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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初心：
好医生集团走出巩固脱贫攻坚之路
本报记者 龚友国 / 杨娟丽

团联合浙江之江药店联盟共同开展教育扶贫
工作，
2019 年与布拖县教体科局签订了捐资
助学协议，将连续 5 年对乐安乡中心学校和
补莫小学进行教育扶贫，
每年投入9.6万元奖
学金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和优秀教师给予
奖励。
随着长效扶贫的措施逐步落实，贫困山
区群众的经济状况，精神面貌都得以改善。
村民脸上的笑容多了，也更愿意把孩子送到
县城更好的学校读书。耿福能正在考虑在一
些村庄建立 5 人制足球场，请专业的教练来
培训，
彝族的孩子们有运动天赋，
为他们提供
场地，
丰富他们的体育文化生活。

记者手记
国家强大，企业才有发展机遇；企
业发展，才能良性扶贫、持续扶贫；扶贫
带来的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才能进一
步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广阔的空间。今
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好医生集
团以自身的实践，摸索出了“持续扶贫，
企业良性发展，两不误”的发展模式，积
极回馈社会，造福贫困彝族山区百姓，
出于朴素的初心，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
热爱，走出了一条长效、精准、长远扶贫
的道路，默默践行着一个民营企业的社
会责任担当。

贫困山区百姓过上了有希望
有未来的生活
30 多岁的马查尼尔在自己的独楼小院
里忙活，他家种了四五亩附子，还养了 50 多
只羊、
3头牛、
1匹马，
地里还有土豆和荞麦，
这
些够他忙活的了，不过他心里是满足而快乐
的。马查尼尔每年都有五六万元的经济收
入，
这在大凉山的山区里，
可是一笔让人羡慕
的收入，他不仅拥有了电视机、手机，还花一
万多块钱让妻子穿上了纯羊毛手工打造的
“擦尔瓦”
。
“如果不忙，
是不可能天上掉馅饼的。
”
马
查尼尔这么认为。他的童年在穷困中度过，
到了结婚的年龄，家里仍然一穷二白。贫穷
的记忆如此深刻：他和姐姐饿得去吃发芽的
土豆，差点中毒身亡；他们一家人的衣服，都
是轮流穿，衣能蔽体是唯一的要求。直到
2014 年，
好医生药业集团来到了他的家乡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布拖县乐安乡火灯村，
把这里作为对口精准帮扶村。
在好医生集团入驻帮扶前，这里的农民
年人均纯收入不足 1500 元，依靠种植玉米、
洋芋、
荞子、
燕麦等勉强填饱肚子，
170 户 834
位彝族农民陷于深度贫困中。马查尼尔虽然
从小就发誓要过上好日子，但是仍然看不到
任何机会和希望，好医生带来了种植附子的
产业扶贫计划后，
马查尼尔非常积极地响应，
热火朝天地加入。第一年，马查尼尔就挣到
了1万多元。他的好日子终于盼到了。
从 1996 年开始，
好医生集团已坚持不懈
在凉山开展中药材产业扶贫 24 年了。无数
个像马查尼尔一样在贫困山区的人，过上了
有希望有尊严有未来的生活。这只是好医生
集团多年来扶贫工作的缩影。
与此同时，经过 30 多年发展，好医生集
团成为了工信部“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

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右）考察扶贫基地
“中国中药制药百强”
“
，好医生”
成为
“中国驰
名商标”
。
数十年来，
好医生集团以自身的实践，
摸
索出了
“持续扶贫，
企业良性发展，
两不误”
的
发展模式，积极回馈社会，造福贫困山区百
姓，
出于朴素的初心，
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热
爱，
走出了一条长效、
精准、
长远扶贫的道路。

精准扶贫：企业发展道路和
扶贫计划的精准对接
“扶贫不是做慈善”，这是好医生集团对
扶贫的理解。
因此，
好医生集团的扶贫，
两个工作做得
扎实到位：一方面，深入到扶贫地区，切实了
解扶贫对象的致贫原因，
了解当地的交通、
地
理、
气候、
产业、
劳动力特点等具体情况；
另一
方面，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特点，从原料采购、
生产过程、
市场销售等整个环节，
找到扶贫的
发力点。将两方面精准对接，才能促成良性
扶贫。
好医生集团构建了中药材精准扶贫产业
模式，
以建设完整中药材产业链为主，
依托药
材产地自然环境资源，充分发挥自身龙头企
业优势，实现公司和贫困地区彝族农户双赢
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以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为例，经过科研
试种检测，当地优越的自然资源环境能够种
植出高品质的中药材附子，而附子又是好医
生集团中药材产品的主要原料之一。好医生
集团连续 5 年把布拖县乐安乡火灯村作为精
准扶贫帮扶村，成效显著。2019 年全村 170
户彝族农户实现全覆盖种植附子 175 亩，收
入106万元，
户均6235元，
同时带动布拖全县
5个乡30个村种植附子，
种植面积达7000亩，
实现附子产值2100万元，
带动5000多户农民
稳定增收脱贫。
目前，好医生集团将布拖县的附子产业

好医生集团附子产业精准扶贫基地

模式向凉山州越西、冕宁、昭觉、盐源、普格、
会东等 9 个县复制扩展，开展附子、续断、木
香等中药材的种植。好医生集团扶贫的地域
和受益人数进一步扩大，好医生的中医药事
业版图也在扩大，
良性扶贫的效益在持续。
好医生集团通过中药材附子产业精准扶
贫取得了良好成效。2017 年好医生集团荣
获全国工商联“万企帮万村”优秀企业；2018
年，董事长耿福能荣获国务院扶贫办全国脱
贫攻坚奖奉献奖。

长效扶贫：
通过产业扶贫、
扶
志扶智斩断
“穷根”
对于好医生集团来说，
扶贫不仅是
“授之
以鱼”，更是“授之以渔”。一直以来，好医生
集团通过构建产业格局，吸纳帮扶对象进入
公司，通过转变观念、改善教育等方式，利用
公司的资源平台、产销能力、人才培养等，帮
助实现脱贫不返贫，
从根源上解决贫穷问题。
大凉山的许多贫困地区，
山高路远，
交通
不便，生产资源匮乏，经济作物受限，群众观
念相对落后。如何帮助这里的群众摆脱长期
的贫困状态，
进入良性的致富道路，
是耿福能
一直潜心思考的问题。
为贫困地区构建成熟的产业体系，是长
效扶贫的措施之一。好医生集团不仅在贫困
山区扶助发展中药材种植业，更努力构建中
药材产业链。
好医生集团投资 8000 万元，
在布拖县则
洛工业园区修建特色中药材精准扶贫现代化
加工厂。该厂正式投产后，年产值 1.3 亿元，
利税 3500 万元，安置就业 200 人，形成种植、
加工、
销售、
科研、
品牌一条龙格局。
产业的造血能力，为贫困山区带来持续
的经济收益，
而产业链的逐步形成，
更让当地
的经济发展摆脱单一依赖，逐渐嵌入到更大
的经济循环的链条中去，为十年、数十年，甚
至更长时间的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
活力。
除此之外，对技能培训和教育的投入也
是好医生集团长效扶贫的重点。一方面，好
医生集团采取免费提供良种，
每年捐赠生产、
生活物资和加强技术培训指导等措施，帮助
村民掌握种植出高品质中药材的技能，村民
拥有了“一技之长”；另一方面，在凉山州境
内，
好医生集团还投资兴办了 9 家企业，
为凉
山地区提供了 2000 余个就业岗位，其中有
667 名来自贫困家庭，
布拖附子饮片厂、
西昌
制药厂的彝族员工分别占员工总数的90%和
30%，
当地人和贫困村民加入现代化工厂后，
观念逐步转变，
有了新技能和劳动竞争力，
员
工人均年收入也达 30000 元以上，
实现了
“一
人就业，全家脱贫”。在教育方面，好医生集

长远和全局观：社会责任融
入企业初心和发展战略
30多年前，
秉承
“做好人、
制好药”
的耿福
能，创办了“好医生”医药，从那时起，造福大
众、回报社会的理念就嵌入了好医生集团的
基因中。随着企业的发展，好医生集团不仅
遵守和实践着最朴实无华的初心，更将造福
大众、回报社会的公益事业扩展到了更大
领域。
2019 年，
好医生集团以凉山 11 个深度贫
困县为主战场，帮助农民发展的中药材种植
已达到31000亩，
已有省内外的15个县市、
53
个乡镇、
112个村加入集团公司主导的中药材
产业扶贫大军，
带动15500多户69700多农民
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
3060 户，13860 人。好医生集团在大凉山持
续的扶贫工作带来了彝族百姓经济及精神面
貌的改变。
除此之外，好医生集团还积极投入社会
公益事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好医生
集团已持续向社会各界捐款捐物捐药超过
2100 万元；2008 年汶川大地震，好医生集团
在自身损失达到 2700 余万元的情况下，
向灾
区捐赠 430 余万元的救灾物资和药品，将好
医生绵阳生产基地厂房献给学生复课使用；
2020 年 4 月凉山大火，好医生集团马上捐出
50万元用于灾后生态恢复和牺牲消防员家属
抚恤……
“企业不属于个人，
而是属于这个社会，
这是一种责任。”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
说。公益事业，已经融入到好医生集团的企
业血脉中，
不是一时一地的作为，
而是全局和
长远的企业战略。
2020 年 11 月 15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南
通考察，
称张謇是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
楷模”，希望新时代的企业家见贤思齐、起而
行之，
增强家国情怀、
担当社会责任。今年是
党和政府脱贫收官之年，
“十四五”规划建议
也提出，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
实质性进展”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
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耿福能作了“中
医药产业参与精准扶贫”
的汇报发言，
习近平
总书记三次询问耿福能董事长，
不仅关心
“扶
贫的这个产业稳不稳定，
产品有没有市场”
的
问题，
而且还在握手道别时鼓励耿福能说
“中
医药大有可为，好好干！”这让耿福能和好医
生集团的全体员工备受鼓舞，坚定了发展中
医药产业帮助贫困山区脱贫、长期致力于公
益事业，
担当社会责任的决心。
如今，马查尼尔的家乡火灯村在好医生
集团的对口帮扶下，已经脱贫摘帽。好医生
集团还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精神和各级党委、
政府的决策部署，
发
扬脱贫不脱帮扶，
脱贫不脱责任，
脱贫不脱开
拓奋进的精神，继续支持包括火灯村在内的
贫困山区发展中药材产业，
巩固脱贫成果，
为
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再作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