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图为12月6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
新华社发� � � � 中医药产业已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5年， 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已达7866亿元，占
医药产业规模近1/3， 中药大健康的产业突破1万
亿元，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十二五”时期，我国中
药工业总产值增速达20%。 中药产业逐渐成为国
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广阔市场前
景的战略性产业。

以药材生产为基础、 工业为主体、 商业为纽
带，中国现代中药产业体系基本建立。目前，我国
国产中药民族药约有6万个药品批准文号，全国有
2088家通过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
的制药企业生产中成药。 王国强在回应中医药材
质量有关问题时强调： 要保障中药质量和用药安
全，中药产业应“种好药、产好药、造好药”，同时建
立合理的价格调整机制，助力中医药可持续发展。

� � � � 2009年至2015年， 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服务
量占医疗服务总量由14.3%上升到15.7%。2015年，
公立中医类医院比公立医院门诊次均费用低11.5%，
住院人均费用低24%。

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
灵活、费用相对低廉，中医药以其特色优势在新一
轮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中发挥保基本、强
基层、控费用的重要作用，丰富了中国特色基本医
疗卫生制度的内涵。 王国强表示， 我国正在推进
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 在二级以上中医医
院设立“治未病”科室，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
保健机构等开展“治未病”服务，通过治疗关口前
移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 � � �截至2015年底， 全国有高等中医
药院校42所，200余所高等西医药院校
或非医药院校设置中医药专业， 在校
学生总数达75.2万人。

“人才培养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
本。”王国强认为：中医药人才的培养呈
现出“多层次、多学科、多元化”教育全覆
盖的特点，基本形成了院校教育、毕业后
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师承教育贯穿

始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
得益于我国中医药科学研究取得的

积极进展，近年来有45项中医药科研成果
获得国家科技奖励，其中科技进步一等奖
5项。目前，我国已形成以独立中医药科研
机构、中医药大学、省级以上中医医院为
研究主体，综合性大学、综合医院、中药企
业等参与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下一个
屠呦呦的出现指日可待。

� � � �屠呦呦凭借“青蒿素”的发明摘得诺
贝尔奖，这一抗疟药物拯救了全球数百万
人的性命；里约奥运会上，泳坛名将菲尔
普斯身上的火罐烙印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印”。近年来，“中医热”不断掀起风潮。

中医药传播遍及183个国家和地
区、海外建立的中医药中心已有10个，
中医药事业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
展人文交流、 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的
重要内容。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

示， 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
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
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

王国强还指出， 中国一直致力于
推动国际传统医药的发展， 累计向70
多个国家和地区派遣的医疗队基本上
都有中医药人员。 我国已签订中医药
合作协议86个， 先后派出中医技术人
员400余名前往40多个国家援外，得
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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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中国的中医药》白皮
书发布会上，有记者就“中医有可能毁在中药上”这一说
法向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
国强求证。王国强回答：“这句话确实不是危言耸听！”

在我国中医药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之际， 亟须
破解中药面临的质量和资源困境，绝不能让中医亡于中药。

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
族医药事业发展” 成为建设健康中国的时代强音。 与此同
时，关于“中医可能亡于中药”的警钟也不断敲响。近年来，
野生变家种，道地药材异地无序种植，种植过程中过度使用
农药、化肥，土壤重金属超标等，都直接影响药材品质。

药材质量关乎中医生死存亡，关乎民众用药安全。主管
部门、种植和加工企业须严格遵循《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
（2015—2020年）》的部署，加强中药材资源保护，规范中药材
产业发展。主管部门尤其应在三个方面重点发力：一是建设
中药材资源动态监测网络，构建中药种质资源保护体系，强
化中药材主要产区资源监测保护； 二是力促优质中药材的
生态种植，从源头保证优质中药材生产；三是积极推进中药
的标准化行动，系统构建中药标准化服务支撑体系。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
明宝库的钥匙。种好药、产好药、造好药、用好药，是保障
民众用药安全、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建设健康中国的
必由之路。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中医药，
中国要！

不能让中医亡于中药
新华时评

从“麻沸散”到“青蒿素”

相关链接

为啥说中医药是“民族瑰宝”

中药大健康产业破万亿元1
中医药产业渐成战略增长点

� � � �近年来，我国制定实施了《中医药标
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年）》， 中医药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标准
数量达649项， 年平均增长率29%。 42
家中医药标准研究推广基地建设稳步推
进， 常见病中医诊疗指南和针灸治疗指
南临床应用良好。

同时， 我国民族医药标准化工作不
断推进。“中医药的标准不能用西医药的
标准来套用。 ”王国强表示： 中医药标准
规范由于中医的特点和西医药有所不
同， 要建立起符合中医， 特别是符合中
药的质量和标准规范， 随着医学模式的
调整，中医和中药的原理、作用正被逐渐
揭示， 应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规范体
系、 评价体系。

调查发现：野生变家种、道地药材异
地种植， 以及种植过程中使用农药、化
肥，加上土壤中的重金属等，这些都可能
影响药材种植的质量。 有专家指出：凡此
种种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起
来必须既统筹治理，又只争朝夕。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标准数量达649项5
药材质量是关键

中医药专业在校生超75万3
下一个屠呦呦在哪儿

“墙内开花墙外也香”4
中医药“国际范儿”十足

保基本 强基层 控费用2
公立中医类医院住院人均费用低24%

� � � �全国年诊疗人次达9.1亿、中医药工业总产值
达7866亿元、传播至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
中国中医药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

12月6日,国新办首次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
书。记者结合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局长王国强的权威解读，梳理了五大看点———

� � � � 东汉末年，华佗创制了麻醉剂“麻沸散”，开创了麻
醉药用于外科手术的先河。抗疟药物“青蒿素”的发明，
拯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各族人民
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
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
出了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医药兼容并蓄、创新开放，形成了
独特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防治观，实现了自然科学与人
文科学的融合和统一，蕴含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想。

中医药发祥于中华大地， 在不断丰富发展自己的同
时，也逐步传播到世界各地。早在秦汉时期，中医药就传播
到周边国家，并对这些国家产生重大影响；预防天花的种
痘技术，在明清时代就传遍世界；《本草纲目》被翻译成多种
文字广为流传，达尔文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
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
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医药学作为我国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
的钥匙。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
长王国强指出：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有利于推
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这一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据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