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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药在发源地重现辉煌
春风拂柳，桃李芳菲，画栋雕

梁，楼台水榭，春日的岐伯和园美不

胜收。3 月 10 日，中华医祖岐伯纪

念馆开馆后，岐伯故里·中医药数

字产业园重点项目推介活动在岐伯

和园盛大举行，8 户企业获得授牌

后落户岐伯和园，12 个项目签约

投资建设产业园。

《陕西省“十四五”中医药发

展规划》提出加快建设中医药

强省，中医药传承创新是我市

“十四五”规划的“十项重点任务”

之一。近年来，蔡家坡经开区党工

委、管委会立足厚重的中医药文

化底蕴，将岐伯文化资源与医疗、

医药、文化、旅游、健康、养生等产

业融合发展，规划建设岐伯中医

药数字产业园，建成岐伯纪念馆，

收集野生中草药标本 700 余种、

民间中医验方古籍珍本500余册，

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队伍，开发

中医药产品制剂，大抓中医药产

业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岐山县委书记、蔡家坡经开区

党工委书记杨鹏程说 ：“我们将

深入挖掘岐伯文化内涵，进一步增

强文化自信，加快中医药现代化、

产业化发展，建设中医药数字产业

园，开发更多的中医药产品，培育

更多的中医药人才，以中医药产业

带动一二三产协同发展，做响做亮

‘岐伯故里 内经圣地’金名片，为

推动宝鸡乃至全省中医药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在推介活动中他表

示，将用最大的热情、最好的政策、

最优的服务，推进项目建设，加快

创建国家级经开区，全力打造市域

副中心城市，奋力谱写岐山高质量

发展新篇章。

国医大师、国家级名中医刘华

为在接受采访时说：“岐伯故里·中

医药数字产业园项目将医药事业与

医药产业配套发展，正好符合《黄帝

内经》中的‘合’‘活’‘和’精神。”他

进一步解释，产业园中既有康养、食

疗，还有医药，就是把各种资源集中

起来；利用产业园开发医药资源，

产业发展有思路，有思路就有活路；

第三个“和”，指的是平衡发展。

宝鸡市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

王凯军说：“我们借助数字化、信息

化技术手段，为传统中医药插上了

现代科技的翅膀，中医药必将惠及

更多的百姓，必将在岐伯故里迎来

新的辉煌。”

据介绍，岐伯故里·中医药数

字产业园项目的目标定位是 ：中华

医祖寻根区，秦岭祖脉中草药保护

区，健康中国体验区，亚洲唯一联

合国人居奖获奖城市体验区。整个

项目将通过四个步骤实施推进 ：高

端引爆、产业矩阵、绿色蝶变和文

化铸魂。

五大优势让蔡家坡成为中医药产业高地
“岐伯故里·中医药数字产业

园位于蔡家坡经开区，区内产业

基础雄厚，科研人才会集，基础设

施完善，营商环境清朗，是创业福

地、兴业宝地和投资高地，项目建

成投用，必将促进岐伯中医药文

化弘扬壮大，必将推动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必将为健康中国建

设注入强劲动力。”推介活动中，

杨鹏程的精彩致辞让每一位嘉宾

感到振奋。

创建中医药数字产业园，蔡家

坡有什么优势？岐山县县长、蔡家

坡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张军辉介绍：

“蔡家坡经开区有五大优势和四大

法宝，分别是岐伯和《黄帝内经》历

史文化优势、秦岭天然中草药优势、

宝鸡地区道地药材种养优势、蔡家

坡区域交通物流人流优势和科技优

势，秦岭之名气、渭河之人气、周原

之灵气、关中之和气。” 

蔡家坡经开区位于秦岭北

麓，区内中草药资源丰富，已查明

有地产药材 1992 种，159 种被

收入中国药典，知名道地药材 18

种，此外还有太白米、独叶草等珍

稀名贵药材，中药材总储量达 1.3

亿公斤。这里出土了数量众多的

中医药文物，中医药文化底蕴深

厚。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

市——蔡家坡经开区生态环境优

美，工业技术雄厚，交通区位优势

明显，是宝鸡弘扬岐伯文化、打造

丝路药都的主阵地。目前，区域内

共有中药材生产合作社 3 个，种

植柴胡、苍术、黄芪等中药材 22

类、4443 亩，年产量达 2500 多吨；

有中医药企业 10 户、中医药医疗

机构 23 个，年产值近亿元，产业

基础优势显著。

在当天的活动中，蔡家坡经开

区有关负责人向来宾重点推介了

四个中医药产业项目 ：岐伯和园

中医药博览园项目，由岐伯黄帝内

经历史文化馆、秦岭天然中草药博

物馆、现代康养博览园组成 ；五丈

原道地药材种植园项目，主要种植

柴胡、苍术、黄芪等地方大宗道地

中药材，规划建设中药材科研培育

中心一座 ；6 万平方米的中医药

科技产业园项目，位于蔡家坡百万

平方米标准化厂房核心位置，主要

承接中医药研发生产、药食同源产

品制造、中草药提纯萃取等类型企

业 ；西北中药材交易中心项目，拟

建设线下教育市场、电商交易中

心、仓储物流中心各一座，主要承

接中药材加工、销售、电子贸易、仓

储物流等相关企业。

蔡家坡经开区有关负责人向客

商郑重承诺，将用足用活省市支持

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各项优惠政策，

为落户企业提供一对一、点对点服

务，落实一件事一次办、一网通办的

服务措施，积极协助企业争取产业

奖补资金，在土地使用、产业扶持、

人才引进等方面对中医药企业给予

优先扶持，打造门槛最低、政策最

优、配套最全、服务最佳的优质营商

环境，为区域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中医药产业振兴蓝图令人振奋
在活动现场，一张中医药产业

振兴蓝图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沿着

渭河，以蔡家坡段为中心，东西延伸

10 公里，南北辐射 30 公里，占地约

3 万亩，那就是中医药的发源地，也

是中医药的复兴之地，岐伯故里·中

医药数字产业园将传承千载荣光，

继往开来，造福百姓，泽被后世。

陕西岐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介绍，岐伯故里·中医药数字产

业园是一个以中医药产业和现代康

养事业为主题的综合性园区，中医

药将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走向现

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产业园由五大板块构成 ：第一

板块是岐伯和园生命康养博览园，

占地 1000 亩，由岐伯·《黄帝内经》

历史文化馆、秦岭天然中草药博物

馆、现代康养博览园、渭河运动公

园四部分构成；第二板块是五丈原

药田农场，占地 8000 亩，由中药材

种植园、大健康森林超市、药田景

观、中草药工艺博览园、中药材研

发培育中心、城市居民健康生活管

理站六部分构成 ；第三板块是大

健康工业园区，占地约 10000 亩，

由中医药加工提取企业集群、新技

术研发企业集群、现代康养产品企

业集群和中医药国际会展等项目

构成 ；第四板块是中医药和现代

康养产品交易中心，占地 8000 亩，

由线下交易市场、电商线上交易

平台、仓储中心和物流园区构成 ；

第五板块是秦岭天然药谷，占地

3000 亩，由秦岭天然中药材保护、

民宿体验、旅游观光和休闲度假等

项目构成。 

据了解，整个产业园项目规划

3 年建成，由蔡家坡经开区和陕西

岐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实施，

目前中华医祖岐伯纪念馆已建成开

馆，岐伯和园即将开园。当天，甘肃

中药材交易中心秦岭道地药材供应

基地、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

会五官科及疑难杂病教学实践基

地、中国传承人入库（西北）申报中

心、安徽省中药材商会、香港陕西商

会等 8 户企业入驻岐伯和园，并被

授牌。另外，甘肃中药材交易中心、

安徽省中药材商会、宝鸡天健医药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负熵密码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民间中医

药研究开发协会五官科及疑难杂病

分会、中国传承人大数据库中心、香

港洪润堂生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

司、盘古智库( 北京）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华纳文化产业投资（西安）集

团有限公司、西安微聚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等 12 户企业，分别与陕西岐

伯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签约，即将在

岐伯故里投资兴业。

“这是中国医药界的盛事，也是

蔡家坡的荣耀。”一位嘉宾说，中医

药传承数千载历久弥新，在刚刚过

去的 3 年里，为全球阻击新冠疫情

提供了“中国方案”，为人类卫生健

康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纪念

岐伯，建设岐伯故里·中医药数字

产业园，就是要把中医药民族瑰宝

保护好、挖掘好、发展好、传承好。期

望传承数千年的中医药从其发源地

重新扬帆起航，在数字化赋能下，走

上复兴新征程。

岐伯之乡擂响中医药振兴战鼓
——蔡家坡经开区加快建设岐伯故里·中医药数字产业园项目

本报记者 刁江岭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最为

璀璨的瑰宝之一，传承创新发

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

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

重视中医药工作，陕西是中

医药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推

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是我

们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岐

山是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

地，是中医始祖岐伯诞生地，

《黄帝内经》《周易》成书于

此。蔡家坡经开区积极贯彻

落实中央和省市战略部署，按

照全省“三个年”要求，加快建

设岐伯故里·中医药数字产

业园，让中医药产业成为推动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

擎，努力争当全市乃至全省大

健康产业排头兵。

蔡家坡经开区全貌

岐伯故里·中医药数字产业园规划图

名老中医义诊

岐伯和园内一景

岐伯和园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