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吴向辉 通讯员吴楠
楠）我省是中药材生产大省，如何进一步

提升我省中药材产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加快实现由中药材大省向中药材强省转

变？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

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提出到2035年，我省中药材

种植面积、产量、产值领跑全国，成为全国

重要的大宗中药材生产供应中心、创新研

发中心、加工制造中心、物流贸易中心，形

成充满生机活力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

链、创新链。

《意见》围绕打造4个中心、建设中药

材强省，分阶段明确了 2025年、2030年

及2035年的目标。

到 2025年，全省中药材生产供应能

力、科技创新能力、品牌竞争能力、绿色发

展水平、质量效益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中

药材种植规模达到600万亩，中药材种植

和初加工产值达到600亿元、全产业链综

合产值达到3000亿元，基本形成与市场

竞争相适应的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

体系，产业核心竞争力全国领先。

到 2030年，力争全省中药材种植规

模达到700万亩，中药材种植和初加工产

值达到700亿元、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到

5000亿元，形成更加完善的生产体系、经

营体系和产业体系。艾、山药、地黄、连

翘、金银花、牛至、丹参、夏枯草、杜仲、山

茱萸“十大豫药”种植面积、种植和初加工

产值达到全国第一。

到2035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产

量、产值领跑全国，成为全国重要的大宗

中药材生产供应中心、创新研发中心、加

工制造中心、物流贸易中心，形成充满生

机活力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创新

链，建成中药材强省。

《意见》明确，我省将以强产业、促增

收为目标，以豫材豫用为重点，通过优化

产业结构、培强经营主体、强化科技创新、

推进品质提升、打造知名品牌、促进产业

融合，做大做强大宗道地药材、做优做精

特色药材，全面提升中药材产业质量效益

和竞争力，加快推进中药材强省建设。

《意见》提出发展中药材产业的十项

重点举措。

科学规划生产布局，彰显道地药材优

势。立足我省地理环境、资源禀赋、文化

传统和产业基础等因素，因地制宜定品

种、定产地，引导优势品种向五大道地药

材产区（怀药道地药材产区、太行山道地药材产区、伏牛山道地

药材产区、大别山道地药材产区、黄淮海平原传统道地药材产

区）集聚。

加强资源保护利用，建设良种繁育体系。支持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龙头企业等积极开展珍稀、濒危、特有中药材种质资源

的调查、收集、保存、选育和繁育等工作，在五大优势道地药材产

区支持建设5个以上种质资源圃（库）。将中药材种业发展纳入

种业振兴工程，加快培育中药材育繁推一体化种业龙头企业，到

2025 年，中药材主要品种良种覆盖率达到 70%，2035 年达到

85%。

推行绿色规范生产，源头把控药材品质。在道地药材产区，

支持建设40个省级规范化道地药材种植示范基地，鼓励生态培

育和野生抚育，到2025年，建成林药模式重点县52个，新建林下

经济中药材示范基地120个。

大力培育龙头企业，增强产业牵引动能。支持龙头企业装

备升级、技术集成和工艺创新。对符合制造业“头雁”企业条件，

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超过10亿元、20亿元、30亿元、40亿元的

中药产业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100万元、200万元、300万元、

400万元奖励。到2025年，省级以上中药材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数量突破50个。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厚植核心竞争优势。支持河南农业大

学、郑州大学、河南中医药大学、省农科院等设立中药材专门研

究机构，高标准建设产业研究院、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产业创

新中心等创新平台。支持将中药材育种纳入神农种业实验室建

设内容。加快实施一批中药材产业重点科技项目，开展中药材

全产业链科技攻关，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深挖中医药经典内涵，全力打造领军产品。实施中药大品

种培育战略，聚焦六味地黄丸补益系列、双黄连抗病毒系列、牛

至替代抗生素系列、丹参活血化瘀系列等优势产品，着力打造一

批单品年产值达到10亿元、30亿元、50亿元的“豫药”大品种。

发挥区位枢纽优势，完善市场流通体系。鼓励郑州市规划

建设国家级现代化中药材仓储物流园和现代化中药材物流交易

中心。支持禹州传统批发市场创新药材交易模式，积极推进辉

县市百泉中药材物流中心建设。支持南阳市卧龙区、西峡县、确

山县、永城市、卢氏县、嵩县、虞城县、封丘县、郸城县、商城县十

大现代中药材特色产地交易中心建设。

加大品牌培育力度，提升“豫药”影响力。重点培育南阳艾、

“四大怀药”、伏牛山牛至、豫西丹参、济源冬凌草、大别山苍术等

豫产道地药材品牌。支持传统中药材大县创建省级以上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支持大宗道地药材和特色药材申报中国名牌农产

品。支持豫产道地中药材品种申报地理标志产品。

推进产业链群发展，激发聚合倍增效应。以龙头企业为链

主、以道地药材为基础，加快建设六大中药材产业链。在深入推进

怀药特色产业集群和温县、渑池、确山、禹州、宜阳、新县、嵩县等省

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基础上，再争创一批以中药材为主导

产业的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拓展多元价值功能，提升综合利用水平。实施中药材产业

换道领跑战略，大力支持中兽药、饲料添加剂、抗生素替代产

品、康养产品、药妆产品、功能性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

天然抗氧化剂及中药材植物源农药的创新研发、生产制造、市

场营销。发展“中医药+旅游”，引导中药材产业与文旅康养等

有机融合。

□本报记者 李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发展乡村

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贯彻落实好党的二

十大决策部署，不断做大做强乡村特色产业，省农科院

把科技和产业牢牢结合，紧抓院县共建现代农业科技示

范县项目，以科技成果赋能产业发展，带动县乡村技术

队伍，致力产业兴旺。

2022年 9月，省农科院与西峡县人民政府共同举

办“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县（西峡）菌果药高质量发展现场

观摩与技术交流会”，聚焦三大产业的现代科技成果展

示。“食用菌、猕猴桃、中药材（简称‘菌果药’）是西峡三

大特色农业产业。‘稳菌、固果、壮药’，科技与产业相结

合，把以香菇为主的食用菌、以猕猴桃为主的林果业、以

山茱萸为主的中药材三大特色农业发展结合政府的发

展战略，西峡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生态发展之路。”省农

科院食用菌专家、研究员孔维丽在会上表示。西峡县副

县长李松表示，西峡县积极深化“院县共建”合作，自

2018年与省农科院达成农业科技合作意向以来，省农

科院组织多批次各领域农业专家深入西峡开展技术对

接和指导，使一批优质项目和科研成果在西峡落地开

花，助推了产业发展。

院县科技合作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乡村振兴，找准路径至关重要。20世纪90年

代，西峡县委、县政府开始探索适宜本土的高效特色农

业种植，最终选择香菇、猕猴桃、山茱萸三大特色产业。

如今，西峡县香菇种植规模2.5亿至3亿棒，年产量

30万吨，产值30亿元；猕猴桃人工基地达14.2万亩，挂

果面积8万亩，年产量7.8万吨，产值7亿元；植物源中

药材173科 1125种，面积达 30余万亩，产值1.5亿元。

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17000元，居全

省前列，70%的收入来自三大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已经

成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我们感受到我县香菇、猕猴桃等特色产业

发展增速减缓，产品产业市场急需科技创新带动，稳定

产品质量，提升标准化、现代化水平。”西峡相关产业主

管负责人透露。如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

展？西峡县相关部门从省农科院的专家团队那里找到

了答案。

在省农科院持续科技力量的加持下，寨根、西坪、二

郎坪、丁河等乡镇先后建立了15个“菌果药”高质量发

展标杆典型示范基地，推广6个新品种、13项新技术，着

力解决了西峡县香菇四季出菇、“双改”，猕猴桃平衡施

肥、“采青”，山茱萸病虫害防控、黄精种苗快繁等技术瓶

颈10余项，为西峡菌果药三大支柱产业发展指明了方

向，为全县产业振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院县共建的经验多次得到总结和推广，诸多示范基

地的负责人津津乐道并从中获益。

专家进入产区 提供产业发展方案

五年来，从省农科院资环所所长、河南省食用菌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张玉亭到省农科院食用菌专家、研

究员孔维丽，先后有40多名农科专家赶赴西峡。人才、

资金、政策不断聚集。

围绕菌果药三大产业，省农科院资环所、芝麻中心、

加工所、植保所4个研究所，组建食用菌、中药材、猕猴

桃3个研究团队，汇聚育种、栽培、土壤肥料、加工、植保

5个学科人才，联合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上海市农

科院食用菌研究所，开展线上线下技术培训36期，现场

指导47次，还举办三场大型现场观摩会。

香菇产业的“四改四提升”、猕猴桃产业“五改五提

升”、中药材产业“两扩一减”具体方案……特色产业的

发展，有了纲就抓住了要领。孔维丽这样总结。

孔维丽提出，县域经济发展要“五起来”：一是活起

来，用足用活用好产业政策；二是串起来，将研发、种植、

加工、经销4个龙头串起来，将猕猴桃-中药材-香菇三

业串起来，将农户串到产业链条中；三是提起来，通过提

质增效、节本增效、循环增效，将效益提起来；四是通起

来，打通国外市场，打通技术转化路径，打通

食品医药领域；五是转起来，构建

农菌结合、林菌结合、药

菌结合模式，通过

循环和产业嫁

接，实现区域生产、生态协调。

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届全国香菇生产大会、猕猴桃

产品展示会在西峡举办，提高了“西峡香菇、西峡猕猴

桃、西峡山茱萸”三大品牌的美誉度和知名度，产业发展

“如虎添翼”。

标准植入产业 勇立绿色发展潮头

煤改电、煤改气（“双改”）是我省大气污染防控的重

点任务。2020年省污染防治攻坚领导小组下达了三年

完成食用菌产业“双改”任务，西峡是七个重点“双改”县

之一。而西峡县香菇种植有15个乡镇，分布在3800平

方公里山区，涉及千家万户。

山区无天然气只能改电，如果直接改电，灭菌成本

比煤增加近4倍。香菇生产成本太高，缺少成熟的节能

灭菌技术，势必会增加种菇负担，引起菇农抵触，影响产

业发展。张玉亭为此多次往返郑州、西峡两地，深入产

业实际，寻求切实有效的技术方案。张玉亭表示，“双

改”不仅是西峡的任务，也是全省的任务，作为技术专家

责无旁贷，整合人员加快研发节能灭菌技术为产业服

务。

西峡县食用菌协会会长王文成是节能灭菌技术项

目成员。他说，孔维丽带领全省的专家多次到全国设备

生产厂家、西峡香菇生产企业进行调研咨询，召开座谈

会，面对面征求种植户、制棒厂、管理部门等多方的意

见，很快制定了河南省接地气、非常实用的节能灭菌技

术标准，并率先在西峡推广应用。

有了技术和标准，降成本成为推广的关键。孔维

丽团队经过评估和测算，提出了“集中制棒”模式，通过

适度规模降低灭菌成本、提高灭菌质量。2年过去了，

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支持下，西峡县基本完成了“双

改”任务：全县新建香菇制棒厂 130多家，建成碳中和

试点110多个，香菇菌棒机械化生产规模达3亿棒，基

本实现全覆盖，每年节约燃煤 1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40.5万吨。西坪镇孙氏菌业总经理孙伟对记者说：“我

是第一个完成‘双改’的合作社，应用了省农科院提供

的节能灭菌技术，改进了装袋和灭菌工艺，完善无菌接

种工艺，灭菌温度比燃煤灭菌提高了 10℃，灭菌时间

缩短了3倍，灭菌成本与燃煤基本一致。”

除了节能灭菌工艺，孔维丽携团队联合热泵烘干设

备生产企业研发了河南省第一例香菇节能烘干工艺。

西坪镇孙氏菌业孙伟、双龙镇的王庆来，第一批引进基

地使用，烘出来的香菇颜色均匀，复水性、香味均较燃煤

灭菌好，比电烘干成本节约1倍以上。

西峡县菌办书记薛飞说，县里计划2023年大力推

广香菇节能烘干技术，彻底实现香菇全产业链绿色生

产。

突破技术瓶颈 插上科技翅膀

目前，西峡猕猴桃、西峡香菇、西峡山茱萸先后被

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生态原产地保

护产品、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菌果药三大产

业综合产值达到 260亿元，贡献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80%。

院县共建提出的猕猴桃“五改五提升”方案，其中之

一是改土壤。西峡县猕猴桃产业整体是以分散种植为

主，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省农科院研究员刘纯敏团队率

先分析了田关镇、西坪镇、丁河镇等8个乡镇的猕猴桃

园土壤养分，研究了影响猕猴桃品质的土壤障碍因子。

刘纯敏团队制定定制化的水溶性肥料配方，在重点示范

园区示范了药渣有机肥、菌渣有机肥、猕猴桃专用配方

肥等，果园优质绿肥施用面积达2300亩。通过土壤改

良、有机肥施用，化肥用量减少20%，土壤有机质含量

提升2%，产品糖度大幅提升。

“合作了 3年，采用省农科院专家的配方肥、水溶

肥、配施有机肥，种植的黄心猕猴桃亩均产量比农户增

加1000斤，80%产品的品质达到新西兰标准；金桃品种

氨基酸总量提高32.05%、可溶性固形物提高21.8%、可

溶性糖提高 56.8%、干物质提高 19.9%；徐香品种氨基

酸总量提高 5.8%、可溶性糖提高 4.5%、干物质提高

3.6%。”西坪镇一家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二郎坪镇1500亩山茱萸示范基地，西峡县药办

主任吴长银告诉记者，山茱萸是西峡中药材主导产业，

近年来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病虫害发生率高，影响了山茱

萸的品质。为此，省农科院芝麻中心李春明博士团队围

绕山茱萸绿色种植，相继研发了“一涂两诱一驱”病虫害

绿色防治关键技术，通过进一步矮化山茱萸株型，提高

了优质果率，现在9个山茱萸主产乡镇病虫害绿色防控

普及率达90%以上，农药用量降22%，优果率94%。

运用现代技术 引领发展方向

寨根乡是西峡县香菇种植规模较大、集中连片的基

地之一，集中连片规模约500亩。在长达13个月的生

产周期内，曾发生过一场大风几乎刮坏了所有大棚的塑

料薄膜，夏季连续5天35℃以上高温造成菌棒烧菌超过

30%，个别农户达到80%，几乎无收成的“灾难”。

孔维丽团队经分析，之前使用的二层遮阳网、一层

塑料膜加上竹木结构层架，已经沿用20多年。该香菇

品种生产方法应用超过15年，传统管理、集中上市成为

习惯。如何缩短养菌周期，实现周年供应、错峰上市、提

高效益是传统基地转型面临的重点。县里对专家研判

提出的方案双手赞同，建议示范基地建在寨根。随即更

换品种提高品质，改进培养出菇设施，改进保鲜措施，延

长货架期。

方案很快得到验证。寨根乡副乡长王国超指着4

个现代化标准大棚介绍：“占地1600平方米，大棚管理

全部实现自动化，通过调节光照、保温、降温等技术的实

施，实现高温时降温 10℃，低温时增温 5℃~10℃的目

标，通过搭配中温、高温、低温品种实现了香菇周年出菇

供应。西峡能够实现夏季出菇，多亏了省农科院的技术

和品种。”他激动地说，“四季菇棚”在去年7月 15日最

炎热的时间出了第一茬菇，1天卖了 3000元。别人都

没出菇，这个棚出了第二茬，已经卖了1.2万元，当时是

西峡县第一例，吸引全县16个乡镇及周边几百个种植

户来参观学习，证明了周年出菇、错峰卖菇是可行的。

没有特色就没有竞争力。五里桥镇黄狮村是传统

的猕猴桃种植基地，西峡县猕猴桃研究所所长魏新远

说，像这样的老基地西峡有几万亩，品种及管理跟不上，

猕猴桃病害越来越严重，病死的树很多，果园呈现严重

衰败现象，严重影响果农的种植积极性。为解决该问

题，省农科院研究员刘纯敏、植保所研究员王恒亮联合

桃办、研究所调研病害的起因、发病规律，制定了实施

“五改良”技术，“改良土壤、改良砧木、改良品种、改良树

形、改良模式”，两年下来，基地的猕猴桃生长态势明显

好转，成效显著，为全县猕猴桃老基地改造提供了示范

样板。

实施“稳一壮二促三”，即稳定山茱萸规模，壮大连

翘、鸡头黄精规模，促进三岛柴胡、金银花、苍术等中药材

适度规模种植，是西峡中药材产业发展的纲领。吴长银告

诉记者，为实现壮二目标，省农科院中药材团队在寨根乡

打造优质大果连翘示范基地，引进了大果连翘新品种，制

定了标准化管理技术方案，果形比当地品种大1/3，亩均

产量较当地品种提升10%以上。这项技术得到县中药

材研究所所长杜戈的支持，三年来带动全县连翘种植面

积达11000亩，其中千亩以上的连翘基地3个。

构建循环模式 化腐朽为神奇

香菇、猕猴桃、中药材是西峡农业的“三驾马车”，

也是西峡根据本地独特地理位置和资源禀赋的有效农

业布局。三大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下脚

料。3亿棒香菇，除去燃料消耗的每年剩余约1亿棒废

菌棒，猕猴桃修剪枝条每年约6.5万吨，中药渣、羊粪等

废弃物都在万吨以上。新时期粮食生产核心区多种重

要农产品全面保障和协同发展，需要以全产业链绿色

循环发展为核心。

张玉亭告诉记者，菌果药生产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

废弃物，要重新构建农业绿色协同发展机制，把菌渣、药

渣和猕猴桃修剪枝条基质化和肥料化利用起来，把猕猴

桃园冬闲期空间利用起来，推广一料双菇、果药间作、果

菇套种等技术。

魏新远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21年，他找到

孔维丽商讨猕猴桃枝条利用问题，经过分析化验后发

现，猕猴桃枝条木质纤维成分较高（纤维素18.1%、半纤

维15.0%、木质素25.8%），氮（C/N=33∶1）含量也不低，

是很好的种植草腐菌原料。当年由省农科院提供菌种

和技术，在丁河镇试种大球盖菇100平方米获得成功。

从科研成果到致富真经，省农科院发挥科研技术优

势，通过人员、技术、项目合作，强力推进菌、果、药科技

成果的转化应用，助推西峡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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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县共建促西峡菌果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022年12月29日，春节临近，尉氏县庄头镇巧媳妇基地牛家灯笼扶贫作坊迎来销售黄金季，工人们加紧赶制订单。李新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