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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的中药，在全国曾有怎样的地位？
一组过去的数据说话，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全国仅有 5.5 亿人口，而浙江竟有 400 万人
从事中药材种植！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健康浙江建设中
的独特作用，宣传“浙产名药”品牌特色。为
进一步推进浙产药材持续健康发展，保证中
药饮片临床应用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浙江省
中医药学会、浙江省中药饮片产业协会联合
开展 2019“浙产名药”（中药饮片类）宣传
推介活动。

创新推动产业发展之路

9月 23日，在中国中药协会、浙江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浙江
省中医药学会、浙江省中药饮片产业协会等
中药权威部门负责人的见证下，浙江省正式
公布入列宣传推介目录的“浙产名药”10个
品种。

它们是（排名不分主次）——浙江景岳
堂药业有限公司的杭菊、醋延胡索，浙江钱
王中药有限公司覆盆子，浙江桐君堂中药饮
片有限公司六神曲，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饮
片有限公司白术、浙贝母、温郁金，杭州华东
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前胡、山茱萸，衢州南孔
中药有限公司麸衢枳壳。

此次“浙产名药”宣传推介活动主办单
位之一的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肖鲁伟介
绍，“2019‘浙产名药’宣传推介”活动，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推出的：2019年，是我国实现
全面小康的决胜之年。没有全民健康，就没
有全面小康。“浙江中医药，特别是中药产
业，如何通过产业创新振兴发展，充分发挥
自己独特优势，与‘浙派中医’齐头并进，共
同成为全民健康、健康浙江建设的中医药两
大力量，为全民健康作出更大贡献”？在
2017年浙江省成功打造“浙派中医”的基础

上，通过对“浙产名药”的宣传推介，打响“浙
产名药”品牌，创新推动浙江中药产业的高
质量发展，正是一条有效的、接地气的和有
重要现实意义的路。

今年5月，首批“浙产名药”宣传推介活
动推出，凡由浙江省医药企业生产的中药成
品药（中成药、中药类注射剂、中药提取物和
道地中药饮片），经过自主申报、专家评议、
社会公示等程序，列入“浙派名药”宣传推介
名录。他们是杭州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
的强力枇杷露；浙江康恩贝中药有限公司的
复方鱼腥草合剂；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司
的康莱特注射液－软胶囊；寿仙谷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的灵芝孢子粉（破壁）；万邦德制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银杏叶滴丸；浙江新光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黄芪生脉饮；正大青春
宝药业有限公司的参麦注射液；浙江康恩贝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天保宁牌银杏叶片；杭
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的百令胶囊；正大
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养胃颗粒；浙江佐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乌灵胶囊．杭州胡庆余
堂药业有限公司的胃复春片；浙江康恩贝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前列康牌普乐安片。

高门槛评出浙江优势品种

为了体现权威性和公信力，本次中药饮
片类的评选设置了更高的门槛。据此次“浙
产名药”宣传推介活动的另一家主办单位、
浙江省中药饮片产业协会秘书长王志安介
绍，除必须是“依照我国法律设立登记，注册
地及主要产地在浙江省的医药企业”，要想
入选，还要符合“企业所拥有的品牌已依照
我国商标法取得商标权；所申报的中药饮
片，原料药材要求基源明确，药材产地及饮
片炮制地必须为浙江省；外观性状与内在质
量皆稳定、优良，具备较高的临床价值及安
全性”等高标准。换句话说，中药材要种植

在浙江，炮制加工也要在浙江省，行业内和
社会影响力要足够强，对城乡居民的健康贡

献必须大。
整个评选环节更为严格，从自主申报

开始，到形式审查，入选公示，专家初评，现
场考察，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多道环节，
把关的评审专家都是浙江省中医药界的权
威。

活动评委、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基础理
论分会副主委、浙江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
师、资深临床中药学教授宋捷民教授说，浙
江省的中药饮片，拥有强大的种植、生产基
础，像“浙八味”、新“浙八味”，都给浙江省中
药饮片的炮制生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评
审中可以发现，浙江省中药饮片的品质之
好、数量之多，都构成了浙江省中药在全国
的独特优势。也因此，本次活动一经推出，
立即得到了全省相关药企和机构的广泛响
应，共 13 家企业 32 个产品参加这一场角
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能够跻身 2019

“浙产名药”宣传推介目录，打响“浙产名药”
品牌，助力浙江中医产业的发展，助力健康
浙江建设。

浙江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王晓
鸣教授介绍，“浙产名药”宣传推介办公室根
据活动的原则——严格的标准，公平的程
序，公正的筛选，权威的认定，通过多道严格
的程序，在全省众多著名或知名中药饮片
中，精选出最具浙江特色、最具代表性和最
能体现浙江中医药优势的品种，列入目录进
行公示，并最终确定6家企业的10个中药饮
片品种。

从名单上看，这一次上榜的“名药”饮
片，都是在全省、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广
泛用户。正像参加今天发布会的浙江省药
监局副局长邵元昌所说，以此次入选标准来
衡量，这些“浙产名药”是名副其实的好药。

作为中国中药产业的一个权威机构，中
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对此次推介宣传“浙
产名药”的评价是：正是时候，意义重大。

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吴建锡，则
在会上通过点评此次活动，为大家描绘了浙
江中医药产业发展的美好前景。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于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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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产名药”（中药饮片）新闻发布会现场。

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肖鲁伟等为“浙产名药”（中药饮片）
授牌。

9月23日，在中国中药协会、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浙江省中医药管理局、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浙江省中药饮片产业协会

等部门负责人的见证下，10个品种“浙产名药”（中药饮片类）公布。在浙江省成功打造“浙派中医”的基础上，通过对“浙产名

药”的宣传推介，打响“浙产名药”品牌，创新推动浙江中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品种优异

杭白菊 药用菊花在长期的人工栽
培中，历史上逐渐形成了杭菊、毫菊、滁
菊、贡菊、怀菊、济菊、祁菊等 8 大品系。
杭菊品系是目前引种范围最广且使用量
最大的品系。作为杭菊原产地的浙江桐
乡，对比相同栽培类型药用菊花总黄酮、
木犀草素、槲皮苷、绿原酸含量总体高于
江苏射阳、湖北麻城以及山西茵城所引种
的杭菊栽培类型。桐乡杭菊具有品种产
地优的特质性。获得“浙产名药”（中药饮
片）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的杭白菊基地
为桐乡，保证了产品的优异 。

温郁金 郁金有 4个不同的品种，为
姜科植物温郁金、姜黄、广西莪术或蓬莪
术的干燥块根。前两者分别习称“温郁
金”和“黄丝郁金”，其余按性状不同习称

“桂郁金”或“绿丝郁金”。20世纪70年代
初，医药专家发现温郁金可提取莪术挥发
油，油中含有呋喃二烯、莪术二酮和榄香
烯等活性成分，具有抗毒、抗炎和抗肿瘤
的功效，可用于治疗宫颈癌、肺癌、肝癌、
乳腺癌、胸腹水、小儿病毒性肺炎等多种
病症。当时，原卫生部曾委派沈阳药科大
学相关研究人员赴浙江瑞安地区对温郁
金进行考察检测，发现与其他产地相比，
其莪术油含量更高，生物活性更强。瑞安
温郁金品种具有抗癌成分唯一性的特点，
一举奠定了温郁金在整个郁金家族中的
地位。浙江中医药大学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出产的温郁金饮片，获得“浙产名药”
（中药饮片）。在温郁金道地产区浙江温
州瑞安市，建有 1500 亩温郁金规范化种
植基地以及500亩温郁金种苗基地。

衢枳壳 衢枳壳来源为芸香科植物
常山胡柚的干燥未成熟果实，2006 年常
山胡柚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5版浙江省中药炮制规范收载。其主

产地在浙江衢州常山、柯城、衢江。为浙
江省“新浙八味”之一。衢枳壳性寒味苦，
具有理气宽胸、行滞消涨、镇咳化痰、清热
解毒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衢枳壳
具有保肝、抗菌、抗氧化、降血脂等药理作
用。获得“浙产名药”（中药饮片）的衢州
南孔中药有限公司的衢枳壳，在衢州常
山、柯城、衢江与多家合作社合作建有衢
枳壳药材种植基地，每年收购约100吨。

炮制优良

六神曲 六神曲是中药临床上最常
用的一种曲，称为“众曲之王”，奠定了曲
类中药的发展基础。建曲、采云曲、半夏
曲均在六神曲的基础上发展出来。浙江
桐君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产的六神曲从
原料配比到制备工艺上均具独有的特
色。浙江产的六神曲麦麸、面粉只占总固
体的 52%左右，其他 5味药的投入占 48%
左右。药物含量高，药效更明显。辣蓼、
青蒿、苍耳草以鲜品水煎液混合均匀后拌
曲发酵。有试验表明青蒿、辣蓼、苍耳草
的最佳添加方式为，以鲜品水煎液混合均
匀后拌曲,发酵后，六神曲的酶活力可达
49.372mg.min-1.g-1（酶动力学的单位），
可溶性淀粉含量可达7.96%，可溶性多糖含
量可达 16.65%，明显高于市售的六神曲。
所产中药饮片六神曲获得“浙产名药”（中
药饮片）的浙江桐君堂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是“浙帮发酵”炮制法传承最完整的单位，
继承古法炮制，保证了产品的优异。

醋延胡索 延胡索主产于浙江金华，
为“浙八味”之一。据浙江东阳县志记载，
延胡索在唐朝末期开始种植，东阳产者个
大黄亮，质坚饱满，历代为优质药材。20
世纪60年代以前，只有浙江一地有产，浙
江以东阳、磐安为主产地，当时年产销量
在 20万～32万吨，后在湖北、安徽、陕西
也引种成功。据现代研究，延胡索之活性

成分为多种生物碱，其中主要止痛成分延
胡索乙素“几不溶于水及碱性水溶液，仅
与酸结合成盐后才溶于水”。因此，本品
入药时，大多经醋制过，醋制可大大提高
其溶出率。获得“浙产名药”（中药饮片）
的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的醋延胡索，
企业内控质量标准延胡索乙素和浸出物
均高于国家标准，并在东阳市马宅镇雅坑
村合作建立延胡索种植基地，该基地面积
200余亩。

道地优质

山茱萸 清代《本草崇原》记载“山茱
萸，今海州、兖州，江浙近道诸山中皆有。”
清朝，浙江开始有种植。1959 年科技卫
生出版社《药材资料汇编》指出山茱萸产
地主要在浙江之淳安、昌化二县。最高年
产量估计达 4000 担左右，以淳安所属产
区为最好。浙江产的山茱萸，公认其质
佳，疗效好。获得“浙产名药”（中药饮片）
的杭州华东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山茱萸
饮片有效成分莫诺苷和马钱苷总含量超
出药典标准 100%，产品基地为道地药材
产地杭州市临安区。

前胡 来源为白花前胡，主产浙江、
湖南、四川。浙江以淳安、昌化为主产区，
浙江前胡以品质优良为市场所称道。浙
产前胡以肥壮結实，内肉黄白色，断面具
菊花心，质柔糯，味微苦，有芳香气为优。
其中黑皮（铁皮货）最佳。获得“浙产名
药”（中药饮片）的杭州华东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的前胡，产品基地为道地药材产地浙
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品质优良。

覆盆子 来源于蔷薇科植物华东覆
盆子的聚果实。覆盆子入药，始载于南北
朝时期的医书《名医别录》，其曰覆盆子

“主益气轻身，令发不白。”过去覆盆子主
要为野生，主产浙江、安徽等地，品质优
良，但随着野生资源逐渐减少，药材价格

大幅上涨，浙江、安徽、福建等多地开始种
植，目前浙江为全国最大主产区，全省覆
盆子种植面积7万多亩，产值4亿多元，约
占全国 50%。获得“浙产名药”（中药饮
片）的浙江钱王中药有限公司的覆盆子，
产品基地为产地浙江省江山市，种植面积
达5000亩，原生态生长，品质优良。

历史悠久

白术 白术道地产区以浙江省绍兴
市、金华市等为中心，是有名的浙八味之
一。早在明代万历年间的（《钱塘县志》）记
载：“白术生杭越，以大块紫色为胜，产于潜
者最佳。”明清以来于潜产的白术一直被
列为贡品。可与人参相提并论，药界常
称“南参北术”，《本草从新》提出野术代
替人参。生药学前辈赵燏黄指出“湖广
术、云头术、鸡腿术、狗头术之类，属于白术
中之劣品”。明清医家在长期实践中推崇
浙江产的白术，公认其质佳，疗效好。获
得“浙产名药”（中药饮片）的浙江中医药大
学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白术，产品基地为
道地药材产地浙江省天台县、磐安县。

浙贝母 宋朝《政和本草》记有“越州
贝母”，这是浙江产贝母的首次记载，明代

《本草品汇精要》书中贝母专立道地一项，
“峡州，越州”。峡州贝母即为川贝母，越
州即为浙贝母，清《本草纲目拾遗》记载：

“浙江惟宁波之樟村及象山有之。”20 世
纪 60 年代以前，全国只有浙江一地有产
浙江贝母，是著名的“浙八味”之一，现主
产于宁波、金华。市场竞争力强，享誉海
内外。获得“浙产名药”（中药饮片）的浙
江中医药大学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的浙贝
母在浙贝母道地产区浙江磐安和宁波鄞
州各建有 500亩种植基地，产品浸出物与
贝母素甲与贝母素乙均高于药典标准。

（作者为中华中医药学会中药基础理
论分会副主任委员）

“浙产名药”中药饮片特点
宋捷民

2019“浙产名药”（中
药饮片类）宣传推介活动
中，13家企业 32个产品参
加角逐，最终 6 家企业的
10 个中药饮片品种入列

“浙产名药”。
6 家企业中的浙江中

医药大学中药饮片有限公
司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于
1989年投资成立。公司拥
有主导产品中药饮片 800
余种，为浙江省内生产加
工中药饮片为主的最大饮
片厂之一。

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
公司积极弘扬越医文化，
以“景岳薪传，匠心中药”
为公司核心价值理念，目
前公司的中药饮片产量已
位居浙江省中药饮片企业
前10位。

浙 江 钱 王 中 药 有 限
公司主要进行名贵药材、
中药饮片加工和经营，获
评“浙江省老字号”，目前

“钱王”品牌中药年销售
近亿元，目前产品已辐射
上海、广东、福建等省份。

杭州华东中药饮片有
限公司是华东医药的控股
子公司。2018年实现了产
值 4.05 亿元，在全国多处
药材产地开展了道地药材
种植基地的建设。公司为
浙江省内规模最大、生产
品规最全面的中药饮片生
产企业之一。

桐君堂脉承中药鼻祖桐君老人，始创于明
洪武十七年，坐落于桐庐。桐君堂是浙江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浙江省金牌老字号。

衢州南孔中药有限公司是华润衢州医药有
限公司投资组建的全资子公司。公司销售的

“南孔”牌中药饮片开发了溯源追溯系统。
（楼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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