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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藥材產業協會秘書長潘慧
鋒透露，浙江省目前在名貴中藥

材鐵皮石斛的年銷售產值超25億元（人
民幣，下同），佔據全國80%的銷售份
額。在浙江工商資本的持續助推下，雲
南、江西、貴州等地頻現浙商投資的鐵
皮石斛種植基地和深加工企業，靈芝、
西紅花等名貴中藥材亦大量出現浙資身
影。

工商資本搶奪藥中黃金
鐵皮石斛素有藥中黃金、植物藥王

之稱，又被稱為植物大熊貓。《道
藏》將其與天山雪蓮、海底珍珠、冬
蟲夏草等一起列為「中華九大仙
草」。改革開放初期，溫州樂清一華
僑在歸國途中，從香港購買鐵皮石斛
回鄉饋贈親友，卻被族親告知家鄉早
有種植。這位華僑購買鐵皮石斛一事
雖成當地人笑談，但卻勾起了樂清大
荊鎮農戶的種植熱情。
樂清市鐵皮石斛產業協會會長金良春

從小就接觸鐵皮石斛，他記得多年前父
親便開始與少數鄉親種植鐵皮石斛。到
他18歲那年，村裡大部分人從事這一行
業，且從原來單一種植轉向鐵皮石斛的
銷售和深加工等領域，於是他亦加入了
這支隊伍。
金良春指近幾年來隨着鐵皮石斛消

費市場日益壯大，鐵皮石斛售價不斷
看漲，以低壓電器製造聞名全國的樂
清市出現了規模龐大的鐵皮石斛種植
與行銷大軍，特別是在大量工商企業
和資本進駐後，低壓電器之都再度成
為中國鐵皮石斛種植、加工、生產、
銷售的重鎮。

紛設廠成鐵皮石斛重鎮
曹國永原是樂清一硬質合金生產企業

老闆，2009年他在一次親戚聚會上偶
然得知中草藥投資熱潮悄然興起，於是
他便與朋友一起出資，創辦了浙江瑞心
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組織培養鐵皮石
斛的種苗、GAP種植及產品開發。他
指幾年來相繼投入2,600萬元，種植了
180畝鐵皮石斛，並開發了鐵皮石斛養
生茶、鐵皮楓斗、鐵皮石斛微粉、鐵皮
石斛鮮搾汁及顆粒、片劑、口服液等製
品。
與曹國永一樣，原本在北京從事服裝

買賣的周方朋和蔡福寶，於2010年投資

1,000多萬元成立了浙江健綠鐵皮石斛有
限公司。樂清中方潤石斛有限公司董事
長何中方此前亦從其他領域轉向鐵皮石
斛行業，他在2006年後相繼斥資數千萬
元，分別在樂清、福建、廣東等地建立
鐵皮石斛種植基地。
截至目前，樂清人在本地的鐵皮石斛

種植面積已達7,000多畝，鐵皮石斛企
業228家，且在雲南、廣西等地亦種植
了1.5萬畝鐵皮石斛，樂清人鐵皮石斛
的種植面積佔全國種植面積的三分之
二。

續投資或誕新千億產業
當然，掀起鐵皮石斛種植和投資熱

潮的絕非只有樂清。在浙江的杭州、
寧波、金華、台州、麗水等地均紛紛
湧現鐵皮石斛種植基地及加工企業，
並出現了「立鑽」、「森宇」等鐵皮
石斛產品生產的全國知名企業。其
中，除巨額工商資本注入外，浙江多
家藥企業參與分羹——知名藥企青春
寶集團和杭州胡慶餘堂藥業共同合
資，在桐廬縣富春江鎮建起了總面積
達1,000畝的中藥材種植基地；康恩貝
集團分別在浙江天台縣和雲南普洱建
立了300畝和2,300畝的種植基地及植
物組培科技大樓；浙江天目藥業亦在
臨安建立了150畝的種植基地，並開
發相關產品。
浙江省中藥材產業協會秘書長潘慧鋒

表示，在浙商資本的持續投資熱潮中，
預計在不久將來，鐵皮石斛或將成為又
一個產值超1,000億元的產業，且在此
帶動下，靈芝、西紅花、米仁、厚樸等
名貴中藥材均有望出現浙商巨資入駐的
現象。

「豆」你玩、「蒜」你狠、

「薑」你軍……近幾年以葱薑蒜為

代表的農產品再成炒資搶奪目標，

並曾出現過短暫的價格瘋漲。不過

這波炒風過後，曾參與興風作浪的浙商資本悄然在這一市場中銷聲匿

跡。在樓市、股市、炒煤、炒棉相繼失利，以及人們逐漸看空浙商投

資神話的背景下，浙商卻在人們熟悉卻又陌生的領域─中草藥，尤其

是名貴中藥材的投資再次創造奇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白林淼

「豆」難玩「蒜」欠狠

浙江樂清境內的國家級地質
公園雁蕩山在內地幾乎是家喻
戶曉，該市的低壓電器產業更
是聞名中國乃至世界。然而，
該市還是珍貴藥材—鐵皮石斛
的種植行銷重鎮，其中雁蕩山

下多個村莊成為名副其實的鐵皮石斛
村。
樂清市大荊鎮雙峰鄉平園村並不
大，但該村幾乎所有人均與鐵皮石
斛有關。該村村民張征大學畢業後

原為溫州肥皂廠的技術人員，後因
多種原因下崗回鄉，跟隨父親開始
鐵皮石斛的種植、加工產品，以至
到網路銷售。
初獲成功的張征成立了樂清市雁吹
雪鐵皮石斛有限公司，相繼研發鐵皮
石斛種苗、鮮條和鐵皮楓斗等。雁吹
雪鐵皮石斛公司目前年銷售總值達
2,600萬元，去年還斥1,000萬元全
資收購了總部位於杭州蕭山的江南世
家藥業公司，以及創辦了以藥膳為特

色的農家樂—楓斗莊園。

去年新註冊企業達62家
張征的成功故事再度激發了他所

在的樂清大荊鎮，以及臨近的仙
溪、淡溪等地民眾參與鐵皮石斛種
植、加工、買賣的熱情。今去年樂
清人與鐵皮石斛相關的公司註冊就
有118個，種植面積970多畝，其
中僅樂清大荊鎮去年新註冊的鐵皮
石斛企業就有62家。

樂清紛現鐵皮石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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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台灣
等地銷售商赴
樂清與當地種
植戶簽署採購
鐵皮石斛協
議。

■浙江省中藥材產業協會秘書長潘慧
鋒。

■■浙商投資目光鎖定浙商投資目光鎖定「「仙草仙草」。」。

■■鐵皮石斛鐵皮石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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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舉行的「中國中醫藥健康文化產
業發展座談會」上，山東浙江商會會長章鵬
飛透露，他攜山東浙江浙商積極投身回歸工
程，於去年4月籌建「浙江現代中藥科技產
業園」，並着手進軍現代中醫藥健康文化產
業領域。

進軍現代中醫藥產業
他指項目建成後，共包括浙江千島湖、下渚

湖、青山湖和煙台養馬島「三湖一海」健康養生
基地和集「健康養生、生物製藥、保健服務、健
康旅遊以及國際健康檢測中心、中國中醫藥博物
館和中藥材種植基地」等七位元一體的項目，預
計綜合投資額超過60億元。將建成內地規模最
大，最具特色的健康產業項目。此項目已獲批浙
江國家級重點項目和浙商重大回歸項目。
章鵬飛表示，目前健康領域雖然廣受關注，但

還沒有先行者整合這個領域，使行業更有系統及
更專業。此項目以現代聯合集團天目藥業為基
礎，利用其多年在外打拼建立的成熟市場管道和
浙商綜合資源，將形成一二三產業聯動，國際與
傳統相結合的具中國特色的中醫藥健康文化產業
框架。

魯浙商60億建中藥科技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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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多家藥企業參與分羹。

■■鐵皮石斛又名鐵皮石斛又名
黑節草黑節草、、雲南鐵雲南鐵
皮皮，，素有素有「「救命救命
仙草仙草」、「」、「植物植物
黃金黃金」」之美譽之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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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皮石斛又名黑節草、雲南
鐵皮，素有「救命仙草」、「
植物黃金」之美譽，是歷代宮
廷貢品。成書於一千多年前的
道家典籍《道藏》將鐵皮石
斛、天山雪蓮、三両重人參、
百二十年首烏、花甲之茯神、
蓯蓉、深山靈芝、海底珍珠、
冬蟲夏草等列為中華九大仙
草。國際藥用植物界亦將其稱
為「藥界大熊貓」。
由於鐵皮石斛野生生長條件
十分苛刻，加之歷代無節制採
挖，野生資源已瀕臨絕跡，
1987年被國務院列為珍稀野
生藥用植物加以保護。鐵皮石
斛目前瀕危滅絕，價格暴漲，
在美國、日本、韓國和東南亞
等地區售價高昂，每公斤亁品
售價達 1,000 美元至 3,000 美
元。在國際市場上，鐵皮石斛
被加工成一種叫「龍頭鳳尾」
的中藥，是名副其實世界上最
昂貴的草。

■■名貴中藥材逐漸被名貴中藥材逐漸被
內地消費者接納內地消費者接納。。

「電器大佬」轉做「綠林好漢」
人民電器集團是一家以低壓電器製

造聞名，又在基礎能源、城市建設、
現代物流和金融投資等領域有一定建
樹的中國500強企業之一。不過，身
為浙江省電器行業協會會長、人民電
器集團董事長的鄭元豹最近卻當起了

「綠林好漢」，斥資2,000萬元在浙江樂
清栽種了2,000畝曼地亞紅豆杉。

斥2000萬種曼地亞紅豆杉
紅豆杉又名紫松，是第四紀冰川後遺留

下來的古老樹種。從紅豆杉中提取的防癌
物質紫杉醇被譽為「植物黃金」，是天然
藥物領域中重要的抗癌活性物質。由於在
自然條件下紅豆杉生長速度緩慢，再生能

力差，很長時間以來，全球很少有大規模
的紅豆杉原始林。
人民電器集團此次共租用了樂清牛鼻洞

村的2,000多畝荒山，租期50年，首期投
入2,000萬元，從南方和加拿大引進曼地
亞紅豆杉共200萬株。鄭元豹表示，中國
的紅豆杉資源佔了世界一半多，但從紫杉
醇的需求量來看，還是供不應求。所以人
工擴繁、發展紅豆杉資源、建立紅豆杉醫
用原料用材林基地就迫在眉睫。
早在幾年前，溫州人李建新已看好紅豆

杉經濟價值，組建了浙江曼地亞紅豆杉開
發投資有限公司，投了2,000多萬元在溫
州市郊栽植紅豆杉，目前栽植紅豆杉200
多萬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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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草創出中醫藥新奇蹟
靈芝、冬蟲夏草、鐵皮石斛……這些

名貴中藥材，中國人時常耳聞，非常熟悉。
不過很難想像這些耳熟能詳卻又異常陌生的
「仙草」，竟會被投資眼光獨到的浙商相
中，成為浙商資本競相追逐的目標。

中藥材產業欠規模
其實，中藥材買賣古已有之，參與者遍布

全國。可是時至今日，中國卻鮮有諸如胡雪
巖這樣的藥商巨賈，更難見到規模龐大的個
體中藥材產業，特別是在當前中醫藥處處碰
壁中，中醫和中藥行業的發展正面臨巨大挑
戰。

《歐盟傳統藥品註冊指令》前年4月滿
過渡期，開始在歐盟市場禁售所有未經註
冊的植物藥產品，一批產自中國的中成藥
不得不退出歐盟市場。近日英國又發布通
知，從2014年4月30日起全面禁售無註冊
的草藥製品，數家中國中藥品牌又榜上有
名。

浙商資本帶來希望
除國際不利消息頻傳外，近年來內地「廢

除中醫」的聲音亦時有耳聞。不過在內外交
困中，浙商的介入卻為中國中藥材行業帶來
新希望。雖然，「炒」性難改的浙商資本備

受爭議，但其出現會帶熱一個產業、引領一
段時期發展卻亦是不爭事實。如鐵皮石斛，
浙商資本的進駐直接帶動其規模種植、產業
運作，特別是拉長了其產業鏈─多家浙商
企業讓不易攜帶的「草」，研製成超市、藥
房到處有售的鐵皮楓斗晶、膠囊、含片以及
花茶、仙草汁等。

經歷了眾多不利後的浙商，儘管投資神話
已然褪色，但相信由其帶熱的古老中醫藥行
業定能繼續破浪前行，再創新奇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白林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