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丘是扁鵲故里，中醫藥文化源遠流長，其
獨特的氣候特點和區位優勢孕育了大量獨一無
二的道地藥材。在該縣的柳林鎮西楊寨村南這
片鵲山丘陵區，氣候、土壤等條件都適宜中藥
材生長，當地百姓也都有種植中藥材的傳統習
慣，因而得名 「扁鵲藥谷」。

每年一到盛花期，一批一批來自四面八方的
遊客就湧入這片奼紫嫣紅的中藥材花的海洋，
流連忘返！在藥谷中央，搭建有一座高8.8米的
觀景台。登高遠眺，一幅色彩斑斕的美麗畫
卷，讓人一望無際，振撼心靈！

開創農民增收新模式
近年來，內丘縣採用了平整梯田、土壤置

換、測土施肥、無公害病蟲防治、節水滴灌等
數十項技術，改善了扁鵲藥谷的生態環境，建
成了扁鵲藥谷產業園，開創了丘陵區農民增收
的又一種全新模式。

該產業園就位於柳林鎮西楊寨村南，距河北
省會石家莊市80公里、邢台市區25公里，距京
港澳高速20公里、邢衡高速10公里、太行山高
速 6 公里，石邢公路西行 1.5 公里處，交通便
利、環境優美、民風純樸。園區規劃佔地面積
12000餘畝，有員工120人，其中初、中級以上
專業技術人員12人，擁有 「富冀」牌商標，是
以中藥材種植和優質果品為主導產業，旅遊觀

光產業為一體的農旅開發基地，先後投資近2.6
億元。

稀有中藥材繁育基地
園區引進名優特稀樹種和中草藥50多種，建

成了 「藥、花、果、遊」4個種植區，其中藥材
種植區種植有黃芩200畝、遠志350畝、連翹50
畝、射幹60畝、柴胡200畝、酸棗300畝（酸棗
的種植品種達到13個）、桔梗50畝、知母
200畝等二十餘種中藥材，是 「國家稀
有中藥材種子種苗繁育基地」。

果園採摘區種植有桃、杏、核
桃、蘋果、棗、櫻桃、柿子等
十多種果樹，供遊客採摘；
花海種植區種植有雞冠花、
柳葉馬鞭草、日光菊、紫蘇
等 10 余種藥花兼用品種；
花期 90 天，供遊客觀賞，
基本實現了 「一年四季三
季有花」的效果。已有多種
果樹開始掛果，為遊客開辦
樹上超市和藥材採摘、休閒
觀光等旅遊項目，有效地帶動
了當地農業增效、農民增收。

策劃/內丘縣委宣傳部
供稿/內丘縣農業農村局

河北內丘縣 「中藥材產業助力鄉村振興發展」 系列報道之四：

扁鵲藥谷——尋源故里 藥韻花香

▲

扁鵲藥谷航拍圖。近年來，內丘大力打造集中藥材種植、觀光旅遊為一體的中
藥材花海基地建設，引導農民發展黑心金光菊、桔梗、黃芩等中藥材種植，打造
規模化中藥材種植示範園區，推進農業與鄉村旅遊相融合，有效地帶動了農業增
效、農民增收。 劉繼東攝

扁鵲藥谷一景。 劉繼東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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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馮仁樂報道：律政司司長鄭若
驊昨日發表網誌，強調律政司一直以維護香港法治為
己任，去年啟動的 「願景2030—聚焦法治」計劃，旨
在向社會特別是青少年灌輸正確的法治觀念。律政司
在新學年會繼續以多元化的活動向小學生及中學生推
廣法治，提升他們對法治的認識及實踐。

提升學生對法治認識及實踐
鄭若驊介紹，今年2月開始，律政司透過劇團在

全港各區小學進行巡迴演出，以生動有趣的內容教
導小學生法治的基本概念，從而培養他們守法的意
識。中學生方面，律政司支持香港政策研究所於
2020/21學年推出 「中學生法治教育先導計劃」，邀
請一些律師擔任導師，以及法律學生和畢業生出任
活動大使，通過講座、遊戲和小組討論，讓中學生
正確理解法治的核心概念。

律政司也協助教師預備法治教材，例如透過基本
法基金會製作的 「法治及基本法網上教育資源中
心」，提供一系列以憲法、基本法和法治為主題的
教材，供中學老師在教學時靈活運用。律政司同時
支持勵進教育中心與教育局合作，為中小學教師舉
辦 「尊重法律、鞏固法治」教師培訓計劃，內容涵
蓋憲法、基本法、國家安全、香港的法律制度及法
治等議題，從而加強推動法治教育。

在新學年，律政司將推出 「明法·傳法」計劃，以
更有趣的形式、更豐富的內容向學生推廣法治。為
了令學生明白守法的重要性和法律在日常生活中的
應用，律政司會舉辦小學校際法律常識問答比賽及
「明法創未來」短片創作比賽等。
鄭若驊指出，法治作為香港成功的基石，推廣正

確的法治概念，社會上人人有責。律政司會積極加
強推展法治教育，以進一步提升青少年對法治的正
確認識及實踐。

李慧指出，香港應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充分
發揮 「一國兩制」優勢，與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城市優
勢互補。早前中央宣講團到本港介紹 「十四五」規
劃，加深社會認識國家規劃同香港的關係，因此民建
聯已向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提交意見書，包括在大灣
區建立跨境快速支付系統，讓香港居民可以透過網上
銀行，進行跨境實時免費轉帳匯款；建議香港聯同珠
海，共同發展為國際機場城市等，希望促進香港融入
內地發展。她亦希望與內地盡快通關，讓香港更能融
入國家發展。

紡織業冀促進完整產業鏈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陳亨利表

示，特區政府要改變過去的不干預態度，希望當局日
後能牽頭，積極促進本港優勢產業到大灣區發展，主
動參與、對接國家政策。他說，本港紡織製衣業現時

有134間上市公司，過去政府欠缺統一政策促成完整
產業鏈，令香港業界商品化成果有限，因此建議特區
政府為行業訂立5至10年目標，促成各地分工，由香
港負責融資、基礎研究及國際銷售；深圳則負責商品
化，並由東莞負責生產，促進產業鏈形成。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李應生
表示，非常認同要開展中國品牌創建行動，保護發展
中華老字號，認為這對中醫藥乃至各行各業的發展都
很重要。

建立跨境市場優勢互補
香港專業進修學院校董會主席劉佩瓊表示，特區政府

應加強與內地溝通，因為彼此是互補合作的夥伴關係，
雙方應互相開放，建立跨境市場；在法律規章制度上，

雙方亦應做好平台建設，在不同產業創建合作典型。她
說，香港和內地各省市應撇除本位主義，加強互相開
放，優勢互補。她認同香港應制訂對接 「十四五」規劃
的發展藍圖，並制訂可量化、可達到、有時限的指標，
而且應大膽引進行業的龍頭企業來推動產業發展。

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梁海明表示，香港亦應有自己
的五年規劃，對接國家的 「十四五」規劃，而各司局
也應制訂各自的五年規劃，並設立具體指標。同時，
亦應吸引更多 「一帶一路」的人才來香港。

中銀香港經濟與政策研究主管王春新認為，香港應
擔任六大新角色，包括國際科創中心、內需促進者、
開放加速器、綠色發展標杆、區域核心引擎、國際文
教平台。他認為香港日後要向創新經濟轉型，和深圳
一同共建 「港深全球都會」。

【香港商報訊】記者戴合聲報道：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昨日舉行2021年度開學典禮，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表示，特區政府一直支持各大學在粵港澳大灣區
內地城市辦學，助力大灣區打造教育和人才高地。

林鄭月娥昨日在港中文（深圳）2021年度開學典禮
上進行視像致辭時表示，教育是社會人才之源，而高
等教育是香港特區的優勢之一。

事實上，2021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 「十
四五」規劃綱要就表明，支持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推進各項加強教育交流及便利香港學生到大灣區

內地城市就學的措施。

中大深圳醫學院促進醫療產業
她表示，港中大（深圳）是大灣區高等教育協作的

成功典範。自2014年開始運作以來，港中大（深圳）
在教學與科研方面表現卓越，各項工作都取得了令人
鼓舞的進展。港中大（深圳）現設有7個學院及一個
研究生院，共開設22個本科生專業和24個研究生專
業，為來自世界各地的7000多名優秀在校生提供優質
及多元的教育，連續6年成為廣東省內錄取分數最高

的院校，成績有目共睹。
林鄭月娥指出，港中大（深圳）的成立已經踏入第

8個年頭，今年迎來第一批臨床醫學本科生，醫學院
的成立除了是港中大（深圳）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
碑，更是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的總體部署，對
促進大灣區醫療健康產業發展、持續深化深港兩地在
醫療、教育領域合作新模式、提升專業服務水平具有
標誌性的意義。她續說，作為大灣區第一所合辦的醫
學院，中大（深圳）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將充分利用
深圳先行示範區建設的契機，把港式醫療經驗帶到內

地，建成具備高端醫學人才培養、先進醫療服務和創
新醫學研究三大功能的國際一流醫學中心，未來發展
令人期待。

此外，香港中華醫學會昨日舉行醫學論壇，討論香
港醫療業融入大灣區發展。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表示，在不同專業團體推動下，加強粵港澳三地的醫
學人才培訓和交流，當中包括中文大學在深圳分校開
設醫學院，內地亦推出政策，容許香港的註冊醫生有
條件地在內地短期執業。她相信未來會有更多機會與
國家衛健委探討合作的空間。

【香港商報訊】記者李銘欣報道：本港昨日新增1
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確診數字累計12113宗。因應
本港錄得3宗涉及Mu變異病毒株的個案，食衛局局
長陳肇始昨日表示，密切留意各種變異病毒的整體情
況，強調當局已採取嚴謹外防輸入措施，以防變異病
毒流入社區。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表示，本
港一直有和廣東及中央就通關問題保持溝通，並指出
本港要汲取內地防疫經驗。

本港昨日新增1宗輸入個案，另有初步確診少於5
宗。該名患者是45歲菲傭，9月2日由馬尼拉抵港，
帶L452R變種病毒，已接種兩劑科興疫苗。由於宿霧
太平洋航空由馬尼拉來港航班已有4名乘客確診，觸
發熔斷機制，港府禁止該航班來港至本月16日。

本港近日錄得數宗Mu變種病毒個案，引起社會關
注。陳肇始表示，世衛已將Mu變種病毒列為需要注
意的變種病毒，本港一直密切留意狀況，執行嚴謹的
外防輸入措施，包括檢測、檢疫措施、航班熔斷機制
等，當局會繼續監察，適時調整。

港須汲取內地防疫經驗
本地疫情持續放緩，市民關注何時回復正常通關。

邱騰華表示，內地的防疫策略成績有目共睹，港府一
直有就通關問題與廣東及中央溝通，本港要汲取內地
經驗。他說，現時已有類似局部通關的安排，如港人
在內地設廠，回港時可以申請豁免檢疫，至於港人返
回內地能否免檢，則要視乎內地的情況。

另外，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隆昨早
在電台節目表示，現時接種新冠疫苗的指引偏於保守
和過時，有需要更新，即使對食物或多於一種藥物有
即時過敏反應，都可以接種。

出席同一節目的港大內科學系腸胃及肝臟科講座教
授袁孟峰則表示，98%乙型肝炎病人都適合接種新冠
疫苗，而病人即使患肝硬化，若肝臟情況可接受，也
適宜打針。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
道：民建聯昨日下午舉辦圓桌會
議，商討香港如何把握 「十四五」
規劃機遇。民建聯主席李慧、會
務顧問兼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副
主席兼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等人
出席。多位講者包括全國人大代
表、學者等不同界別人士都認同，
香港應積極到大灣區發展，並與內
地建立跨境市場，制度上亦要做到
互相包容，達致優勢互補。

港府支持大學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辦學

港嚴防Mu變種病毒流入社區

新學年推廣法治
律政司活動多元

【香港商報訊】民建聯今年6月初開辦 「政道─治
政理念研習課程」，逾60名學員昨日在民建聯主席
李慧及培訓委員會主席洪錦鉉帶領下，拜訪外交
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劉光源、副特派員楊義
瑞、主任鄭振華、李華及魏文修與一眾學員交流，
分享工作點滴。此外，學員參觀了公署內的 「新中
國外交歷程圖片展」，重溫由新中國成立之初外交
工作上艱難險阻，至今日強國外交的光輝歷程。

劉光源表示，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外
交慢慢有了正確的方向，至新中國成立後，實現了
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發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
國家也由一窮二白發展到今天繁榮富裕，走進了世
界舞台的中央。他強調，中國一直都是推動構建相
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他
寄語學員應支持香港特區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的建設，為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貢

獻自己所長。

民建聯「政道」學員
拜訪外交公署

左起：王春新、梁海明、陳勇、劉佩瓊、譚耀宗、李慧、劉國勳、陳亨利、李應生出席圓桌會議合照。
記者 崔俊良攝

倡建大灣區快速支付系統
各界研討把握 「十四五」 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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