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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市秦州区中药材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闫文娟
渊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农业局经济作物工作站袁甘肃天水 741000冤

摘要 简述了天水市秦州区中药材产业种植现状袁分析了目前该区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了中药材产业发展对策袁以
期为秦州区中药材产业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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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州区是天水市中心城区袁位于甘肃省东南部袁自古是野丝
绸之路冶必经之地袁是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典型雨养农业区遥
地处秦巴山区西秦岭北部袁属黄土高原梁峁沟壑区袁地势西
高东低袁属大陆性半高寒湿润气候区袁海拔 1 130~2 700 m袁

有限公司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袁在杨家寺镇杨家寺村尧三湾

村尧白家沟村种植中药材 200 hm2袁主要有金银花尧枳壳和皂
树等袁集中连片袁规模种植遥

1.2.5 汪川千亩中药材种植基地遥由天水丰瑞源苗木种植农

年均降雨量 531 mm袁无霜期 170 d 左右袁年均气温 10.72 益袁

民专业合作建设袁引进陇西县稷丰中药材有限责任公司的成

大袁降雨多袁较阴湿袁林区和林缘区较多袁自然环境条件适宜

中药材 133.33 hm2袁主要为臧柴胡尧板蓝根尧小柴胡尧苦参和

日照时数为 1 853耀2 267 h袁光尧热尧水资源丰富袁昼夜温差

套种植技术袁在汪川尧苏城尧大门 3 个乡镇 6 个行政村种植

多种中药材生长遥

黄芪等袁培育黄芪尧黄芩尧党参尧秦艽尧桔梗等种苗 6.67 hm2遥

2 存在的问题

1 中药材种植基本情况

2.1 种植规模偏小

1.1 种植基本现状

秦州区中药材种植区域重点分布在秦岭尧关子尧藉口尧

秦州区中药材大多数是由中药材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

杨家寺尧大门尧华岐尧汪川等 10 个乡镇袁涉及 113 个村袁种

的形式发展起来的遥由于农民思想意识淡薄尧小农意识强袁

冬花尧板蓝根尧金银花尧白芨尧败酱草尧甘草尧半夏尧黄芪尧红

模化程度低袁中药材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成规模优势袁给中药

植农户逾 7 000 户曰栽植的中药材主要有连翘尧杜仲尧柴胡尧

加上中药材生长周期长尧比较效益低尧连块成片面积小尧规

芪尧黄芩尧苍术尧党参尧枳壳尧防风尧牛膝和 紫菀等 32 种遥

材生产尧销售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袁制约了全区中药材产业的

1.4 万 t袁总产值 2.2 亿元遥

2.2 受市场波动影响大

1.2.1 秦岭万亩连翘种植基地遥由秦州区富民中药材合作

受市场波动影响较大遥首先袁农民在中药材种植上管理粗

至 2018 年袁秦州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0.5 万 hm 袁总产量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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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地规模生产现状

社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袁以秦岭乡石家河为中心袁带动马鞍

快速发展遥
中药材素有野药疯子冶之称袁野种多了是柴袁种少了是财冶袁
放袁导致产品质量不高袁直接影响秦州区中药材产业的稳定

山 尧 竹 林 尧 胡 家 山 尧 胡 家 山 尧 壕 平 子 等 13 个 村 种 植 连 翘

发展曰其次袁药农受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袁基本上延续传统

乡袁预计 5 年后进入盛产期袁产值将达到 1.14 亿元袁并申请

哄而下袁缺乏对市场的理性认识曰最后袁中药材企业与药农

1.2.2 大门千亩藏柴胡种植基地遥由秦州区盛辉农民专业

导致药材品种积压袁挫伤了药农生产积极性遥

666.67 hm2曰力争 3~5 年打造 1 333.33 hm2 天水本土连翘之

的种植经验摸索种植袁行情看涨时一哄而上袁市场疲软时一

GAP 认证袁使之成为天水唯一一家连翘 GAP 基地遥

未形成利益共同体袁生产与销售脱节袁加上信息不畅袁经常

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袁在大门镇穆沟尧张湾等村种植
藏柴胡 200 hm2袁以大门乡为重点袁辐射带动娘娘坝尧华岐尧

汪川等乡镇种植藏柴胡尧黄芪尧天麻等 666.67 hm2袁以甘肃天
草中药材有限公司为桥梁袁示范带动全区中药材建设健康
稳步发展遥
1.2.3 华岐千亩杜仲种植基地遥由秦州区羲源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的形式袁在华岐乡姚宋尧刘杜等村种

植中药材逾 200 hm2袁主要为杜仲尧藏柴胡和败酱草等袁以

2.3 品牌建设滞后
秦州区中药材生产企业品牌意识淡薄袁大部分产品无
注册商标袁产品包装粗糙简陋袁散包装或无包装直接外销遥
由于没有自主品牌袁产品附加值低袁市场竞争力弱袁产品优
质不优价遥
2.4 资金技术缺乏
由于缺乏工作经费袁新品种引进尧试验示范以及中药材
栽培技术指导与培训等工作难以开展遥目前袁秦州区尚无专

野合作社+基地+农户冶的发展模式袁采取立体种植袁间作套

门从事中药材种类尧种质资源尧药用植物品种尧生长发育特

种袁以基地为示范袁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中药材种植袁增加了

面研究的机构袁中药材发展缺乏产业发展后劲[1]遥

农民收入遥
1.2.4 杨家寺千亩金银花种植基地遥由天水茂丰中药材发展
作者简介 闫文娟渊1980-冤袁女袁甘肃天水人袁农艺师袁从事蔬菜新品种示
范引进尧新技术应用推广以及中药材尧蔬菜基地建设工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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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尧药理性尧环境对药用植物的影响尧产地加工和炮制等方
2.5 市场体系不健全

秦州区中药材市场体系建设处于初级起步阶段袁中药材
销售除企业自行加工销售外袁主要依托企业订单收购尧经纪
人收购尧集贸零售市场鲜售曰销售市场信息闭塞袁致使中药

闫文娟院天水市秦州区中药材产业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
材价格难以提高袁群众收入低而不稳遥药材销售依靠经纪人

司渊合作社冤尧市场和农户间的联动机制遥鼓励企业通过合

零星收购袁没有真正的药材市场袁阻碍了中药材产销一体化

同形式袁直接与农户建立种植尧购销关系袁形成野公司渊合作

和社会化服务袁影响了人们对中药材产业发展的重视程度遥

社冤+市场+农户+基地冶现代化种植经营模式遥鼓励有实力的

3 发展对策

龙头企业和销售企业渊合作社冤与农户签订订单袁推行标准

3.1

加强组织领导袁积极引导扶持

化生产袁带动基地发展遥企业为农户提供产前尧产中尧产后服

制定切实可行的中药材发展目标和主要措施袁合理规划

务袁提供药种尧药苗尧肥料尧技术服务袁以市场保护价回收药

布局袁引导药农有组织尧有计划地进行中药材生产遥成立中

材袁形成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公司渊合作社冤与基地尧企业

药材生产协会袁及时落实好发展中药材涉及农业尧林业尧卫

渊合作社冤与农户利益共同体袁推进中药材生产的产业化

生等多个部门的各项政策和工作经费袁协调解决中药材生

经营遥

产尧加工尧销售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遥坚持因地制宜袁突出

3.4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袁加大资金投入
为加快秦州区中药材建设步伐袁政府应制订尧出台具体

地方特色袁坚持科技创新遥
3.2

健全生产管理体系袁推广先进技术

扶持中药材加工企业尧合作社尧种植大户尧基地建设相关兴

中药材生产标准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给中药材生产带来

农尧支农优惠政策袁把对中药材产业的扶持与发展放在更突

的新课题遥首先袁要加强中药材生产质量监控体系建设遥根

出的位置袁并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遥加快中药材技术人才

据中药材的品质特点和生长特点袁建立完善尧全过程的中药

培养袁把中药材科研经费和人才培训费用纳入财政预算遥紧

材生产质量标准控制体系袁立足源头控管袁强化生产管理袁

紧抓住省尧市启动中药材板块的机遇袁加大中药材项目申报袁

规范中药材种植袁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袁切实加强中药

积极争取省财政尧省农业厅对秦州区中药材板块的支持袁加

材市场管理 遥其次袁要坚持科技兴药方针袁不断创新科技推

大在新品种新技术引进尧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入曰对

广方式尧方法袁推进秦州区中药材生产标准化袁实施野走出

已有的农贸市场袁结合小城镇建设与开发袁加大资金投入袁提

[2]

去尧引进来冶战略遥

高信息服务功能袁使其尽快形成网络[5]袁进一步促进秦州区

3.3

中药材产业持续健康发展遥

注重龙头带动袁推进产业化经营
一是积极扶持天森药业公司尧茂丰中药材公司等重点龙

头企业袁发挥企业带动作用遥切实将各项措施真正落到实处袁
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袁充分发挥企业及市场的带动作
用袁力促中药材生产基地化尧规模化和规范化袁把秦州区中
药材产业做好尧做大尧做强袁带动药农增收致富[3]遥在产品开
发上袁积极推进中药饮片渊天水茂丰中药材公司冤生产袁对天
麻尧党参和桔梗等药食两用药材进行小型化尧精品化尧礼品
化包装袁开发保健药酒尧药膳尧药饮和药浴等[4]遥二是建立公
渊上接第 90 页冤

3.3

产优质抗病品种袁改善农田水利尧交通等基础设施袁提高农

加大宣传力度袁激发内生动能

业机械化推广应用水平[4]袁培育以农户为主的专业合作社等

学习借鉴毕节等马铃薯产业发展较好地区的经验袁利

新型经营主体袁推进产供销一体化建设袁提高产业组织化程

用广播尧电视尧网络尧报纸尧图书等形式加大在主流和新兴媒
体上的宣传力度袁宣传普及马铃薯营养知识袁推广主食产品遥
举办富有地方特色的马铃薯节尧马铃薯营养活动周尧产品交
易会和营养餐推广等活动曰举办马铃薯产业开发成果展袁展
示马铃薯产业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经验和成效袁吸引社会
力量积极参与马铃薯产业开发[3]遥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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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资金投入袁改善基础设施
建设具有仓储尧物流尧交易尧信息发布等多种功能的大

型马铃薯交易市场袁筛选出 2 个以上适宜昭阳区种植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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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 10 cm 的范围内选出嫁接部位袁在枝上方留 4~5 片叶后去
顶曰灵活掌握接芽方向袁中心干芽方向朝里袁其余侧枝芽朝
枝背或一侧袁以利于树形恢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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