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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桥药香飘四海

风采

11

振兴崛起正当时

湖南邵东市廉桥镇以“中药材特色小镇
中药材特色小镇”
”高质量发展推动打造“国家级特色农业产业强镇
国家级特色农业产业强镇”
”
□ 王晓辉

解放前夕，廉桥镇群众发挥区位

“网”，促使廉桥集全国药材之大成，囊

优势，开设药材庄行十余家，临时从事

括南北川广等天下药材于各家药行

中 医 药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瑰 宝 ，是

药材收购者数以千计。1995 年，经国

中，形成了“人无我有，人缺我全”的大

5000 多年文明的结晶，在全民健康中

家二部三局首批验收合格，廉桥镇被

市场格局。

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

确定为全国十大专业药材市场之一，

调，
“ 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

成为
“南国药都”
。

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

搭 乘政策东风，产业飞速发展。

2014 年湖南省政府下发《湖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药材产业
发展的意见》明确，以廉桥中药材市场

化、产业化。”地道的中药材是中医之

全国超 25 省的
“药人”
常年在廉桥中药

为核心，建立中药材电子交易平台和

根、中药之魂，中药材产业是中医药工

材市场从事药材、药械等相关产业经

市场信息平台，建设国家级中药材集

业和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营，
廉桥镇又是我国南部中药材的重要

散中心，打造辐射全省及周边省市的

集散地，
无数优质中药材通过廉桥销往

中药材商贸集散地。廉桥中药材产业

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药香远飘万里。

借助阵阵东风，加速向规范化、规模

近年来，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廉
桥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廉桥镇标准化中药材种植基地一角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数千年中药

目 前 ，廉桥镇共有中药材经营户

文化和技艺传承，大力实施“以药兴

1200 多户、门店 1488 间，经营中药材

2018 年 7 月，中国廉桥中药材仓

梗、玄参等道地药材味正气浓，量、质

医院等二级甲等医院以及丰沃达、千

产业与文化创意产业无缝嫁接，已开

镇，以药富民”战略，把中药材产业作

2000余种，
从业人员达1.1万人，
日吞吐

储物流交易中心开业，这是中国仓储

均居全国之首。镇内有中国驰名商标

金、九芝堂等各大医药公司都有长期

辟炉前—瓦子坪片区的芍药牡丹观光

为特色重点产业来抓，打造国家级特

药材400多吨，
年交易总额逾82亿元，
其

与配送协会规划的第一家与中药材市

“松龄堂”
、省级农业龙头企业“弘华中

合作关系。公司 2020 年营业收入达

休闲基地、廉桥众福村—天台两大中

色农业产业强镇，先后被评为“全国农

中线上交易额已达6亿元，
在全国17大

场交易联结在一起的物流基地，弥补

药饮片公司”
“ 南国药都”等 9 家中药

到 1.58 亿元，2021 年营业收入预计超

药材观光休闲景点。依托炉前水库和

业产业强镇”
“ 湖南省特色产业小镇”

中药材专业市场中综合排名第4位，
且是

了湖南省中药材线上、线下交易平台

饮片深加工企业，
年产值达 45 亿元。

两亿元。

天台山水库的秀美景观，融入中药文

“湖南省生态示范镇”
“ 湖南省统筹城

目前唯一坐落在乡镇的中药材专业市

的空白。

乡建设示范镇”
“湖南省最具民生幸福

场。玉竹、玄参、射干的产销量占全国

感乡镇”
“全国重点镇”
“湖南省产镇融

80%的份额，
杜仲、
厚朴占全国70%的份

合示范镇”。在中药材产业的带动下，

额，
白术、
百合占全国50%的份额。

当地经济迅猛发展，2020 年全镇农民

廉桥镇党委书记申战云介绍说，

化、集群化、融合化方向发展。

廉桥镇中药材相关配套产业也在

化元素，打造“基地＋休闲”型景点，朝

牌’，廉桥镇在做大做强中药材种植、

“依托中药材市场这一‘金字招

蓬勃发展。湖南中药材博物馆完成规

着集旅游度假康养文化于一体的“中

为主的大宗商品交易，通过电子商务、

精深加工、科技研发、仓储物流等几大

划设计，已建成中药材互联网交易平

药材特色小镇”
大步迈进。

价格指数和中药材大数据库，
建立一套

产业上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发展格

台。廉桥镇与湖南农业大学、湖南中

完善的中药材全产业链溯源体系。同

局。其中，精深加工是我们的核心竞

医药大学、中南大学等高等院校合作，

该交易中心大力发展以道地药材

抓党建 优环境
乡村振兴画卷越来越美

人均纯收入达 35,350 元。

该镇突出对“南国药都”整体品牌的塑

时，通过中药材仓单质押业务平台、集

争力，是将产业优势转化为强镇富民

建立中药材第三方质量检验检测体

中药香 香千年
“南国药都”
名片越擦越亮

造，建立健全医药品牌培育、发展和保

中撮合交易业务平台、
现货挂牌竞价平

经济优势的关键。”廉桥镇党委副书

系，委托开展中药材生物技术研究；

护机制，鼓励引导本地企业加大力度

台、应收账款保理等一系列的产业+金

记、镇长叶呈志信心满满地表示，廉桥

2021 年 9 月 17 日，德生干细胞生物战

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堡垒无言，却能

实施品牌发展战略，形成一批全国知

融服务平台，
真正实现产融结合。

一个党组织就是一座堡垒，一名

镇将着力打造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

略合作项目正式签订协议，一个总投

汇聚强大力量；旗帜无声，却能引领前

“医不到廉桥不灵，药不到廉桥不

名药企和医药品牌。廉桥镇从原先的

插上电商的翅膀，廉桥镇中药材

按照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规格

资超过 10 亿元、用地约 110 亩的生物

进方向。

香”，通过这一俗语可以想象当年廉桥

“小打小闹”向现代化农业发展，形成

生意越发兴隆。
“ 我们公司 2018 年开

定位，积极参与国内外竞争、开拓国际

科技项目将落户廉桥医药工业科技

近年来，
廉桥镇在镇委、
镇政府的领

了种植标准化、加工园区化、市场专业

展网络销售，与国内医药类电子商务

市场。

园；近日，又与中科院签订战略合作协

导下，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化、仓储规范化、物流网格化的发展格

平台合作，将中药饮片上线销售，既节

廉桥医药工业科技园由邵东经济

议，依托中科院植物科研平台，在廉桥

用，
团结带领广大群众，
以党建为统领，

局，正朝着“新增 100 万亩种植基地、

约了成本，又拓展了市场空间，客户遍

开发区开发建设，规划面积 3 平方公

医药工业科技园建立高标准产品质量

落实落细
“中药材特色小镇”
建设任务，

里，总投资约 68 亿元。项目分三期建

检验所，严格农药、化肥、植物生长剂

狠抓乡村振兴发展，
为全镇经济社会和

设：第一期建设用地 1 平方公里，投资

等使用管理，分区域、分品种完善中药

谐稳定、
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约 20 亿元；第二、三期建设用地共两

材农药残留、重金属限量标准，更重要

今年 6 月 28 日，在廉桥镇药材市

平方公里。项目被列入湖南省“5 个

的是利用合作契机，培育本地医药产

场会展中心举行由廉桥镇党委、镇政

100”重大产业项目，是湖南千亿中药

业科技人才，大力推行中药材生态种

府主办的庆祝建党 100 周年暨“七一”

材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植、野生抚育和仿生栽培。在现代生

文艺汇演，海选出的 14 支队伍进行表

物科技的加持下，在廉桥流传千年的

演，中间穿插 4 个特约节目。节目形

传统中药材产业正在蜕变升级。

式多样，有舞蹈、小品、合唱、舞台剧以

药材生意的盛况。
廉桥之源在于“药”。由于地理条
件方面的独特优势，廉桥很早就成为

科技园以“医研、医造、医展、医
疗、医闲”为主题业态，以药材加工、生
物医药、医械制造、产业物流四大产业

有中药材特色产业的强有力支

及 T 台秀，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奋

体系核心，以功能食品、中药材深加

撑，廉桥镇的乡村振兴成色更足。以

斗、奋发、奋进的光辉形象。廉桥镇党

工、医疗器械为生产主体，打造集研

玉竹、玄参、白芍、丹皮、射干为主栽品

委书记申战云带领镇机关干部、村“两

发、生产、包装、物流、营销于一体的现

种，廉桥镇中药材生产品种达 120 余

委”成员、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各

代中医药产业园区。现有入园企业 9

种，种植面积达 2.6 万亩，种植户 3200

学校、医院、天宏药业、自然堂药业等

家，其中在建及投产企业 7 家，包括弘

余户，中药材种植业年产值达 1.4 亿

企业党员职工代表 5000 余人观看汇

华、自然堂、润天药业、智康医疗器械、

元，有专业合作社 19 家，中药材加工

演，线上直播观众达 4 万余人。在中

春可回、明舜制药、松龄堂，总投资近

企业 69 家，就业人员达 5000 多人，带

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之际，廉桥人

10 亿元。

动邵东及周边县市中药材种植 10 多

民用热情的歌舞表达了对祖国、对党

万亩，拉动中药材生产加工企业 1200

的热爱，进一步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

多家，
成为邵东中药材产业的龙头。

凝聚力和战斗力。汇演现场对作出突

位于科技园的湖南省自然堂中药
饮片有限公司是湖南省重点中药饮片

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隋忠诚（左三）在邵东市委书记周玉凡（右三）、廉桥镇党委书记申战云
（右一）陪同下，考察调研廉桥镇中药材专业市场，
听药材经营户介绍市场情况。

生产经营企业，占地面积 40 亩，建立

廉桥镇前进的脚步没有停下。11

出贡献的个人、集体进行表彰，树立典

了完整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和保障质

月 7 日，在长沙召开以“迎乡贤建家乡

型、打造标杆，充分发挥榜样力量，带

量管理体系，拥有 5 项生产技术设备

改陋习树新风 兴产业振乡村”为主题

动全镇人民一心谋发展。

专 利 ，年 可 生 产 加 工 中 药 饮 片 7000

的廉桥籍长沙乡贤座谈会，邀请政商

4 月 7 日，全镇 37 个村（居）集中

吨。风选机、筛选机、洗药机、润药机、

领域 20 余位乡贤，共叙乡情乡谊，共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驻

切药机、刨片机、蒸煮锅、电磁炒药机、

商发展大计，共话乡村振兴。漂泊在

村干部、
“ 两委”干部、党员代表、入党

煅药炉、炙药锅、脱皮机、热风循环烘

外的游子们满怀振兴家乡中药材产业

积极分子等 1000 余人参加；11 月 19

古代交通要津，占尽地利之便。邵阳

办好 100 家医药企业、实现 100 亿元

布全国各地。”湖南省松龄堂中药饮片

箱、敞开式烘箱、包装机……公司拥有

的热忱献计献策，从药膳开发到中医

日，镇机关党支部发起镇区卫生大清

自古以来有三条古商道连通长沙、衡

医药产值、带动 100 万人实现就业”的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曾必正说，

的先进现代化中药饮片加工生产设备

药特色旅游，
一个个点子层出不穷。

理 活 动 ，各 驻 廉 单 位、社 会 团 体、村

阳 ，其 中 ，大 东 路、中 东 路 均 途 经 廉

目标前进，将建成以中药材为主线，集

“我们的玉竹、人参等重要产品销往全

让人目不暇接；高效液相色谱仪、蒸发

各村也积极发掘乡贤资源，架起

桥。这两条绵延千年的古代商道，是

高端中药材、文旅康养于一体的区域

国 各 地 和 东 南 亚 ，2020 年 产 值 突 破

光散射检测器、荧光检测器、原子吸收

村企合作桥梁。太阳村以本村乡贤为

吞吐药材的黄金之路。

联动的全国闻名
“中药材特色小镇”
。

3.6 亿 元 ，今 年 产 值 目 标 向 4 亿 元 迈

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仪、紫外分光光

桥梁，筑巢引凤，与北京智联在线科技

通三江 达四海
创新创业路子越走越宽

进，
名列全国同行业前茅。
”

有药就有医，历代医家行医种药
的实践与贡献为廉桥成为“南国药都”
提供了丰富源泉。自古迄今，廉桥周
边医家药师不可胜数，其中不乏名留
史册的医药大师。

（居）党员志愿服务队共计 200 余人积
极响应参与。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下移、资

度计、酸度计、快速水分测定仪、十万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太阳村乡村振兴

源下沉，实现文化活动场所、健身器材

电商促进企业加速发展。松龄堂

分之一精密电子天平、万分之一电子

整体合作意向书》，以村集体股份经济

“村村有”
；
村民文化活动丰富，各村自

拥有标准化厂房 23,460 平方米、标准

天平、离心机、马辐炉……公司先进的

合作社占股 20%共同成立邵东创富建

主开展广场舞、太极拳等活动；各种文

“一担箩筐一把伞，出门几年当老

生产线4条，
产品600余种。近期，
拟在

检验仪器达 30 多台套，让产品质量更

设开发有限公司，走打造“数字智慧太

艺汇演和农民运动会等文化体育活动

板”
“破衣烂衫去，长袍马褂归”……廉

现有基础上征地扩建新厂区84亩，
增加

有保障，
满足不同客户的各种需求。

阳 ”的 乡 村 振 兴 之 路 ，成 立“ 共 富 超

组织有序，村民获得感、幸福感不断上

据传，唐朝“药王”孙思邈曾在廉

桥人靠着一双脚丈量南北，又通过“亲

药食同源（大健康养生保健）及中药配

科技园的弘华公司成立于 2011

市”，为村民打造农产品销售平台，村

升……当前，
“能力廉桥、美丽廉桥、宜

桥悬壶济世，明朝医学家李时珍搜集

帮亲”
“邻带邻”的方式，使药商队伍以

方颗粒生产线两条，
建设农产品及中药

年，经过 10 年的发展，已从当初的家

内 6 户脱贫户、监测户、五保户纳入

居廉桥、富裕廉桥、和谐廉桥”的“五

《本草纲目》药物标本时，也曾到廉桥

“滚雪球”的方式不断壮大，足迹踏遍

材检验检测中心，
创建国家级农业产业

庭式小作坊脱胎成为现在的现代化中

“超市”项目帮扶范围，盈利的 80%将

个廉桥”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镇容

化龙头企业和湖南省高新科技企业。

药企业，是一家省级龙头企业，拥有自

住过半月之久。后人在孙思邈悬壶济

赣、鄂、滇、黔、蜀等省份。

世的地方建造药王殿隆重纪念，已成

廉桥药商常年在外地奔波，熟悉

为县级文物单位。每年农历 4 月 28

药材产区的品种、数量、特性等，开始

日，廉桥都要举行盛大的
“药王会”。

根据对不同药材产区的了解和认识，

北宋理学大师周敦颐担任邵州知
州以来，
“ 儒医”逐渐成为一些官吏和

分别经营不同路道的药材，从外地药
材转运倒卖向药材批发转变。

文人的时尚职业。他们承袭“不为良

为了掌握货源，控制药材购销，精

相，则为良医”的理学思想，怀仁和之

明的廉桥药商经常直接到各药材主产

性，抱精诚之德，
习医种药，
救死扶伤。

地收购药材。他们于秋冬季节派出专

“石蕴玉而山辉，水含珠而川媚。”

廉桥镇因药材而建、因药材而兴，
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丹皮、玉竹、桔

直接用于村民分红。

镇貌和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除在中药材产业各环节发力外，

党建引领聚合力，乘势而上抓产

网络健全，线上线下双联动，线下销售

廉桥镇还积极探索中药养生与中医医

业，真抓实干促振兴。廉桥镇以“中药

覆盖湖南、广东、江西等 10 多个省份，

养等现代服务业，立足本地中药民俗

材特色小镇”高质量发展推动打造“国

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株

文化，发展以中药材为依托的休闲旅

家级特色农业产业强镇”
正当其时。

洲市中医院、邵阳市中医院、衡阳市中

游、家庭园艺等特色产业，实现中药材

（本文配图由廉桥镇政府提供）

人坐地收购，
边收边运，
直到年底收场。

一代代前贤在此采药行医，他们的实

有些药商还常年在地道药材产区

践经验和药学理论薪火相传，对廉桥

承 包 山 地 ，专 门 为 自 己 种 植 紧 俏 药

中药业的发展起着潜移默化、推波助

材。遇到药材行情紧俏的时候，他们

澜的作用。

在廉桥接到“订单”，直接在产地把收

明清时，廉桥成为粤赣鄂蜀四方

购或者种植的药材发给购货商，并不

药材中转的结点，廉桥本地出产的玉

迂回廉桥转运，以抢占先机，同时加速

竹、玄参、桔梗、射干、乌药等药材大量

资金周转，提高经营利润。

外销。据光绪年间的《邵阳县乡土志》

一业旺 百业兴
特色产业链条越拉越长

己的商标品牌和专利技术。公司营销

这种“买天下药材、卖天下药材”

记载，明清时期，宝庆东大路入廉桥横

的经营模式貌似简单，实际上却结成

过，沿线开有几十家店铺。

了一张巨大的包罗全国各地药材的

廉桥镇中药材专业市场航拍全景图

廉桥镇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