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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农业产业价值链高端延伸

面临困境与解锁路径

——以甘肃省岷县中药材产业为例①

谢玲红 吕开宇 毕洁颖

产业发展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牛鼻子”，而促进产业价

值链高端延伸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的“金钥匙”。习总书记多次

强调“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

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然而当前，贫困地区的农

业产业普遍停留在中游的作物种植端、畜禽饲养端等附加值低、

利润空间小的环节，而对于附加值较高的前端研发设计和后端

市场营销等环节则明显发力不足或者够不到，因此只能留缩在

“微笑曲线”低端。贫困地区农业产业价值链所表现出来的各

环节技术含量低、农产品加工转化率低、终端销售话语权低的

“三低”问题，外加流通不畅仍是广大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发展

①
项目资助：本文研究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精准扶贫战略实施的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研究”

（编号：16ZDA021）和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编号：ASTIP-IAED-2019-03）的资助。

吕开宇为本文通讯作者。

IAED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2

的“卡脖子”难题。优化提升农业产业价值链正是破解产业发

展难题、实现产业兴旺的“一剂良方”，意义重大。

基于此，我们于 2019 年 7 月对甘肃省岷县的支柱性农业产

业中药材进行实地调研，从产业链的视角剖析了岷县中药材产

业价值链向高端延伸所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提出优化中药材产

业价值链的路径选择，以期为其他贫困地区农业产业价值链走

向“微笑曲线”高端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启示。

一、中药材产业价值链高端延伸面临“四大”问题

1.产品技术含量低，难以支撑产业向高科技方向发展。一

是，种子种苗繁育相对滞后。岷县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主要依

靠农户自繁自育，工厂化育苗滞后；种苗标准化繁育基地面积

小，为 1.9 万亩，仅占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的 5.43%；良种繁

育品种单一，以岷归 1 号为主且繁育面积仅 0.4 万亩；同时，

优良品种引进少、老品种退化严重。二是，新技术研发和应用

不足。岷县中药材科技研发能力薄弱，规模以上企业研究与实

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不到 1%，省级企业技

术中心仅 1 个；新技术新成果示范推广不到位使得中药材产业

长期面临病虫害、烘干、储存、育苗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另外，

种植机械化水平不高，处于半机半人工状态。产品技术含量偏

低问题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增值。

2.加工转化增值能力不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受阻。

首先，加工以产地初加工为主，层次低。岷县中药材以原料和

饮片输出为主，加工率不到一半且主要是进行清洗除杂、刮皮

抽心、趁鲜切制、日晒烘干、分级划等产地初加工，精深加工

率低于 20%；合作社和个体加工贩运大户是主要的加工主体，



3

加工量接近加工总量的 50%；加工企业能力有限，年加工在 1000

吨以上的仅 7 家，超过 70%的企业年加工在 100 吨以下，产地

加工为主的状况将其锁定在了价值链低端。其次，加工的现代

化水平不高，转化效率低。个体户和合作社加工粗放、设备单

一且很多处于闲置状态，饮片加工企业无正规库房、烘干房、

化验检测设备的屡见不鲜；加工机械适应性差，如：机械分拣

黄芪片需 3 次且卡片造成加工成本甚至高于人工；同时，中药

材炮制、中成药深加工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落后、生产线技

术老化问题突出，加工设施支撑不足是造成就地转化效率不高

的重要原因。第三，大健康产品开发少，附加值低。对大健康

产品的培育不足，没有形成膳食饮片、中药饮片、中药制剂、

中药提取物、化妆品、保健食品等中药大健康产品格局；中医

药旅游产品尚处于一片空白，资源优势难以转化为产业优势、

经济优势。

3.与终端市场对接不够，无法通过发挥市场价格话语权提

高利润率。一是，以传统批发市场经销模式为主，价格风险大。

2018 年岷县“中国当归城”交易额达 60 亿元，但调研中发现，

其存在着交易形式简单、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客商入住率不高

等硬件上的问题；在信息发布、价格形成等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供求信息滞后，价格波动大和季节性卖难问题突出。以当归为

例，行情好坏两种情行下价格相差 5-6 倍，最高可达 100 元/

公斤。二是，无法实现与终端市场的良好对接，利润率不高。

岷县中药材合作社突军异起，共 963 家，但大多只是充当收购

商角色，开展终端销售的少；线上销售模式兴起，总体处于起

步阶段，营销水平低，电商产品品种少，中药材及其产品电商



4

平台销售额占总交易额不到 5%的比例。调研显示，相比药企销

售渠道 7%的利润率，超市及线上等终端市场销售利润率可达

30%甚至更高。显然，产销对接销售渠道开发不够制约了中药材

产业利润率的提升。

4.标准缺失、监管乏力，难以拉升“质量高线”，保障“安

全底线”。一是，标准化和规范化建设不完善。岷县中药材种植

主要依靠传统经验，种子种苗标准、种植标准、加工行业标准

和仓储标准均未建立；企业化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和标准化药材

生产车间与真正意义上的标准化、规范化还有差距；中药材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GAP）等标准难以有效落实，无法通过拉升质

量高线实现价值增加。二是，质量监测和追溯体系滞后。种子

种苗质量检测、农药残留量及重金属检测等质量检验检测平台

进展缓慢；第三方质量检验标准认证机构缺乏，进入市场的绝

大部分中药材和切片没有严格的药用品质检测，有效成分含量

不清；质量追溯系统形同虚设，工作尚未真正开启。另外，还

存在着产品品牌宣传力度不够，品牌“灵魂”引领效果不突出

等问题。

二、“三大痛点”制约中药材产业价值链提升

痛点 1：人才资金“两缺”，是影响价值提升的重要原因

第一，专业人才引进难、流失严重。专业从事栽培、育种、

加工和新药研发的高学历技术人才少，技术推广人员严重不足，

中药企业懂经营、善管理、精技术、会市场策划的高级管理人

才缺乏。宏祥中药材购销合作社社长表示中药材网上营销策划

与运营人才缺乏与引进难制约了其线上业务开展，岷海制药负

责人则反映招聘的年轻人在 2-3 年内学习到相应技术后就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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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离职，人才引不进、留不住问题异常严重。第二，建设资金

和周转资金不足。产业链上各类主体均面临不同程度的资金不

足问题，合作社由于缺少资金，普遍没有建冷库；加工企业对

GMP 工厂需求强烈，但 400-500 万的投资资金让它们望而却步；

销售资金回收时间长，大概需 3-4 个月，造成销售企业周转资

金普遍不足。如：年销售 3000 万元的企业至少需要 800 万周转

资金。目前金融支持收紧，特色产业贷款少，资金不足问题已

严重制约各类主体发展壮大。

痛点 2：缺少大型制药企业带动，是价值提升面临的现实

困境

一方面，唯一制药企业带动能力弱。岷县制药企业仅岷海

1 家，规模小，研发投入低，市场份额低；中成药制造能力弱，

高达 80%的药号处于“躺在家睡觉”状态，常年生产批号仅 6-8

个；主销药品并不以当归、黄芪、党参等为主要原料，对当地

中药材需求不大，无法有效带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引进大

型药企困难重重。岷县与宝岛集团、北京华珍集团、甘肃德生

堂医药科技集团等大型中医药企业签订了《中药产业发展合作

协议》，但都还没真正落地；大型药企引进面临土地与税收限制、

地理区位劣势、人才留不住等吸力不足的现实问题。

痛点 3：中医药西医化管理，是制约价值提升的深层次根

源

当前现代中医药管理与体系缺乏，中医药西医化管理制度

对中药产业发展和价值提升形成制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药新药研发审评通过率低。套用西医药的标准管理，

使得中药新药研发审评通过率低，中药新药上市难。如：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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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药品生产（上市）注册申请里，中药为 11 件，但到 2016 年

批准的 206 件药品生产（上市）注册申请里，中药仅 2 件。

二是，中药研发成果申报繁琐。中药研发成果申报环节至少需

要 4至 5年时间。尽管 2008 年就已提出“符合条件的中药复方

制剂，可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并直接申报生产”，但

目前并无实质进展。

三、“六大路径”解锁中药材产业价值链低端困境

1.加快新技术推广应用，塑产业价值“新引擎”。坚持新品

种引进、繁育与野生品种引进、驯化相结合，加快建设药材资

源圃及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增强繁育能力；组建中药材种子种

苗科技创新联盟，开展中药材新品种培育、示范、推广；组建

成立隆药产业技术战略联盟，建设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

研究中心，提升研发创新能力；重点加强中药材病虫害绿色综

合防控技术、科学施肥技术、机械种植采挖技术等现代农业技

术在中药材种植上的推广应用；改造提升中药提取纯化技术、

中药传统制剂生产技术，加强中药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技术、

在线监测和质量控制技术的推广应用。

2.精深加工和大健康产品开发“齐头并进”，实现附加值大

提升。改善农产品加工设施条件，推进精制饮片及药膳生产线

建设项目、GMP 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道地中药材产地初加工

及炮制一体化等项目实施；打造道地药材饮片产地委托加工和

中药配方及膳食饮片 GMP 生产加工新模式，做大做强中药材加

工企业集群，促进就地加工转化能力提升；积极发展精致饮片、

超微饮片、中药配方颗粒饮片等现代中药饮片，促进特色中成

药、中药复方制剂、经典名方及中药材提取物、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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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日化用品等的研发生产；以甘肃黄芪、党参列入药食同

源试点为契机，发展药膳食疗产品。

3.推动经销模式转型升级，破“微利润”窘境。完善中药

材交易市场功能，推进“中国当归城”改造升级，加快市场平

台建设，规划建设一批产地中药材交易市场；推进岷县梅川中

医药双创产业园建设，促进中药材产业链以销售初级产品为主

转向产销结合；加强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成渝、东西协

作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等大型终端市场的有效对接；

创新产销对接模式和平台，鼓励扶持有条件的主体开办农村网

店，入驻天猫、京东、苏宁易购、拼多多、抖音、直播等线上

平台，打造“互联网+道地药材”电子商务销售模式，构建新价

值链形态。

4.以标准促品质，以品质育品牌，实现“质量兴药”。建设

中药材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有序推进 GAP/GSP/GMP；完善道

地中药材质量标准体系，开展道地药材认证，完善中药材种子、

种苗及原药材栽培标准；推进质量追溯体系建设，实现道地中

药材种植、加工、销售全过程的产品信息可查询、流向可跟踪、

质量可追溯；制定品牌发展战略，提高品牌产品知名度，支持

陇药大品种申报中国地理标志商标、推荐认定中国驰名商标，

加快推进当归全国知名品牌示范区创建；通过组织筹办参加各

类节会、产业扶贫高峰论坛，制作宣传片扩大品牌影响力。

5.融合发展中药大健康服务业，延伸纵向价值链。开展中

医健康咨询评价、干预调理、随访管理等中医治未病服务，探

索医养结合的健康养老新模式，建立医养结合服务示范机构；

提升中药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发展新型文化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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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搜集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建设当归博物馆，全方面

展示和传承中医药文化；发展中医康养示范基地，规划建设康

养小镇，开发一批中医药特色浓厚的与中药科技农业、名贵中

药材种植、田园风情生态休闲旅游结合的养生体验和观赏基地

项目。

6.加大“引资聚才”，为价值链提升保驾护航。创新人才政

策模式，引进中医药产业急需紧缺专业人才进企业服务；加强

与中医药科研院校合作，培养一批高层次专业人才；按照政府

培养+企业培养，环节培训+系统培训相结合模式，加大中药材

产业人才培训力度。多渠道筹措保资金充足，把中药产业发展

作为岷县产业发展基金重要投向，以市场化运作、民间资本主

导、政府参与形式，对中药企业和重大项目予以统筹支持；对

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获得国家级新药和保健品、食品批准文

号并投产等发展方向的企业，落实奖励和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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