回县金银花协会前任会长
李邵农曾经是湖南省劳动模范， 他向
记者自豪的介绍。 作为“中国地理标志
产品”、“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隆
回金银花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 具有
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品种优良，2005 年隆回县从
灰毡毛忍冬选育的“金翠蕾”、“银翠
蕾”、“白云”三个新品种通过国家林业
局林木良审定委员会认定， 获得国家
级林木良种证书, 是我国金银花良种
唯一获得该殊荣的品种； 二是绿原酸
等有效成分含量高， 经湖南中医药大
学、南京药品检测所等检测机构检测，
绿 原 酸 含 量 大 于 4.2% ， 最 高 达
12.6%； 三是富含抗肿瘤的特殊药用
成分皂苷， 对治疗肺癌等恶性肿瘤有
独特效果；四是富含硒元素。隆回与湖
北施恩、 陕西紫阳并称“中国三大硒
都”，富硒面积居三者之首，经中国科
学院南京植物研究所检验， 隆回金银
花硒含量达 0.98mg/kg，达到了国家规
定的富硒食物标签标准。 同时隆回金
银花各项卫生指标均达到了国家标
准。 2004 年农业部质量监督检验测试
中心（武汉）随机取样的隆回金银花样

品检验结果为：铅（Pb）＜0.1mg/kg，铜
(Cu)＜0.09mg/kg， 六六六＜0.001mg/kg，
滴滴涕（DDT）＜0.007mg/kg，重金属和
农药残留远远低于国家规定的允许值
指标。

隆回金银花从种苗培育、 标准化
基地建设、产品粗加工、市场流通以及
深加工开发等， 已形成比较完善的产
业链条。 据了解，上世纪 90年代，隆回
在小沙江镇建立了以金银花为主的中
药材市场，通过近 20 年的发展，隆回
县已成为全国著名的金银花集散地，
小沙江中药材市场已发展成为全国六
大中药材市场之一。 隆回金银花产品
远销河南、湖北、江苏、广东、广西等 24
个省、市、区，并在广西玉林、广东清
平、江西樟树、安徽亳州等国内十大药
材专业市场都设立了窗口， 一部分优
质产品还销往日本、韩国、越南、新加
坡等东南亚市场。

作为“中国金银花之乡”， 隆回早
已名声在外， 记者刚踏上隆回金银花
主产地小沙江镇， 就感觉已置身花的
海洋，只见村前屋后，田野间的沟沟壑
壑、坡坡岭岭，到处都盛开着黄白相间
的金银花，周边是无边的清香。 炎炎七
月， 这里却因得益于海拔高， 凉爽宜
人，美丽清香的金银花落户这里，真是
得天独厚。 走访途中，随行的隆回县金
银花协会工作人员如数家珍地向记者
介绍隆回金银花。 据了解，隆回县金银
花种植历史悠久， 明朝时期就有种植
金银花的记载，规模化种植已有 30 多
年历史，近 10 年来发展尤为迅速。 隆
回是全国生产规模最大的金银花原生
态种植区，主产品种灰毡毛忍冬，主要
集中在该县小沙江镇、麻塘山乡、虎形
山瑶族乡、大水田乡四个乡镇，全县现
有种植面积 21 万亩左右， 年总产量

1.2 万吨（干花），约占全国金银花总产
的 50%， 约占全国灰毡毛忍冬总产的
70%，初级产品总产值过 12亿元。

隆回县金银花产业在发展壮大的
历程中，相继问鼎多项荣誉：

2001年，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将隆回县金银花基地列为国家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2001年， 隆回县被国家林业局命
名为“中国金银花之乡”；

2004 年，隆回金银花载入 2005 年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04年，《隆回金银花品种选育与
快繁技术研究》 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

2005 年， 隆回金银花中的“金翠
蕾”、“银翠蕾”、“白云” 三个品种被评
为“国家级良种”；

2005年，隆回金银花获“中国地理

标志产品”称号；
2005年， 隆回县金银花产业化开

发被国家科技部、 财政部列入科技富
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

2009年，隆回金银花获“中国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2010年， 隆回县被联合国亚太城
市发展研究中心和联合国人居环境促
进会认定为“中国金银花、龙牙百合特
色产业之都”。

听着协会工作人员娓娓道来，让
初来乍到的记者对隆回金银花不禁肃
然起敬， 勤劳质朴的隆回人民赋予这
小小的花朵丰富多彩的内涵。 金银花
协会会长陈明辉给记者讲起了隆回金
银花产业发展的艰苦历程。

原来隆回金银花主产区小沙江地
区，平均海拔 1350 米，是一个瑶汉杂
居的高寒山区， 气候恶劣，“八月飞霜

雪，六月盖棉被”，素称“隆回小西藏”。
由于自然条件异常恶劣， 这里十年九
灾，农作物十年九不收，农民生活长年
处于赤贫状态。 上世纪 90 年代初，隆
回县被列为第一轮国家级贫困县，在
上级扶贫组的带领下， 隆回县根据县
情， 对发展以金银花为主的中药材在
资金、 技术、 人才等方面进行倾斜投
入。 县财政累计投入 1.8 亿元，突破技
术落后、 品种杂等制约金银花产业发
展的一条条“软肋”，将这朵小花做成
了占全国一半以上份额的大产业。 据
统计，目前该县共有 260 个村 5.2 万户
近 18 万人从事金银花产业，现有金银
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50余个。 小沙江镇
等金银花主产区由过去全县最贫困的
乡镇跃升为最具发展潜力的乡镇，金
银花成为小沙江等少数民族地区名副
其实的“致富之花”、“幸福之花”。

历史悠久，荣誉问鼎隆回金银花

环境独特，药用价值高隆回金银花

生产规范，品质优良隆回金银花

独具特色的民族屋内采花姑娘挑去杂质

一字之差陷入 境
山银花产业

虎形山瑶族乡身着民族服装的采花姑娘们在乡长唐荷花（前右 2）
的带领下在花丛中采花。 平均海拔 1300多米的隆回金银花主产区独
具原生态的风光和奇绝的民俗风情。 本报记者 任正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