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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是“炎陵黄桃”成熟期。在炎
陵县中村瑶族乡、垄溪乡、下村乡等村寨山头，漫山黄
桃果“黄澄澄可爱、甜脆脆爽口”。

30多年前，100株从上海远道而来的黄桃苗，扎根
炎陵大山，在此成长、开花、结果，蝶变成享誉全国的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炎陵黄桃”。近年来，炎陵县 66.4%的
贫困户靠种黄桃脱了贫。

“炎陵黄桃”是如何成为脱贫致富“金果”的？

套一个纸袋子，炎陵种植黄桃成功

炎陵县地处湘东南边陲、井冈山西麓，山地面积占
全县总面积86.9%。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炎陵县委、县政府和农业部门
致力培育特色农产品，帮助山区农民脱贫致富。

1987 年，炎陵县农业部门从上海农科院引进优良
黄桃品种“锦绣”，在中村瑶族乡等偏远山区试种。

“‘锦绣黄桃’水土不服，身上长满斑点。山区环境
虽好，但病虫害严重，十果九蛀，不待成熟就所剩无
几。”炎陵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刘玉芳说。

怎么解决病虫害问题？一次偶然机会，炎陵县农技
专家和果农发现，水果套袋技术可破解难题。

当时，台胞朱代奖回到祖籍下村乡，租赁土地种植
新世纪梨，并在炎陵首次采用套袋栽培技术。受其启
发，果农们尝试将套袋技术运用到黄桃栽培中。

“当时，一个袋子很贵，我只能用套过新世纪梨的
袋子套黄桃。”中村瑶族乡平乐村村民邝卫华是“种桃
大军”中的一员“猛将”，他说，黄桃套袋后，果实不仅免
受病虫害与鸟害，且果面更光洁、色泽更均匀，呈现出
果形周正、颜色金黄、甜度适中、脆嫩可口等特征。

2004年初，邝卫华将自己种植的新世纪梨全部改
种黄桃。同年，在县农业部门帮助下，他向中国绿色食
品发展中心递交了绿色食品申报材料，“炎陵黄桃”首
次获得绿色食品认证，成为株洲市首个通过国家绿色
食品认证的水果。

2008 年，邝卫华的黄桃果园实现纯收入 10 万元。
看到邝卫华种黄桃发了财，村民们开始心动。于是，邝
卫华组建平乐黄桃种植合作社，带动村民一起种桃。短
短几年，全村一半以上人口种植黄桃，邝卫华也被评为

“湖南十大杰出青年农民”。
2011年，当选平乐村党支部书记的邓运成，将黄桃

作为全村脱贫致富的产业来抓。他牵头成立公司，把平
乐黄桃种植合作社、众鑫专业合作社等联合起来，采用

“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运作模式，统一种植管理、
统一销售。同时，为贫困果农建立扶持台账，提供一条
龙服务。

在他带领下，村里黄桃品质不断提高，销路逐年扩
大，一株丰产期黄桃树，年产值可达3000元。看到平乐
村黄桃种植效益丰厚，炎陵县其他乡村及周边县市也
掀起发展黄桃产业的热潮。

目前，炎陵县种植黄桃8.9万亩，挂果5.2万亩。

写一句推广词，“炎陵黄桃”漂洋过海

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绿色产业，是炎陵县干部群众的
共识。该县出台的“炎陵黄桃产业规划纲要”提出，将“炎陵

黄桃”发展为全县的龙头产业、特色产业、支柱产业。
炎陵县成立黄桃协会和黄桃产业办，推广技术，加

强对种植、采摘、销售等各环节的监管。每年安排预算
及整合涉农资金 2000 万元以上，支持黄桃基地建设、
品牌打造、储藏保鲜和市场营销。

品质是“炎陵黄桃”品牌的核心。炎陵县农技专家
探索总结出一套适合当地特点的标准化栽培技术——

“炎陵黄桃生产技术规范”，提出了整形修剪、抹梢疏
枝、疏果定果、果实套袋以及开沟排水、病虫害绿色防
控、有机肥使用等一道道标准化、精细化工序，铸就了

“炎陵黄桃”的高品质。
炎陵黄桃协会秘书长谭忠诚介绍，当黄桃长到乒

乓球大小时，必须把那些黄果、小果、畸形果等摘掉，一
臂长的枝条只留下两三颗，保证留存的果子能吸收更
多营养。每到冬季，要动锯去除大枝，完成果树整形；锯
口在春季萌发嫩芽要全部抹除，确保不消耗果树营养。
黄桃树挂果几年后，必须用有机肥丰富的土壤将树根
旁的“死土”置换出来，确保果树营养齐全、丰富。

为进一步提升黄桃品质，今年 5月，两棵炎陵黄桃
苗搭乘我国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经历了为期3天的
太空育种之旅。

酒香也怕巷子深。黄桃品质好，还需大吆喝。
7月23日，炎陵黄桃大会上，株洲市委副书记王洪

斌和炎陵县委书记尹朝晖，携手网红大咖，为“炎陵黄
桃”代言，通过电视网络媒介直播带货，当天签下黄桃
订单250万公斤。

7月26日，“黄金时代，桃醉人间”湘农荟大直播炎
陵黄桃专场在炎帝陵举行，当天线上、线下销售黄桃
1192.5万元。

随着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全民带货已成为当下最
热的销售方式，原生态的农产品加上优质的供应链，将

“肩挑手提商贩收”的传统模式，拓展为线上、线下同步
销售，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无缝
对接，让消费者能够“今天摘桃，明天吃桃”。

从小众到大众，炎陵县为推销黄桃没少下功夫宣传。
2016年开始，炎陵县每年举办桃花节和黄桃大会，

向全世界推介“炎陵黄桃”。还争取到中央电视台“国家
品牌计划——广告精准扶贫”项目，可免费在央视播送
1分钟广告。

谭忠诚介绍，为了这条 1分钟的广告，时任炎陵县
委书记黄诗燕苦苦琢磨出的“炎陵黄桃，桃醉天下”，成
为“炎陵黄桃”推广“金句”。

伴随着这句推广词，“炎陵黄桃”历史性地走向海
外，出口新加坡、阿联酋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澳门等
地区。

如今，“炎陵黄桃”已实现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
从区域品牌向国家品牌、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从经
济现象向文化现象“四个根本性转变”。

建一条产业链，数万百姓脱贫致富

“这箱是发往广州的，这箱是发往长沙的，这箱是
发往郑州的……”7月 27日，中村瑶族乡平乐村村民邓
石茂的新居中，一个个精心挑选的黄桃被装进印有“炎
陵黄桃”统一标识的纸箱，等待快递上门收寄，运往各
地。邓石茂说，每天寄出的黄桃近2000公斤。

“今年黄桃比去年更甜，生意更好。”曾因母亲患病
致贫的邓石茂，靠种黄桃在 2017 年脱贫，如今是炎陵
县丰盈有机黄桃种植合作社带头人，收入可观。

目前，炎陵县累计有 4811 户 14238 名贫困群众通
过种植黄桃，人均年增收9000元以上，实现稳定脱贫。

除了种植黄桃，邓石茂还在家中办起农家乐，服务
进村摘桃、品桃的游客。

“炎陵黄桃”成为市场宠儿，果农订单不断。村民脱了
贫、致了富，还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目前，炎陵县共有3.36
万人种植黄桃，6万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黄桃产业链。

围绕黄桃生产和销售，炎陵县先后组建龙头企业
22家、专业合作159家，包装物生产、果品分拣、广告宣
传、农资配送、种苗繁育、技术推广、物流运输、鲜果加
工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

天猫、京东等电商纷纷入驻，快乐购、沃尔玛等多
家企业前来寻求合作。邮政、顺丰等物流快递公司为

“炎陵黄桃”寄递开辟“绿色通道”，“黄桃贷”等金融产
品为炎陵桃农解忧。

“以往看相不好的果子，被果农扔掉。今年，阳光充
足，你看，村子里到处在晒黄桃干。”邓石茂说，为了做
黄桃干，他还专门购置了烤箱。

7月28日，在耕夫子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记者品
尝到用黄桃做的果冻干，入口即化，甜香酥脆。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他们还尝试用黄桃酿制果酒，
香醇味美。

在炎陵县，还流行吃“黄桃宴”。金黄的桃子被加工
成黄桃拌牛肉、黄桃开胃鱼头等各种佳肴。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30 多年来，朴实的炎陵
人民不断开拓创新，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架起
一座桥梁，建起了“炎陵黄桃”全产业链。今年，“炎陵黄
桃”产量预计达 5.1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将达 20亿
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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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醉天下
——看“炎陵黄桃”如何成为致富“金果”

全国药品零售企业综合竞争力百强
榜中，有10家湘企上榜；A股4家上市连锁
药房，湖南占2家；西南地区60%的药房是
湖南人开设——

7月31日，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村民在采摘
黄桃。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7月30日晚，炎陵县耕夫子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忙着将黄桃装箱连夜发往上海等地。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近日，养天和大药房“冲刺”创业板注册上市
接受问询，上市步伐渐行渐快。

不沿边、不靠海的湖南，是平价药店的发源
地，也是药品厂商直供模式的推动者。湖南，这一
方中国药品零售行业的热土，也锻造出了一支能
征善战、为全行业所称道的“药店湘军”：

目前，全国四大上市连锁药房中，湖南占两
席；今年又新增上市在审企业1家、辅导企业1家；

另还有上市公司旗下药房2家。
最新中国药品零售企业综合竞争力100强排

行榜中，我省有 10 家企业入选，是全国入围企业
最多的省份。

湖南药店的连锁化率、市场化程度和行业集
中度，均大大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打造了药品零售
行业的“湖南样本”。

在政策引导和资本助推之下，“湘字号”药店，
已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落地开花”，并为行业培
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

8月初，经过一个多月“改头换面”后，长沙市
开福区陈家渡路一家药店挂上招牌开门迎客。

“又是一家药店啊！”“药店比米店还多！”……
陈家渡路是一条小区内部街道，总长约 500

米，道路两旁餐饮、超市等业态一应俱全。
药店林立，是其中一道引人关注的风景。9家

药店立于两侧，稍远的距离200米，近的只有一店
之隔：老百姓大药房旁边是益丰大药房，往前走
30米，是国健民康大药房；养天和大药房、楚明堂
大药房、楚济堂大药房相邻，正对面就是千金大药
房……

湖南是全国最早不对药店设距离限制的省份
之一。2008年7月，湖南举行了一场零售药店合理
布局听证会后，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宣布：“尊重民
意，不将距离限制作为县以上城区零售药店开办
的前置条件。”

“设限其实就是保护落后，优胜劣汰才能对药
企提出更高要求。”

“限距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自由竞争，是保护
那些或执行高价策略或管理不善或实力不强但先
期开店的企业，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

“湖南药品零售的引导和监管，是偏市场化
的，这给予了行业充分竞争的机会。”

……
当初明确反对设限的老百姓大药房董事长谢

子龙，如今已经成为行业领军人物。养天和大药房

董事长李能、千金大药房总经理罗凯等人，无不为
身在湖南从事这一行业而庆幸。见证并且受益于
行业成长的益丰大药房董秘王付国等人，频频为
湖南药品零售行业环境点赞。

“一条 500米的街道开出 9家药店，在全国少
见，但在湖南常见。”湖南省药品流通协会秘书长
刘湘勇介绍，对药品零售行业，湖南相关监管部门
向来是“引导有方、促进有力、监管不松”。

为解决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短期内无法配备执
业药师的困境，2013年在全国打响“远程审方”第
一枪，2019 年 4月率先出台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开
展远程审方的工作通知；为缓解我省药品零售行
业药师及药学技术人员配备不足的问题，省人社
厅听取行业诉求，于 2020 年新增“湖南省药学专
业高级职称（非临床单位）”。

政策支持，湖南药品零售连锁行业得到快速发
展，相关企业大踏步由区域走向全省、进军全国。

在500米长的陈家渡路上，9家药店与早餐店
一同最早开门营业、与夜宵店一起最晚关门歇业，
有的甚至24小时营业。

平日里，各家药店不动声色、暗暗较劲；一到
周末或节假日、活动日，便使出“浑身解数”，这店
敲锣打鼓，那店搭台“唱戏”，只为博得更多关注、
争取更多进店流量。

管中窥豹，药品零售行业在湖南的竞争白热
化，各品牌药店几乎是“贴身肉搏”。

“一条500米的街道开出9家药店，在全国少见，但在湖南常见”
——政策支持是“药店湘军”崛起的密码

激烈的竞争环境下，行业肆意生长。
目前，湖南已经培育老百姓大药房、益丰大药

房两家A股上市公司；拥有养天和大药房、达嘉维
康2家排队（辅导）拟上市公司；还有千金大药房、
九芝堂两家上市公司旗下药房；诺舟、怀仁、恒康
等区域龙头品牌，在各自领地“响彻一方”。

湖南药品流通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 2019 年底，湖南省共有药店 27056 家，其中单
体药店10437家、连锁门店16619家，连锁化率达
到 61.42%；其中有七成市州连锁化率超过 60%，
最高的为岳阳，连锁化率达88.8%。

相比全国零售药店平均连锁化率约为55%左
右，湖南药店的连锁化率遥遥领先；行业集中程度
亦全国领先。“毋庸置疑，在湖南，本土企业呈现出

‘王者’短兵相接的较量之势。湖南药品零售为全
国行业的发展树立了标杆。”湖南省药品流通协会
秘书长刘湘勇说。

多年前，药店超市平地而起，消费者像在超市
或便利店购物一样，绕着货架选取所需药品。

“2001年至2005年，行业初创期以单体店为
主；2005年至2010年连锁化率迅速提高；紧接着
区域龙头品牌向全国拓展市场。”益丰大药房董秘
王付国坦言，初期行业确实经历过打价格战、产品
服务高度同质化等“野蛮”生长阶段，但现在境况
大不一样了。

经历过平价大战“厮杀”之后，湖南药店总数
不减反增，曾经存在的店面外观相似、店内陈列和
产品高度雷同的现象，如今已在开放性的高水平
竞争中百花齐放——

老百姓大药房综合实力首屈一指，自2001年
创立以来，已成功开发 22 个省级市场，其中在 11
个省市占率位于前三，拥有门店5400多家。

养天和大药房是国内首家药店加盟一体化服
务平台企业，试图以自身专业、资源等优势，“滋

养”众多中小规模药店长成“参天大树”。
千金大药房起步早、厚积薄发，近两年凭借

“每一个店长店员都有股权证”的“千金经营法式”
创新改革，创造了效益翻番的佳绩。

益丰大药房的精细化管理，九芝堂的中药
研发销售，怀仁的药品批发业务，达嘉维康的特
殊病种、大病特药供应……差异化发展，既为湖
南药品零售行业营造了更为优良的竞争和发展
环境，又为“药店湘军”崛起注入了源源不断的
活力。

凭借各自在细分领域的优势，“药店湘军”跑
马圈地将门店开至全国各地，也将行业人才输送
至全国各地。仅西南地区有超过 60%的药房是湖
南人开的。

疫情期间，湖南众多零售药店作为防疫网格
化的“哨点”，打了一场漂亮的“保供应、稳市场、勇
担当”抗疫硬仗。

当餐饮、娱乐小店全部闭门歇业时，药店每天
开门。养天和大药房董事长李能认为，社会遇到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时，药店人应有担当与坚守；但

“头部企业”在应急商品采购供应、应急响应应对
等方面体现出来的实力和资源，中小连锁和单体
药店不可比拟。

行业人士认为，经历此次疫情，规模连锁药房
将加快发展步伐，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规模连锁药房的市占率将进一步扩大。“疫情
考验着药店的采购、物流、配送、管理等能力，能力
越强、应对起来也就越自如。毫无疑问，未来大中
型连锁品牌药店将迎来发展的春天。”千金大药房
总经理罗凯笃信。

药品销售终端也将加快向零售药店倾斜。“发
达国家零售药店渠道占药品销售总市场的50%至
60%，但国内目前占比仅在20%左右。”李能判断，
以后人们会逐渐把药店当成买药的“第一站”，这
将进一步推动医院处方外流，零售药店将会成为
处方药销售的主战场。

到药店买药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老百
姓大药房董秘冯诗倪介绍，近年老百姓大药房不
断完善o2o供应链,已在一些区域与外卖平台开展
为慢病患者送药到家的服务。网订店送、“o2o 到
家服务”模式等，或将成为药品零售转型新亮点。

当然，大型零售连锁药店的“野心”，不仅仅只
在卖药。

家在长沙市朝阳社区的韩娭毑今年80岁，患
有高血压和糖尿病，她在益丰大药房长沙朝阳店
建立了慢病管理档案。档案里详细记载了她的患
病情况及病情，并根据实际情况为其配置了专业
的健康管理师，负责疾病动态监测、及时用药提
醒、心理和饮食方面的科学调节。另据了解，老百
姓大药房开设慢病管理的门店已超过3000家。

“未来，慢病管理将在连锁药店大面积开展，
药诊店模式或成为主导，将构建起从患者筛查、复
诊续方、送药上门、保险支付到院外健康管理的完
整闭环，这对药店的专业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益丰大药房董秘王付国说，“药店以后不仅是
一个卖药的地方，更是为百姓提供健康管理和服
务的机构，湖南连锁药店品牌已在这条路上加速
领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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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晚，长沙市开福区陈家渡路，老百姓大药
房与臻萃堂中医馆紧邻开设。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