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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花”变“伤心花”，
花贱伤农让人忧

7月下旬，隆回县小沙江等乡镇
的金银花采摘已进入尾声， 到处都
能闻到金银花特有的清香味： 农户
们正忙着将采摘来的新鲜金银花送
进机器里杀青、烘干。

“市场红火时，花还在树上，就
有人来交订金了， 今年几乎没有外
地客商前来收购金银花。”近年来一
直做金银花生意的阳锡存说。

靠种植、 购销金银花致富的阳
锡存， 在镇上的药材市场还建了个
宾馆。他介绍，以前金银花80元一公
斤都供不应求， 而今年40元都无人
收购。

隆回县小沙江、麻塘山、虎形山
等乡镇，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大规
模种植金银花， 目前全县种植面积
超过20万亩， 产量占全国的60%，
2001年被国家林业局授予“中国金
银花之乡”称号，2009年被国家工商
总局授予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而隆回县围绕金银花大做文章，将

“一朵小花” 打造成了拥有经济、文
化、旅游等多项内涵的大产业，年产
值达10多亿元， 金银花也成了当地
瑶汉农民脱贫致富的“致富花”。

在小沙江镇肖家垅村村民王本
余的花地里，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一公斤鲜花只能够卖3-4元，一个人
每天只能采摘30公斤左右， 而工价
最低也是80元，还要安排3餐，请人

不划算。
王本余种植金银花20多亩，往

年采摘时需要请十几个人，而今年，
不仅没请工， 反而儿子还去外地务
工，就他带孙子采摘，“这样的价格，
如果请人摘，工钱都赚不回来。”

这赔本的买卖， 让许多花农不
得不放弃采摘， 不少鲜花因此不得
不烂在地里。“致富花” 成了“伤心
花”。

小沙江镇党委书记段小红表
示，这些年来，金银花价格就像“过
山车”一般大起大落，既遭遇过几十
元一公斤的贱卖， 也经历了2003年

“非典”时随手抓一把就是上百元的
刺激。但像今年这么低的价格，还是
首次。

“山银花上火”？ 网络
谣言导致金银花“卖难”

价格为何会出现如此大的落
差？“金银花”缘何从抢手货变滞销
品？

“这与今年个别媒体和网站的
不实报道有关， 网上说隆回金银花
是山银花， 山银花不具备清热解毒
药性， 喝了山银花之后会上火。”隆
回县委副书记陈历贤告诉记者。

记者上网查询后发现的确有相
关报道称：金银花是良性的药材，而
山银花却恰恰相反，是热性的药材，
金银花可以清热解毒， 而山银花则
会上火伤身。

对于网上的报道， 隆回县的广
大花农既感到愤怒，又很无奈。

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富寨村村
民唐世汉说：“我们祖辈种了几十

年，从认识它起就叫金银花。凭什么
说我们的是山银花？ 我家是中药世
家，金银花是常备药材，它清热解毒
的性能是上了《本草纲目》的，网上
说它上火，完全是无稽之谈。”

记者查阅国家药典发现， 山银
花和金银花虽然根据植物的总属名
称分别单列，但是在药性、药效、临
床使用上并没有区别。

6月25日，曾经刊文称山银花对
生命安全有危险的某报纸专门刊登
文章， 对此前的误导性报道做出澄
清， 其编者按称：“湖南隆回县种植
金银花历史悠久， 民间习称金银花
……本报在5月28日发表的《部分地
方政府保护假冒金银花生产销售》，
涉及专家对于金银花与山银花的意
见，并不代表本报观点。”

然而，个别媒体的澄清，已经无
法改变我省隆回、 溆浦等南方多地
金银花滞销、花贱伤民的现状。

隆回县委常委、 副县长黄仕军
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努力， 我们
的产业规模达到了10多个亿， 国务
院、 国家发改委已经把金银花产业
作为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重点支持的产业项目， 如果金银
花卖不出去， 那么整个武陵山片区
3600万农民，就会遭受重大的损失，
很多老百姓就会重新返贫。”

“因为前几年价格高位运行，造
成了全国各地都在大面积种植金银
花，现在主产区不单单是湖南隆回，
还有山东、河南、贵州、重庆等地也
有一些产量比较大的种植地区。”陈
历贤分析，盲目扩大种植面积，违背
市场规律， 这也是金银花身价大跌
的原因之一。

本报记者 陈淦璋

“员工制”
并非长沙首“吃螃蟹”

“‘员工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
是‘公司化经营、员工化管理’经营模
式。”7月30日， 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
局出租车客运管理科副科长李智深
告诉记者， 此次出租车管理体制创
新，并非长沙首家“吃螃蟹”，实则是
贯彻交通运输部等部委提出的改革
思路。

据悉，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 全国总工会于2012年2
月联合推出了“出租汽车行业和谐劳
动关系创建活动”，核心内容包括：推
行出租汽车企业“员工制”经营模式，
代替目前的“承包挂靠制”。

在全国，北京、广州、昆明、十堰、
溧阳等多地都已试行“员工制”。

而长沙，立足于“存量未动、增
量求变” 的经营模式转轨。 根据方
案， 全市现有的6280台出租车经营
模式维持不变 （除其中1000辆为

“个体司机”投资、经营、受益外，其
他均为“租赁制”，每月需缴纳车辆
租赁费）， 新增的500台的士均采用

“员工制”。

今年4月，“员工制” 启动公开招
标程序，16家出租车公司入围， 最终
蓝灯、龙骧、鸿基、三维、福利、鹏程6
家公司中标。 其中， 蓝灯公司有250
台，其他公司各50台。

6月18日上午， 发车仪式在长沙
汽车东站举行，首批50台新车投放市
场运营。出租车“员工制”正式宣告在
长沙落地。

已有360台新车上路运营

按最初预计， 所有新车7月底之
前将陆续上路运营， 但记者了解到，
截至7月31日，共有360台新车上路运
营。除龙骧、鸿基、三维、福利、鹏程5
家出租车公司的新车基本就位外，蓝
灯公司的进展稍缓，至7月底只有140
台车上路运营。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员工制
难招到的哥， 招到了也频繁辞职”已
传言四起。 李智深否认了这些说法。
他表示，此次新增的出租车，要走完

“车辆购置、设施安装、驾驶员招录、
培训”等流程后才投向市场。为确保
服务质量，管理部门采取“合格一批、
投放一批”的原则，故进展略有滞后。

过去，只要具有出租车驾驶员从
业资格证，就可申请进入行业。现在
门槛明显提高了， 需要提供3年以上

的驾驶证、从业资格证、计划生育证、
派出所出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交警
部门提供的无重大交通事故证明。只
有这5证齐全的驾驶员， 才能进入公
司安排的路考、培训、理论考试，全部
通过后，方能正式被录用。

驾驶员首先要依法取得从业资
格，才能到公司应聘“员工制”驾驶
员。而新增500台车，意味着要对应增
加1100多个工作岗位。“短时期内，
在现有行业中招满1100多人不太现
实，人员招录难免滞后；不过，现有
240多名驾驶员正在接受培训， 预计
10天后将上岗。”李智深介绍。

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长沙市公
共客运管理局正对6家推行“员工制”
的公司执行情况开展督查。据初步统
计，签订“员工制”合同后又辞职的，
目前只出现在6台车上。

“我们发现，有的司机签订‘员工
制’合同后又辞职，主要是原本承包
了一辆出租车，这次又签约成为公司
员工，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而且‘员
工制’考勤严格，一个人根本没法分
身开车，驾驶员只能两者择其一。”李
智深表示。

记者7月30日下午在李智深办公
室看到，洪利出租车公司驾驶员阳治
勤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申请车辆
转租，准备到蓝灯公司当员工”。

盛夏时节， 不少人会用
金银花泡茶或入药， 用以清
热解毒、消火祛暑。但在我省
隆回等地， 很多花农告诉记
者，往年购销两旺的金银花，
今年价格低迷， 并出现了严
重的滞销现象。 曾经风光无
限的金银花， 缘何从抢手货
变滞销品———

一朵“小花”
的浮沉

“金银花”“山银花”，
药性相同药理相通

据了解，在2005年之前，山银花
和金银花在中医药的历史上并没有
严格的区分， 都是以金银花作为约
定俗成的名称来入药的， 那么山银
花和金银花在药性上到底有没有区
别呢？ 山银花真的就像一些媒体和
网络上所说的那样和金银花的药性
完全相反，不仅不去火，反而会上火
吗？

记者分别查阅了2005版、2010
版国家药典， 发现最新两版药典对
于山银花和金银花药性的记载和认
定完全一致，而且一字不差。山银花
和金银花的性味与归经均为： 甘，
寒，归肺、心、胃经。功能与主治均
为：清热解毒，疏散风热，用于臃肿
疔疮、丹毒、热毒血痢、风热感冒、温
热发病等。 此外用法与用量也完全
相同。

国家药典委员会原秘书长姚达
木介绍， 金银花和山银花都是忍冬
科植物，历史上统称为金银花，并都
以金银花这一统称入药。2005年以
前， 国家药典对金银花和山银花的
记载都是金银花，2005版药典首次
将金银花这一大类别中的一些植物
品种单列为山银花， 分列的主要原
因就是想一物一名。

对于姚达木的这一说法， 记者
随后又在多位研究中医药长达五六
十年的专家那里得到证实。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
学院首席研究员李连达告诉记者，
过去长期以来这两个药是通用的，
2005版国家药典之所以把金银花和
山银花分列， 是从植物学名称的角
度考虑， 希望对药物进行更细致的
分类和命名。

但李连达院士也提出：“当时忽
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原料药这样分
开是合理的，但是复方制剂怎么办？

从医学发展角度来看，‘金银花’与
‘山银花’功能主治是一样的，这两
个药是没有区别的，完全可以通用，
分列不宜。”

采访中，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
书亭、中国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孙
晓波等业内专家都强调，虽然2005
版国家药典把山银花从俗称的金
银花这一大类的药材中单列出来，
但是并没有否定山银花在历史上
同样作为金银花入药的事实，两者
并不矛盾。网上散布的金银花可以
清热解毒，而山银花则会上火的言
论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中医科学院
副院长黄璐琦告诉记者, 中药材的
药性认定，一方面要看国家药典对
其性味归经、功能主治和用法用量
的记载；另一方面则要依据该药材
的临床应用情况，这两者是目前医
药领域较为科学和客观的评判依
据。

专家们还建议， 在修订2015年
版国家药典时， 恢复1977-2000年
版国家药典关于金银花的表述，将
金银花、山银花统称为金银花。

做好深加工，让金银花
“流金淌银”

尽管目前市场低迷， 但隆回县
委、 县政府对金银花产业的发展依
旧看好， 在努力提振花农信心的同
时， 积极指导种植户进行标准化种
植和规范化加工，提高产品质量。

“目前隆回县与国药集团的合
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双方将就隆
回金银花科技产业园及公共平台
项目开展战略合作。” 隆回县县长
马健强告诉记者，该县的金银花产
业已积累了发展基础，现在通过产
业平台的整合，市场前景将十分可
观。

“药少了是宝，药多了是草！”中
国药检院首席科学家林瑞超认为，
金银花要真正做成一个富民产业，

就必须搞综合开发， 他建议：“我们
采摘金银花多是花蕾入药， 为什么
不能采摘成熟的花做茶呢？ 金银花
浑身是宝， 可目前利用的仅仅是花
苞，还局限于制药、制凉茶，保健功
能还没有开发。 特别是隆回县小沙
江等高寒山区， 如果利用其优质的
山泉水，加工开发出金银花饮料，那
么市场前景将一片光明。”

金银花自古被誉为清热解毒的
良药，是我国常用基本药材、国家应
急储备药材之一。 中国中药协会副
会长张世臣认为， 隆回的金银花质
量好， 绿原酸等药用有效成分含量
高， 特别是富含抗肿瘤的特殊药用
成分皂苷， 对治疗肺癌等恶性肿瘤
有独特效果，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加大科研力度， 可联合国内外有实
力的科研院所， 开发其独特的药用
价值。

当地的一些经销商已将目光瞄
准了国际市场，今年，隆回县鸿利药
业公司新加工的一种原生态枝、叶、
花一体的“枝花”，就出口到了韩国
等东南亚国家，出厂价每公斤达109
元， 是普通金银花的三倍。“客商的
要求很严， 他们在国内考察了很多
地方， 最后点名只要隆回小沙江地
区的， 可能与我们这里的环境气候
有关，今年已出口了40多吨，明年我
们的目标是欧美市场。” 对于未来，
公司老总舒利无比期盼。

对此， 马健强颇感振奋，“一个
产业在一个地区多年来的发展，花
农已从传统的小农意识中蜕变出
来。 他们从过去单纯地关心金银花
基础管护技术，关心自家的钱袋子，
到今天开始关注产业的发展， 关注
国际市场的需求，这就是进步。我们
发展产业就是要把思路拓宽， 与国
际市场对接， 在加快基地建设进程
的同时，加强原产地保护，与精深加
工的大企业合作经营， 走高精尖的
产业经营之路， 把金银花产业真正
做大做强，做精做优。”

隆回县小沙江镇的干部帮当地花农采摘金银花。 本报记者 胡信松 摄

至7月31日，长沙市已有360台实施“员工制”的出租车上路运营。新机制下
“的哥”、“的姐”收入如何？这种管理模式能否得到认可？出租车运营“员工制”
到底能走多远？请看———

长沙出租车，
“员工制”初试水

“员工制”司机收入到底怎样

1个多月过去了，“员工制” 收入
水平究竟怎样？

不少“租赁制” 的哥告诉记者，
“员工制”收入和“租赁制”副班差不
多，和主班没法比。涟源人刘德玉在
长沙开的士已有6年，作为主班司机，
他告诉记者：“老师傅开车，每月净收
入没有6000块钱就没搞头。”

根据长沙“员工制”方案，驾驶员
不需要投入一分钱，以员工身份为公
司开车，每车每月完成一定数额的生
产任务，就可拿基本工资。公司给每
个人缴纳“五险一金”，并保证每个月
4天休息。

具体执行中，6家中标公司各有
差异。湖南龙骧集团龙骧出租车分公
司经理易皓安介绍，50台新车共招募
驾驶员116人。对“员工制”司机采取
统收统支模式，驾驶员只需每周二和
周五按计价器的打表收入缴纳前3天
的营收款，其他如燃油费、维修费用
等经核定标准后，由公司负责。

龙骧公司提出，每车（折合驾驶
员2.3人） 每月的生产任务24600元，
分解到驾驶员即每班410元（以30天
计）。驾驶员若完成生产任务，每月可
拿到“基本工资1190元+绩效工资
2400元+超产奖”；福利待遇方面，公
司给每人每月缴纳“五险一金”约730
元，并保证每月4天休息。

7月30日上午11时， 的哥王金刚
到龙骧公司缴纳营收款，他掰着指头
和记者算了笔账：“每班毛收入从400
到500元钱不等， 完成410元的任务
不成问题，多余的就是超产奖。算下
来，一个月有4000多元现金加‘五险
一金’，4天的休假，还算不错。”

一旁，的哥小刘开玩笑道：“王哥
发点狠，每班跑600元又不是做不到，
超产奖一多， 现金收入不就上5000
元了。”车队队长拿出6台车的营收统

计报表，记者看到，驾驶员每班有跑
到640元的，最低的是330元，但最常
见的营收区间是450至550元。

每班450至550元的毛收入水
平， 和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局督查6
家公司统计后的基本一致。 据悉，目
前“员工制”每车每天（2名驾驶员）的
毛收入普遍在900至1000元左右。

细算账，“员工制”收入是高还是
低，还涉及到如何看待“五险一金”。
部分的哥向记者抱怨：在长沙也开不
了几年出租车，“五险一金” 作用不
大，不如换成现金发了更实在。

李智深认为， 一部分驾驶员对
“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的认识不够，
也是此次应聘不太积极的原因之一。
其实，“五险一金”是对员工的一种未
来保障。这次“员工制”招募搞体检，
超过40%的驾驶员报名被筛掉，很大
原因就是身体不过关，或多或少都落
下了职业病。

李智深表示，“租赁制”主班驾驶
员需投入车价、设施安装费等前期租
赁费用10多万元，还要承担相应的投
资风险和运营风险。而“员工制”的哥
不需要前期投入，所有的成本和风险
由企业承担，因此驾驶员的从业压力
大大降低。

“‘租赁制’驾驶员都是没日没夜
跑车，以明天的身体赚得今天的收入。
而‘员工制’的哥每个月有4天假，如果
完成生产任务后，放弃休假继续跑车，
这4天还可挣净收入约1000多元。这
样算来，‘租赁制’与‘员工制’司机收
入应该旗鼓相当。”易皓安表示。

“员工制”
将坚定不移推行下去

其实，长沙出租车实施“员工制”
与“租赁制” 之间的较量已有多日。
2006年，有出租车公司试行过“员工
制”改革。公司全额购买8台的士，签
订劳动合同，买“五险一金”，但由于

种种原因，4年后这批员工回到原来
的车队，宣告改制暂缓。

长沙出租车“租赁制”运行已逾
10年。现在推行“员工制”，新情况也
接踵而至。

如“员工制”禁止以收取“风险抵
押金”、“财产抵押金”等方式，向驾驶
员转嫁投资和经营风险。 湖南龙骧集
团龙骧出租车分公司经理易皓安告诉
记者，这个规定出发点很好，但或许会
导致驾驶员缺乏责任感， 若发生较大
交通事故和服务违规， 难免会出现个
别驾驶员“撂挑子”走人，但公司因此
辞退驾驶员，却可能要支付赔偿金。

长沙鸿基出租车公司经理鲁典
文则对员工的稳定性表示了担忧。5
月到9月是出租车行业的旺季，11月
起会进入低迷期，元旦春节又会旺起
来，3到4月继续回落。“旺季驾驶员都
愿意来上班，就怕淡季他们辞职。”

据悉， 广州出租车行业8月下旬
即将大规模转轨“员工制”。而5年前，
广州已为出租车司机购买了社会保
险，此次才启动机制转轨。李智深说，
相比广州， 长沙是“两步并为一步
走”。 现在国家要求改革出租车运营
管理体制，长沙市政府主管部门已下
定决心，将坚定不移把“员工制”推行
下去。

“‘员工制’更加明确了企业的责
任， 要求出租车产权与经营权统一，
车辆购置、营运有关税费等投入全部
由企业承担。在遇到意外事故、自然
灾害时，风险也由企业承担。”长沙市
公共客运管理局副局长周运秋认为，
推广“员工制”，驾驶员与出租车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由企业为其缴纳“五险
一金”，解决了其“老无所养、病无所
医”的后顾之忧；同时，为激发驾驶员
积极性，提高行业服务质量，“员工制”
驾驶员实施绩效考核， 鼓励驾驶员多
劳多得，符合行业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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