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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高县透滩村，有一块占地
800多亩的莪术种植基地。
远远看去，硕大鲜亮的莪术

叶，仿佛连成了一汪绿色海洋。
莪术的根茎，就是一味南药药

材，具有行气破血、消积止痛的功
效。“公司生产的保妇康栓，现在不仅
是中药妇科栓剂的畅销产品，近些年
还远销中亚，产值过亿，莪术就是这
款药品的重要原料。”海南碧凯药业
有关负责人介绍，公司在临高、澄迈
等地有超千亩莪术种植基地，每年莪
术产量超过千吨，“为了提取新鲜、优
质的莪术挥发油，我们严格按照优质
药材‘三无一全’的标准进行种植和
加工，即无硫磺加工、无黄曲霉毒素
污染、无公害、全过程可追溯，以保证
终端药品的质量。”

不只是保妇康栓，背靠“天然药
库”，海南药企还生产出不少畅销市
场的药品，例如中成药枫蓼肠胃康、
胆木浸膏糖浆、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等，均是年产值过亿元的单品。全省
目前有96家药品生产企业，拥有中
成药品种批准文号251个，2021年全
省中成药及中药饮片类总产值为
35.04亿元。

但除了这些“头部”产品，海南南
药中，仍有大量地方药材及饮片炮制
欠缺标准规范。例如海南目前民间
常用的道地药材约500种，但仅发布
123种地方中药材标准，绝大部分尚
未制定药材标准，限制了南药药材的
流通与产品开发。

要想将海南南药做成产业，制定
标准是关键一步。近年来，海南科研
机构通过研发一系列中药材检验检
测方法和质量标准，初步构建起海南
南药标准体系。

其中，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
研究所海南分所研究员刘洋洋带领
团队，研究制定了沉香、红葱、五指山
参等数十种海南地方习用药材的质
量标准及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确立了
10余个海南特色药材的品质评价标
准体系，解决了部分海南中药材无质
量标准和品质评价体系的问题。

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经多年发展，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海南医学
院、海南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海南师范大学、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等
科研院所以及我省从事南药生产与
研究的相关企业，已初步形成从南药
资源可持续利用到产品开发、产品质
量标准研究的科研体系，初步构建南
药研究“产—学—研”开发链，为海南
南药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标准体系之困
少数南药药品产值过亿，大量药

材及饮片炮制仍欠缺标准，科研机构
正逐一填补空白

沉
香，提到它，古往今来，美誉
无数。它不仅拥有馥郁宁神
的香气，被尊为中国四大名

香之一，也是名贵的中药材。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道，“海南沉香，
一片万钱”。今天，海南将沉香纳入

“六棵树”特色产业之一，将进一步做
好沉香产业。

如何做好沉香这篇文章？或许，
须先从转变观念开始。

“大众目前对于沉香的认识，仍
限于文玩、熏香，而且提起来就觉得
很贵，其实沉香是可以作为保健品和
日化产品应用到大众日常生活中
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海南分所所长助理杨云坦言，目
前，海南全岛种植沉香约12.5万亩，
沉香产业相关企业约有500家，但仍
存在规模小、发展散、产品模式单一
等问题。

“当前海南沉香面临的困境，是
多数作为原料供应，而缺乏高附加值
的深度开发。”杨云认为，沉香特有的
安神功效，决定了它可以从文玩类高
端市场，下沉到更加庞大的保健品和
日化产品市场。

据他介绍，中国医学科学院药
物研究所已从沉香中提取出色酮类
成分呋喃二烯，具有很好的镇静安
神功效，目前进入了临床三期实验
阶段，一旦成功，将在某种程度上替
代安眠药。在日化产品方面，国内
已有企业推出含沉香成分的洗浴
类、美容类产品，“其中我们所知的
沉香面膜，产值已经有几千万元
了。”杨云说。

缺乏深度开发和相应的拳头
产品，也是海南大部分南药资源应
用面临的瓶颈。杨新全举例，槟
榔、益智、砂仁、巴戟天这四大南
药，在海南均缺乏深加工产品，还
有降香、牛大力等南药，也没有和
深加工、销售等环节有机结合。产
业链条的不完整，正制约着海南南
药的产业化进程。

此外，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
人指出，目前海南南药工业化生产多
由本地中小企业主导，缺少知名大型
药企投资入驻，同样影响了海南南药
产业的升级。

跳出海南，放眼全球，包含医疗
产品、保健用品、营养食品等多个领
域的大健康产业，已成为拥有巨大
市场潜力的新兴产业。

“据相关机构预测，到2023年，
我国大健康产业将实现超14亿元
的产值，仅仅保健食品产业，2021
年的国内市场规模就达到 2708亿
元，年均增长 20%。”杨新全说，
大健康产业巨大的市场空间，让
海南南药大有可为。

瞄准大健康产业
向深加工要附加值，对标大健康

产业需求，海南南药大有可为

什
么是南药？南药是指在广
东、广西、海南、云南、福建等
我国热区所产的道地药材。

“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药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南道地
芳香南药，用作芳香除秽、空气消毒，
在预防新冠肺炎疫情传播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

海南南药，享有优越的生长环
境。“温度适宜、空气湿润、地理环境
多样……让海南成为一座‘天然药
库’。”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
所海南分所南药资源中心负责人杨
新全说，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工
作数据显示，海南有近2500种药用
植物，所产槟榔、益智、砂仁、巴戟天、
牛大力、降香等一大批南药，独具特
色与道地性。

“公司生产的芪参益气滴丸销
量很好，每年需要降香原料300多
吨。”杨盛说，海南黄花梨结出的降
香品质很好，为了满足药材供应，
2015年，天士力与中国医学科学院
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合作，在
东方市建立200亩花梨木药用降香
基地，运用降香心材整体形成技术，
让花梨木在两三年内长出心材，然
后取心材做成降香，剩下的花梨木
树桩还可以再生降香。

提到降香基地的前景，不善言辞
的杨盛变得滔滔不绝：“世人都知道
海南黄花梨好，但海南本地种植户种
黄花梨，多数用来制作家具和文玩，
需要至少十几年的生长周期，但公司
基地种植黄花梨，不仅可以满足更多
制药企业对高品质降香原料的需求，
还可以帮助当地种植户，在三五年内
获得收益，实现良性循环。”

看中海南南药品质，在当地建立
南药规模化种植基地的企业不止这
一家。近年来，在海南省南药规范化
种植技术指导中心及南药农业科技
110服务平台的培育下，海南共引进
中药材种植加工龙头企业80多家，
海南特色南药如槟榔、益智、沉香、降
香、广藿香、长春花、胆木、裸花紫珠、
白木香、牛耳枫等实现了大面积种
植，其中槟榔、沉香、降香、胆木等11
个大宗药材品种，在海南的种植（养
殖）面积超过3000亩，海南南药规模
化种植（养殖）基地建设初具成效。

坐拥“天然药库”
优越自然条件让海南南药具备

高品质与道地性，沉香、降香、胆木、
牛耳枫等特色南药实现规模化种植

让
企业、科研机构积极探索南药深
度开发的，不仅有市场杠杆在发
力，还有政策红利带来的机遇。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促进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近日，《海南省南药产
业发展规划（2022—2030年）》进入征
求意见阶段，其中提到，海南南药要注
重原生及衍生产品开发，形成中成药、
芳香、保健、医疗美容等系列特色南药
产品。到2030年，实现南药大健康产
业500亿元产值目标。

省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称，海
南自贸港的免税、减税政策，为南药产
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即将出
炉的《海南省南药产业发展规划
（2022—2030年）》，希望通过政策进一
步引导各方，充分挖掘海南南药资源优
势和自由贸易港政策优势，从南药种植
养殖、生产加工、研发创新、人才培养等
全产业链推进南药产业发展。

除此之外，《中共海南省委关于制定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明确提出
了“打造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鼓励种植
热带特色中草药”等一系列重大部署，为
海南南药拓展产业提供了政策保障。

如何更好地撬动500亿元产值？
杨新全建议，可以整合省内相关资

源，构建南药开发公共平台，加大人才、
资金、技术投入力度，重点开展南药资源
的保护开发；构建海南南药健康旅游示
范区，将南药产业与健康、旅游产业协同
发展，逐步带动海南大健康产业发展。

对此，海南已有相关行动。杨云透
露，我省正围绕沉香产业进行规划修
订、标准制定、政策支持等保障性工作，
并加快推进“海南沉香”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的注册工作。

“吸引大企业进入，带动沉香的规
模化种植，研发高附加值产品，是推动
沉香产业进一步对接市场的重要举
措。”杨云说，海南还可以结合旅游需
求，打造南药小镇，引导游客深入南药
产地，购买具有海南特色的南药旅游产
品，让“南药+”加出更多产业潜力。

依托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人才、环
境等优势，海南南药产业的发展未来
可期。 （本报海口11月3日讯）

产值目标500亿元
“南药+健康”“南药+日化”“南

药+旅游”……“南药+”加出更多产
业潜力

拥有近2500种药用植物的海南，正挖掘南药更多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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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玩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中国花梨看海南，海南花梨看东方。
“不过你眼前的这200亩黄花梨，可不是用来做文玩和家具的，是做药用

的。”在东方市一片花梨木种植基地，海南天士力林业科技有限公司花梨木药
用降香基地负责人杨盛拍了拍面前的黄花梨树，眼神和语气里满是期待。

再过个两三年，这片“小森林”将产出海南道地南药降香，即黄花梨的干
燥心材，有化瘀止血、理气止痛的药效，也是天士力医药公司所产药品芪参益
气滴丸的重要原料。

实际上，在海南，南药产业正吹起一股新风——业界逐渐转变对南药价
值的单一认知，有关部门针对产业现存的深加工不足、产业链条不完整、标准
规范不成熟、缺乏大型药企带动等多重制约，出台了系列政策，向全产业链发
力，计划到2030年，实现南药大健康产业500亿元的产值目标。

“嗅”到这股气息，越来越多科
研机构与企业走上了“南药＋健
康”“南药＋日化”“南药＋旅游”等
新赛道。

你知道海南
有多少种药用植物吗
它们都有什么功效

在海南年产值上亿元的药品
又有哪些

一图带你了解

扫一扫看H5长图
药产海之南

，不止于药

深读 漫说

深读 视界
仅用来制药就太可惜啦

海南药用植物
还隐藏着许多可能性！

扫一扫看视频
海南南药还有这些打开方式？

槟榔
杀虫、破积、降气
行滞、行水化湿

巴戟天
主治宫冷不孕、月经
不调、少腹冷痛、风湿
痹痛、筋骨痿软等

沉香
舒缓疲劳、安神
助眠、杀菌抑菌、
凝神静思等

降香
活血散瘀、止血
定痛、降气、辟秽

砂仁
主治脾胃气滞、宿食
不消、腹痛痞胀、噎
膈呕吐、寒泻冷痢

益智
益脾胃、理元气、
补肾虚滑痢

莪术
行气破血、
消积止痛

■ 本报记者 马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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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企在海南临高规模化种植的莪术药企在海南临高规模化种植的莪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达延周达延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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