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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释义

海口积极发展牛大力产业，
助力国民健康和脱贫攻坚

“野牛”出深山“大力”出奇迹
味甘、平、
无毒。补虚乏、益气力、
健脾胃、
强肾阴。
《本草纲目》
——

海口市甲子镇，农户在田里种植牛大力。袁琛 摄

牛大力自古为养生珍
品，历代中医药典多有记
载。
“南药牛大力，珍品出
甲子”。牛大力是海南岛
珍贵南药，
素有
“南方小人
参”的美誉。海口甲子牛
大力，种植在革命老区天
然坡地，这里蕴含火山矿
物成分，
肥力深厚，
遵循生
态种植标准，
用4-5年的漫
长生长积蓄营养，气味甘
香，
补虚润肺、
强筋活络、
止
咳平喘、
提高免疫力，
是滋
补强身的养生佳品。

品牌观察

加强深加工
完善产业链
海口打响牛大力品牌

牛大力

郁郁葱葱的牛大力。袁琛 摄

一亩地
可以种

600 株牛大力

食同源，民间常用作药膳煲汤，适于任
何年龄段与体质人群食用。其汤甘
香，具有极高的保健食疗功效，适宜日
常养生保健。
据介绍，15g 海口甲子牛大力产品
就能煲出一份健康汤品，满足一家人
的健康需求。而在未来，海口甲子牛
大力将开发延伸更多的健康产品，比
如牛大力冲剂、牛大力含片、牛大力面
条、牛大力酒、牛大力饼干、牛大力饮
品……助力国民健康。

为农民脱贫致富添力

“目前我们公司的牛大力地头收
购价每斤约 20 元，市场上零售价每斤
50 元 左 右 ，野 生 牛 大 力 价 格 要 贵 一
些，每斤可以卖到 100 多元。”海南双
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青水认
为，牛大力种植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好
项目。
任青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亩
地可以种牛大力 600 株，4 年到 5 年后，
就按照 500 株收获，每株牛大力平均
10 斤，一共就有 5000 斤，按地头收购
价每斤 20 元计算，一亩地总收入可达
10 万元，这些都是比较保守的算法。
“根据我们测算，每亩牛大力种植 5 年
的成本约 1.5 万元，这就意味着一亩牛
大力 5 年的毛利润可达 8.5 万元，平均
下来，每年收入也有 1.7 万元。”任青水
说，他们公司以示范基地带动，农民按

照标准来种植牛大力，脱贫致富不成
问题。
海南双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牛大
力基地分布在海口甲子镇等地，种植
面积共有 5000 亩。海口市鼓励发挥
企业建基地主体作用，倡导农产品加
工、营销企业与生产基地结成紧密型
产销关系，通过健全和完善“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组织+基地+农户”的利
益联结机制，
全程参与基地建设管理。
“我们在发展种植基地时，充分尊
重当地群众意愿，采取多种合作模式，
达到农民增收，企业发展壮大双赢目
的。”任青水表示，他们公司已经投入
4000 多万元，
发展牛大力产业。
据了解，有些农民从公司收取土
地租金，然后有空就到基地打工；有的
农民拿土地入股，跟公司合作，收获时

与公司按比例分成。
“拿土地入股的收入要比纯粹租
地的收入高 10 倍，已经有农民从中尝
到了甜头。”任青水说，公司鼓励农民
成立合作社，帮助农民贷款，扩大牛大
力种植规模，原料有保障，才能真正做
大做强牛大力产业。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海南牛大力
种 植 面 积 有 1 万 多 亩 ，分 布 在 海 口、
白沙等多个市县。
“ 要让牛大力产业
正常健康发展，根据我们测算，海南
可 发 展 牛 大 力 种 植 面 积 10 万 亩 ，并
维持动态平衡。”任青水憧憬着，未来
海南牛大力产业的年度总产值可达
100 亿元。
“当前，海南的牛大力产业发展还
刚刚起步，要做大牛大力产业，形成品
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青水表示。

4 年到 5 年后

按 500 株、每株 10 斤收获计算

人物故事

5000 斤
按地头收购价每斤 20 元计算
一亩地 5 年总收入可达 10 万元
亩产量

海南双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青水：

“我看好牛大力产业发展前景”

1.5 万元
平均年收入可达 1.7 万元

除去种植 5 年的成本约

目前海南牛大力

1 万多亩
其中，
海口甲子镇有 800 多亩
该镇明年计划增种 1000 亩
种植面积有

据测算
海南可发展牛大力
种植面积

10 万亩

10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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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海南牛大力
产业总产值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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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既然牛大力鲜叶可以煮水喝，为
什么不加工成茶叶，作为牛大力产品
推出？正是基于这一想法，公司开发
出了牛大力茶。
据了解，该公司还在牛大力种植
基地里养鸡，这种鸡肉质结实，芳香不
油腻，
深受消费者欢迎。
“每天一碗汤，赶走亚健康”。随
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
运动量减少，亚健康人群大大增加。
牛大力作为海南“养生三宝”之一，药

“牛大力产业是把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与健康养生产业紧密结合的新兴
产业，我看好未来发展前景。”海南双
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青水对
牛大力产业发展前景满怀信心。
任青水分析说，海南省委、省政府
结合我省发展实际，明晰了“十三五”
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的 12 个重点产业，
以期加速优化海南产业结构，推动尽
快形成新的产业格局，促进经济社会
健康可持续发展，实现海南科学发展
绿色崛起。其中，12 大重点产业就提
到，要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加
快发展医疗健康产业。
任青水与海南结缘，并投资牛大
力产业，有着一段较为曲折的经历。
据介绍，1991 年，24 岁的任青水就从
安徽一家国企辞职下海，先后去过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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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深圳、珠海等地，最后选择来到海
南发展。
“ 我是学计算机的，当时来海
南应聘，进了一家电子企业，一年半时
间，就实现从业务员到经理，再到副总
的蜕变。”任青水说，他在海南工作顺
风顺水，所在企业是海南最大的电子
公司，但他并不甘于现状，1993 年，他
跟朋友联合创办了一家电脑公司，以
软件开发为主。
随后的 10 多年时间里，任青水从
事过校园网络建设、远程教育、IT 人才
培训以及多媒体设备安装等工作，
为海
南白沙、琼中等市县教育贡献了一份力
量。
“2010 年，我还离开过海南，到北京
做投资，在跟一些朋友交流中，捕捉到
一个重要信息：
现代农业和健康养生产
业是未来发展的朝阳产业，
前景广阔。
”
任青水说，他又想到了海南，海南光照

充足，雨量充沛，适合发展热带农业种
植，
海南生态优良，
适合健康养生。
2011 年，任青水又回到海南，开始
寻找适合投资的农业项目，经过多方
考察和比较，他选择了投资牛大力产
业。
“ 现在野生牛大力越来越少，而市
场对牛大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牛大
力比较好种植，抗台风，抗病虫害能力
都较强，一般 4 年到 5 年就可以收获，
投 资 风 险 小 。”任 青 水 告 诉 记 者 ，从
2012 年起，他陆续在海口、屯昌等地种
植牛大力，目前公司已经发展牛大力
种植面积约 5000 亩，部分基地开始收
获。
初级加工的牛大力市场供不应
求，任青水并不急着出手。
“ 我们公司
正在着手牛大力深加工，延伸牛大力
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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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甲子牛大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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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几天才生产出来的产品
——牛大力茶。”海口双健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京给记者们冲泡了
一壶牛大力茶。
牛大力茶甘甜清香，可以清嗓润
喉，清热解毒。
“ 我们甲子镇牛大力种
植基地周边村庄的一些群众经常来这
里摘牛大力鲜叶煮水喝，他们说如果
有点咳嗽，嗓子不舒服，用牛大力叶子
煮水，只要坚持喝几天，就会慢慢好起
来。”刘京说，村民的举动让他们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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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牛大力 为国民身体健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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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热线

常吃牛大力，健康有活力。海南是牛大力的
原产地之一，海南人素有用牛大力煲汤、泡酒的习
惯，牛大力的养生价值早已被人们认同。长期以
来，牛大力都长在山野中，任凭人们采挖，直到近
些年来，才陆续有人开始种植牛大力。在企业的
示范带动下，农民参与种植和管理牛大力，并从中
受益，如今，海口的牛大力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牛
大力产业正在发展壮大。

扫码看来自丝路海口的礼物

牛大力是我国一种
药食同源的珍稀南药品
种。在海南中部山区，千
百年来，这里的老百姓用
牛大力泡酒、炖鸡汤。
据了解，牛大力主要
成分有蛋白质、淀粉质、
多糖及生物碱等，其气味
甘香，性温和，具有平肝
润肺、养肾补虚、养生健
体等作用，有着“南方小
人参”的美誉。
海口甲子牛大力是
海口市著名农产品之一，
为海南双健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旗下重点研发和
推广的产品。多年来，海
南双健公司一直致力于
南药牛大力健康产业的
打 造 ，目 前 已 完 成 5000
多亩的种植基地建设，拥
有 从 培 育 种 苗 、示 范 种
植、产品研发、生产加工，
直至线上线下销售的研
发和运营团队，以及两个
现代化加工厂，开发出了
牛大力系列产品，在市场
上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现在公司开发了牛
大力茶叶、牛大力汤包等
牛大力系列产品，并在海
南部分特产店销售。另
外，
公司还与山东、
重庆等
地的农产品电商平台合
作，
在淘宝上也开了店铺，
海南牛大力产品搭上互联
网快车，
销往全国各地。
“由于牛大力尚未列
入食品原料目录，目前牛
大力产品还只能作为初
级农产品上市销售。几
年前，我们公司就把牛大
力作为新食品原料向有
关部门申报，各项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预计明年可
获批准。”海南双健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任
青水向记者透露，牛大力
一旦列入新食品原料，牛
大力饮料、牛大力糖果、
牛大力酒、牛大力含片等
一系列产品就可以生产
出来，并走向市场。
任青水认为，只有走
深加工之路，
才能壮大牛大
力产业，
打响牛大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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