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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医药大健康”企业为龙头
彭州打造“百亿医药健康产业基地”

49岁的严晓波是彭州市敖平镇石
音村的一个普通村民，一直跟川芎打
交道，从川芎育苓、护苗、茎叶生长、倒
苗、根茎膨大等生长过程了如指掌。即
便如此，川芎牙膏他还是头一次听说。
目前，川芎牙膏通过临床实验，处于内
部试用阶段。“其实，这只是国家中医
药全产业链其中的一环节……”新绿
色药业厂长陈春潮介绍道：“公司还聘
请了成都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胡昌
江教授，作为研发指导，根据川芎功效
组方研制川芎牙膏、洗发水、面膜等产
品。”另外，新绿色药业还在全国率先
建立了“川芎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当然，不仅仅是川芎，还包括其他
中药材种植，新绿色药业全国建立了5
万余亩中药材扶贫基地。据介绍，新绿
色药业是行业内唯一实现从中药材
GAP种植、中药饮片GMP生产、中药
配方颗粒研发及GMP生产，再到智能
中药房研发的中药配方颗粒全产业链

企业。预计今年9月开工的“现代中药
高科技产业化基地项目”就是中药材
全产业链的集大成者。占地600余亩，
总投资逾20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年
产值可达50亿元，年均销售收入40亿
元，推动彭州打造“百亿医药健康产业
基地”。

彭州市统筹城乡和农业发展局副
局长周厚均说：以新绿色药业为龙头，
彭州市将逐步构建集药材种植销售、
生产加工、观光体验于一体的一二三
产业深度融合的全产业链，全力打造

“互联网+特色农业”国家级样板。加速
推进“互联网+道地药材”发展新模式，
在“互联网+”道地药材信息化、道地药
材基地标准化、智能加工仓储化等方
面形成合力助推，“裂变式”释放本土
中药材产业优势资源。预计今年将建
成国家级川芎标准化核心示范基地2
万亩，建成一个国家级川芎交易平台，
建立川芎及中药材价格指数体系，将

“敖平牌”川芎区域公用商标培育成全
国知名品牌，实现川芎综合产值20亿
元以上。

创新融合发展“彭州模式”
加快建设中药材健康产业生态圈

据介绍，彭州独特的地形地貌孕
育出丰富的动植物药材，经过集中集
中集群式发展，彭州市逐渐形成“道地
川芎、优质黄连、三木药材及珍稀药
材”等4个中药材生产基地。彭州市敖
平镇镇长唐建军说，目前敖平常年种
植面积3万亩以上、占全镇耕地面积
90%以上，年产川芎8000吨以上，出口
韩国、日本及东南亚。敖平川芎种植面
积、产量、销售均居全国第一位。经检
测，敖平产地的成品川芎阿魏酸达
1.08%，是现行国家标准10倍以上。

2017年11月10日，在四川省中医药
健康产业发展推进大会上，时任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据行王国强在参观新绿色药
业展台后表示，在实施“中医药现代化战
略”的背景下，充分利用好中医药进行创
新，这是天时；依托川产道地药材川芎研
发健康产品，这是地利；依托新绿色药
业药研所和自身团队建设，这是人和。

作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

准的全国6家中药配方颗粒试点生产企
业之一，陈春潮说，“现代中药高科技产
业化基地项目”对促进成都市、四川省打
造重要千亿产业的目标起到推动作用。
该项目主要以企业为龙头，通过“公司+
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模式，将带动
彭州当地6万多户药农从事中药材种植
而增收致富。同时，该项目建设投产后，
新绿色药业将成为彭州市中药材产业转
型升级、品质提升的样板，成为成都、四
川乃至全国中医药产业标杆。力争成为
全球质量标准最优、智能化程度最高、规
模最大的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基地。

彭州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以川芎、
黄连等中药材种植为依托，彭州市中
药材种植产值已突破10亿元，医药制
造产值达40亿元，已成为中国道地药
材重要原产地之一。同时，彭州加快构
建医药健康产业高效生产体系，截至
2017年，据统计已建成现代中药、生物
技术药等项目，集聚了光大制药、第一
制药、新绿色药业等医药制造企业27
家，实现产值42亿元，彭州“百亿医药
健康产业基地”已初具雏形。

与云南白药牙膏一争高下 彭州重磅推出川芎牙膏
彭州建国内最大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基地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云南白药牙膏火了，有没有
与之一决高下的？有！作为全国道
地川芎大本营的彭州日前推出川
芎牙膏已进入试用阶段，此外还有
蕴含川芎精华的日用洗护产品
……推出这个系列产品的是四川
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绿色药业）。6月29日，新
绿色药业“现代中药高技术产业化
基地”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结
束，这意味着彭州建国内最大中药
配方生产基地即将进入实施阶段，
该项目建成后将批量生产中医药
大健康领域的系列产品。据介绍，
川芎作为最常用的中药材，常用于
活血行气，祛风止痛，昔人谓川芎
为血中之气药。古代经典名方中早
有川芎治疗牙疾的记载，《本草图
经》称“单用川芎含嘴，以主口齿
疾。”；南北朝医家陶弘景称曰：“齿
根出血者，含之多瘥。”

黄吉书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梳理这份全国首份城市空气质
量分析报告发布，记者发现，2017年
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
优良率平均为77.4%，全国地级及以
上城市中空气质量优良率提升的有
138个，占46.5%。在城市空气质量优
良率提升前50名城市中，成都市位列
第27位，这也说明成都在城市空气质
量优良率提升方面速度较快。

提升空气质量优良率，就意味
着要降低主要污染物的浓度，影响
成都“气质”的主要污染物变化如
何？

日前，成都市环保局《成都市落
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
况评估报告（2013-2017）》（以下简
称《报告》）结果显示，大气十条实施
以来，成都市空气质量明显呈逐年
好转趋势，优良天数显著增加，重污
染天数大幅减少。2017年，成都市优
良天数较基准年（2013年，132天）增
加了103天，增加幅度位列全国74个
重点城市第1位；重污染天数较基准
年（2013年，60天）减少38天。

“污染等级的频数分布由‘宽扁
型’向‘高窄型’发展，空气质量总体

向优良方向偏移。”成都市环保局相
关负责人分析道，从2013-2017年成
都市主要污染物浓度变化特征分析
看出，PM2.5和PM10浓度显著下降。

尤其是2017年，通过实施大气
污染防治“650”工程、“治霾十条”和
秋冬攻坚行动等措施，成都市PM2.5
和 PM10 浓 度 分 别 为 56μg/m3 和
88μg/m3，较2013年分别下降42.3%
和41.3%，均高于74个城市的平均下
降幅度（34.7%和32.0%），成效显著。
SO2、NO2呈下降趋势，仅O3浓度小
幅上升。

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
检查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9
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报告
提出，生态环境等部门要在2018年年底
前依法制定并公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
物名录。

报告建议，加快制定配套法规规章
和标准。在2019年年底前出台排污许可
管理条例，对固定污染源实施全过程管
理和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按行业、地区、
时限核发排污许可证。2020 年，将排污
许可制度建设成为固定源环境管理核
心制度，实现“一证式”管理。市场监管
等部门要加快建立机动车和非道路移
动机械环境保护召回制度。大气污染防
治重点地区要积极制定严于国家污染
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标准。

报告提出，鼓励地方在大气污染防
治领域先于国家进行立法。2018 年底
前，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制定或修
改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条例，结合本地实
际进一步明确细化上位法规定，增强法
律的操作性、规范性、约束性，实现大气
污染防治地方性法规全覆盖。

问题之一
配套法规不健全

报告强调，对于这次执法检查中发
现的突出违法问题，要纳入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范畴，落实法律责任，依法严
肃处理。各省（区、市）要举一反三，严格
依法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一进行整改。

据悉，执法检查组从5月至6月，分
为四个小组，分别赴河南、内蒙古、山
西、陕西、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8个

省区开展执法检查组工作。
配套法规不健全，是此次执法检查

组发现的问题之一。报告提到，大气污染
防治法要求排污许可的具体办法和实施
步骤由国务院制定。目前，国务院排污许
可管理条例尚未出台。不少大气污染较
重的地市也尚未制定地方性法规。《立法
法》从2015年修改以来，截至2017年12
月，新赋予地方立法权的274个设区的
市、自治州和不设区的地级市仅出台了
14件大气环境保护地方性法规。

问卷官员
125人仅39人全部答对

全国人大常委会大气污染防治法执
法检查组在一些省（区）检查期间，就大气
污染防治法学习贯彻情况分别对省（区）
政府相关部门、部分地市政府相关部门及
企业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查。而回收的客
观题问卷显示，125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只
有39位全部答对，正确率为31.2%。企业
法律责任问卷正确率更低，15位企业负责
人无一全部答对。7月9日，全国人大环资
委相关负责人披露了上述信息。

据介绍，调查问卷客观题均选自大
气污染防治法主要制度规定原文，答
题采用半开卷、不记名方式，如果对大
气污染防治法有一定学习基础，应达
到较高正确率。而调查结果反映出，地
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法律主要
制度规定及法律责任还不够熟悉，企
业对法律制度规定、法律责任及处罚
条款不了解。

（据新华社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北京 报道）

第1位
20172017年年，“，“大气十条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目标的收官之年第一阶段目标的收官之年，，在这在这

场场““期末考期末考””中成都的成绩如何中成都的成绩如何？？日前日前，，独立第三方机构竞独立第三方机构竞
争力智库和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业委争力智库和国家发改委主管的中国信息协会信用专业委
员会在京联合发布的员会在京联合发布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分析报告中国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分析报告
20182018》》中显示中显示，，2017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
率提升前率提升前5050名中名中，，成都排名成都排名2727位位，“，“治气治气””效果进步明显效果进步明显。。

据悉据悉，，今年起今年起，，成都将分阶段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都将分阶段抓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通过科技化通过科技化、、智能化智能化、、信息化等先进手段信息化等先进手段，，逐步实现大气污逐步实现大气污
染治理精准管控染治理精准管控，，增强我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后劲增强我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后劲。。

我市没有核准、备案过1个钢
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产
能严重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大气十条”实施以来，成都市

空气质量改善幅度位于全国前列，
无论是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幅度，
还是优良天增加幅度、重污染天下
降幅度均明显高于全国74个城市的
平均水平，且位居前列。

“但由于成都市PM10、PM2.5、
NO2和O3浓度仍处于较高水平，且

NO2和O3污染问题日渐突出，因此，
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复杂且艰
巨。”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坦言，从
2017年来看，气象条件对PM2.5全年
浓度的改善贡献为4%，其中冬季贡
献18%，各项减排措施全年的贡献
为38.4%，其中冬季贡献为6%。由此
可以看出近几年成都市空气质量改

善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各项减排措
施取得明显进展，大气污染物排放
量得到有效控制。也就是说成都市
在大气十条实施以来空气质量各项
数据得到大幅改善，其中有气象条
件改善贡献外因，是“天帮忙”部分，
更重要的是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
实效，是“人努力”的结果。

愿蓝天再多一些，是每个成都
人的期盼。然而，成都以全省2%的面
积，承载了全省20%的人口，为全省
贡献了37%的地区生产总值，特殊的
地理、地形和气候条件，要让大气污
染防治依旧任重而道远。

“今年，成都将分阶段抓好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通过科技化、智能
化、信息化等先进手段，逐步实现大
气污染治理精准管控，增强我市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后劲，为完成2020
年空气质量目标任务，确保2030年
前空气质量全面达标打下坚实基
础。”成都市环保局已经绘就了“治
气”的路线图，

“标本兼治”。治本，成都将进一
步优化城市功能区和产业园区，以

总量控制为前置，同时、同步抓好产
业门槛准入和落后产能淘汰。治标
方面，今年年持续深入推进“散乱
污”工业企业清理整治和“防反弹”、

“四大工地”及道路扬尘控制、机动
车和非道路移动源排放监管，重点
抓好以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企业稳定
达标排放为主的工业企业整治，同
步推进重点工业企业持续减排。

大气污染防治需要更强大的科
技支撑，成都将加大对大气污染成
因机理分析投入，组织知名院士在
内的技术力量，开展以成都平原城
市群为主的盆地大气污染机理及治
理课题研究。同时，争取国家支持在
成都设立“大气污染防治院士工作
站”，加快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空地

一体”的生态监测网络体系。为我市
加快实现大气污染的科学化、精准
化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此外，成都平原城市群大气污
染防治联防联控，但绵阳、德阳、眉
山等八市在规划、标准、执法、监测
预警、减排措施、保障等方面还存在
较大差异，导致近年来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落后产能加
速向我市以外的市（州）转移，我市
取缔、淘汰的落后产能和“散乱污”
工业企业也向周边的其他城市转
移，这种趋势变化将不利于区域空
气质量的整体改善。因此，成都将争
取成都平原城市群八市执行“六统
一”，实现区域内“一把尺子管理”尤
为重要。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PM2.5显著下降 优良天数增加103天

分阶段 智能化 大气污染治理精准管控

天帮忙 人努力 清理整治企业14148户

对原有水泥、玻璃等8个行
业重点企业实施了提标技改，废
气自动监控仪安装率达100％。

完成343户落后产能淘汰目
标任务，减排二氧化碳901万吨。

累计完成近3000台燃煤锅
炉的淘汰或清洁能源改造，全市
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和禁燃区
（绕城高速以内）燃煤锅炉实现
“双清零”。清理整治“散乱污”工
业企业14148户。

1577个符合安装条件的建
设项目全部安装扬尘在线监测设
备。

制图 李开红

数据 执法检查报告：
年内公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

成都优良天数增幅
位列全国74个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