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广东省中药材产业化基地建设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国

办发〔2015〕27号）和《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指南》（工信部联规

〔2016〕350号）、《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条例》、《关于加快推

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粤工信消费〔2019〕42号）、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工作方案》（粤

农农规〔2019〕2号），科学保护、高效利用中药材资源，保障

中医药产业持续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一）总体要求

以骨干中药生产企业为龙头，建设一批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

基地，通过中药材品种优选、种子种苗繁育，保证中药材种子的

基源可靠；通过培育一批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基

地，保障中药材种植具有一定规模、按 GAP规范组织种植和初

加工、质量安全可靠并可追溯、销售渠道稳定，从而保护农户种

植积极性，助力精准扶贫；实现中药种植、生产、使用全产业链

融合发展，有效实现中药材资源保护和发展。

（二）建设目标

到 2022年，建设 1～2个达到《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产业化

基地建设验收标准》的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产业化基地，逐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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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推广、服务功能。

到 2022年，培育符合国家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中药

材产业化基地 20个左右，覆盖大宗中药材品种、岭南地区道地

品种、濒危稀缺及人工种植养殖基地。

到 2022年，培育一批立足广东省中药材需求，利用互联网、

大数据手段开展中药材产业化技术支撑和供应保障的服务平台。

二、主要任务

（一）建设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产业化基地

支持技术力量雄厚、产业化集成度高、已有一定条件和基础

的中医药龙头企业，建设一批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产业化基地，

集药材种质资源保存、科学研究、繁育示范、技术推广、人文教

育等多项功能为一体，推进南药育繁推一体化创新发展，为产业

化推广种植提供资源储备和种苗支持，降低对野生资源的需求，

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和保护。

（二）建设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基地

支持原料药材需求量大、下游产品竞争力强、产业链完备的

骨干中医药企业选择中药材品种自建或多形式建设中药材规范

化、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养殖产业化基地，逐渐成为药材基地建

设的主体，保证企业原料药材供应和基地建设可持续发展，避免

由于无序发展带来的“药贱伤农”等问题。同时，鼓励企业参与到

精准扶贫、产业扶贫中来，促进农民增收。

（三）建设中药材产业化技术支撑服务平台

建设中药材生产技术服务平台，为广东省中药材产业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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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提供成熟共性技术，开展中药材优良品种的繁育和推广；研

发野生药材变家种家养技术，加快珍稀濒危药材繁育技术熟化。

在药材主产区和重要集散地，建设集检测、初加工、贮存、

配送等必备功能为一体的药材供应保障设施，提高中药企业原料

药材的安全保障水平，减少中间流转环节，实现重要中药材质量

可追溯，稳定药材供货价格，降低企业采购成本。

三、组织方式及申报

由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农业农村局、中医药主管部

门按照中药材产业化基地建设方案要求，组织申报。

要求以企业为主体，联合农户、合作社、科研院所等多种形

式联合体，自愿联合申报。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省中医药局，在专家

评审、现场核查的基础上联合确认名单，授予广东省中药材种子

种苗繁育产业化基地，广东省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种

植基地，广东省中药材产业化技术支撑服务平台称号。由牵头企

业按照相关要求开展基地培育建设，三部门联合对基地建设进行

培育、指导。

四、申报材料要求

（一）申报表

（二）基地建设方案

（三）其他附件证明材料（如营业执照、GAP证明、GMP

证明、药品生产许可证、土地权属、租赁证明等）

（四）材料装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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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材料按照上述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三份

五、政策支持

（一）在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中，对省内中医药工业

生产企业实施提质增效、智能化改造、设备更新和绿色发展、工

业绿色化循环化升级改造、信息化建设等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

的项目，积极予以支持。

（二）支持中药材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申报省“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项目，项目申报、审核、审批等按照《广东省农业农

村厅“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建设工作方案》和《广东省农业农村

厅“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库管理办法》执行。

（三）鼓励各地对中药材产业化基地开展仓储物流基地、科

研基地等相关扩展项目建设方面提供土地、资金、融资支持，推

动中药材生产产业链的全面发展。

（四）对达到国家《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产业化基地建设验

收标准》的基地，省中医药局牵头向国家推荐为国家中药材种子

种苗繁育产业化示范基地。

附件：1. 广东省中药材产业化基地建设内容

2. 广东省中药材产业化基地申报表格式

3. 基地建设方案编写提纲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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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中药材产业化基地建设内容

一、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产业化基地建设

建设种子种苗繁育产业化基地，从源头控制中药材质量；推

进岭南特色中药材种质收集、保护、研究工作；解决一批中药材

基源不准、繁育困难、种子种苗质量低下的问题；推进岭南特色

中药材品种登记和审定工作，实现中药材品种管理规范化，形成

岭南特色品牌。

（一）基地建设规模与管理

用于种子种苗繁育的基地总面积应不少于 1000亩，其中主

基地面积应不少于 200亩。基地的土地所有权清晰稳定，并具有

证明材料。

选址建设基地，基地总体布局要科学合理，符合中药材种子

种苗繁育与生长的要求，配备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其中

主基地要建有必要的机耕道、大棚、排灌设施、喷灌系统等，分

基地要建有必要的机耕道和排灌设施等。鼓励基地建立物联网系

统。

基地选址地空气、土壤、水应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15618-1995）、《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15084-2005）中二

级以上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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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组织管理

成立基地建设项目组织管理机构，如领导组、技术组、建设

组等，为项目实施提供管理和技术的支撑服务。能维持繁育产业

化基地正常运行，能持续提供种子种苗服务。

（三）基地业务能力

基地应具有开展种质搜集、整理、鉴定、保护、保存和利用

的能力，能够进行优良品种选育工作，鼓励进行品种登记。

基地应具备以下具体业务能力与要求：

建立种质资源保存区，收集、保存中药材品种 40种以上；

每年繁育种苗300万株以上；掌握 3种扩繁困难品种的繁育技术；

形成种子种苗相关操作技术规程不少于 3项、种子种苗质量标准

不少于 3项（企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国家

标准或国际标准）；建设组培室、种子检验室等相关实验室，配

备相关检测设备及人员，其中实验室负责人 1 名，技术人员不

少于 5名；专业团队规模应达到 15人以上，中高级专业技术人

员不得少于 3人。

（四）社会化服务能力

种子种苗基地应具备生产推广、技术咨询与服务、科普、科

研平台等社会化服务能力。鼓励基地建设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

院所建立合作关系，促进产学研相结合。

二、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基地建设

扶持骨干龙头中医药企业根据自身原料需求，建设一批规范

化、规模化、产业化的中药材种植养殖基地，重点建设一批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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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国家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要求的产业化示范基

地。

（一）品种选择

1. 我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技术专家委员拟定的 20种广

东道地药材和特色岭南药材品种。包括：化橘红、广陈皮、阳春

砂、广藿香、巴戟天、广佛手、何首乌、沉香、穿心莲、高良姜、

益智、山奈、龙眼肉、广金钱草、鸡骨草、牛大力、溪黄草、降

香、肉桂、檀香等。

2. 珍稀濒危和难繁育品种。如广豆根、蛤蚧、九里香、阳

春砂、红大戟、金毛狗脊、沉香、降香、青天葵、独脚金、丁公

藤、穿山甲、海马、鸡血藤、金钱白花蛇等。

3. 企业中成药、配方颗粒、中药饮片等生产需求的中药材

品种。针对省内知名中成药、配方颗粒生产企业需求，开展核心

（潜力）产品基地建设，满足企业自身发展。如三叉苦、九里香、

岗梅、两面针、鸡血藤、鸦胆子、山栀子、南板蓝根、钩藤、黄

精、玉竹、五指毛桃、广地龙、凉粉草、芡实、鸡骨草、黑老虎、

溪黄草、冰片、苦木、铁包金、救必应、猴耳环、青蒿、九节茶、

山豆根、毛冬青、百部、白花蛇舌草、山银花等。

（二）项目申报主体基本要求

项目申报主体须符合以下各项条件：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原则上为医药企业、药材专业种植

（养殖）企业和直接从事主要研究开发的科研机构等。

2. 具有健全的由我省骨干龙头中医药企业牵头建设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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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接受多种组织形式建设；牵头企业应配备基地建设所需的

专业技术人员和专家团队。

（三）建设目标

中药材产业化基地建成后需保证产业链布局合理，具有规模

化、集约化、可持续、产区经济拉动力强等特点。建设基地应该

符合《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全部技术要求。中药材种植

养殖产业化基地建设面积达到 800亩以上；生产的药材质量达到

《中国药典》或省级中药材质量标准。

（四）组织形式要求

应有明确可行的生产组织模式，如“公司+基地”“公司+农

户”“公司+生产合作社+农户”等。项目原则上应为“多家联合、一

家为主”共建，所有参与单位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基地的土地所

有权清晰稳定，并具有证明材料。

三、中药材产业化技术支撑服务平台建设

（一）申报主体主要要求

申报主体应为从事中药材生产技术服务单位，有一支学科配

置齐全、常年从事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研发和技术服务的队伍（10

人以上，其中高级职称 3人以上），已建立运行良好的技术服务

机构。

（二）建设内容要求

——目标：建成后能为广东中药材产业化提供两方面较好服

务的技术平台。一是成熟共性适用农业技术、规范化生产技术的

培训、推广和应用，为中药企业和药材基地培养急需的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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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为药材生产共性技术障碍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内容：包括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硬件包括用于技术服

务平台所在地及其分支机构的设施改造、设备及工具的配备；软

件包括技术服务资料、服务机制、服务队伍建设，同时形成药材

基地和服务平台互动反馈机制。应明确能够为广东提供药材种植

（养殖）技术服务的具体内容。

——建设方式：由符合主体要求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中

药材生产科技服务企事业单位独立承建，或由产学研实体共同承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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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中药材产业化基地

申报表

牵头申报单位： （盖章）

联合申报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填报日期：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中医药局

2019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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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名称

基地类型

□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产业化基地

□中药材规范化、规模化、产业化种植基地

□中药材产业化技术支撑服务平台

一、基地规模（2020年）

占地面积（亩）

现有中药材品种及规模

基地业务能力

二、基地建设目标（包括但不局限于规模、品种、质量、服务能力等）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度

三、基地主要企业基本情况（2020年）

该基地企业数量（个）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数

量（个）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主要品种

占基地该品种

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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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地建设方案概述

（300字以内）

五、基地管理机构

机构名称

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座机和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六、企业的申报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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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农业农村局、中医药主管部门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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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基地建设方案编写提纲和要求

一、基地建设的意义和必要性

（一）依据。产品和行业的发展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等。

（二）必要性分析。对产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市场分析，

创新点等。

二、基地总体概况

牵头申报单位与合作申报单位已具备的条件和能力，以及生

产技术支撑情况。

三、基地建设目标、主要任务

（一）总体目标。建设规模，产品质量提升，关键技术突破，

推广示范应用等；

（二）建设方案。建设思路和内容，建设地址、建设周期和

进度安排，采用的生产规范和技术路线，需要的设备及主要技术

经济指标等；

（三）任务分解。分年度的建设任务，牵头申报单位与合作

申报单位的任务分工；

（四）效益分析。基地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五）基地建设组织方式与管理机制。牵头申报单位与合作

单位的管理方式，管理创新、激励机制，产业链整合配套等。

四、可行性分析

涉及基地建设，应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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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环保主管部门的评价意见等；

（二）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选址意见；

（三）提供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准文件，企业投资基地建设

需提供核准或备案的批准文件（在有效期内且未满两年）；已开

工基地建设需提供投资完成、工程进度以及生产情况证明材料。

五、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一）申报单位法人的所有制性质及主营业务；

（二）近三年的销售收入、利润、税金、固定资产、资产负

债率、银行信用等级；

（三）基地建设管理负责人基本情况及主要股东的概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