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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被譽為 「天然葯庫」
天然葯庫」 「「中草藥王國
中草藥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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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中藥材品質享譽華夏

重慶巫山

巫山中藥材產業生機勃勃

「中國御葯之鄉」鴻圖大展
重慶市巫山縣地處三峽庫區腹心，聚三山九峽、匯巴山
蜀水，是 「渝東門戶」 「神女故鄉」 。行到巫山必有詩，
無數文人騷客在巫山留下千古名句。 「曾經滄海難為水，
除卻巫山不是雲」 ，讓巫山的雲雨之美家喻戶曉。

巫山以上古堯帝的御醫 「巫咸」 而得名，是古老巫文化
與巴文明的誕生地。進入新時代，着力推動中藥材產業與
大農業、大旅遊、大健康產業融合發展，巫山中藥材迎來
發展新機遇。

巫山中藥材歷史悠久、品質優良。《山海經》
記載： 「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
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
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葯爰在」。後世考證，靈山
即為巫山，因而巫山又被譽為 「巫咸故里，御葯
產地」。依託 「高峽平湖、朝雲暮雨、峽江沃
土」的山地立體氣候，巫山不僅成為中藥材的天
然資源圃，更有 「天然葯庫」和 「中草藥王國」
之稱。
自然條件優越。巫山境內擁有中藥材資源 5000
餘種，佔全國 12807 種的 42.3%，擁有七葉一枝
花、文王一支筆、野生天麻、野生靈芝、竹節人
參等名貴中藥材 50 餘種，被列為道地藥材品種的
有 15 個。其中，川黨參、川牛膝、獨活、巫山淫
羊藿、川貝均屬國家地理標誌產品，在同類藥材
中優勢明顯。巫山廟黨位列四大名黨參之首，巫
山淫羊藿是藥典單列品種，巫山廟黨、巫山淫羊
藿核心成分含量、獨活有效成分含量，均位居全
國第一。
依託特色優勢資源，大力發展中藥材產業，巫
山將中藥材產業納入 「1+3+2」山地特色高效農
業產業體系，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成
立中藥材產業發展中心、印發《關於促進中藥材
產業創新發展的實施意見》、編製《巫山縣中藥
材產業發展規劃》等，着力推動中藥材產業蓬勃
發展。

目前，巫山全縣已形成萬畝道地葯材產業園 3
個，千畝以上中藥材示範片 17 個，培育中藥材經
營主體 1200 餘家，全縣葯農達 12000 多戶，建設
產地初加工廠 71 處，通過招商引資引進兩家中藥
材飲片廠，初步建成 「GAP+GMP+GSP」全產業
鏈體系，開發出巫山廟黨、炙巫山淫羊藿、黃精
餅乾等系列中藥材健康產品。巫山全縣道地葯材
種植面積穩定在 20 萬畝以上，年採收面積超過 9.5
萬畝，年產中藥材超過 3.6 萬噸，農業產值超過
4.5 億元。
巫山中藥材品質享譽華夏。巫山先後榮獲 「中

巫山廟黨名列中國四大名黨參之首

國廟黨之鄉」 「中國優質道地中藥材十佳規範化
基地」 「中國地理標誌商標產品」 「國家級黨參
道地葯材標準化種植示範區」等多項殊榮。
下一步，巫山將充分利用豐富的道地中藥材資
源優勢和特色醫藥文化優勢，堅持資源可持續發
展，大力發展訂單葯業，按照 「標準化推進、科
技化支撐、品牌化打造、市場化營銷、規模化種
植、鏈條化延伸」的思路，以 「保證優質、樹立
優品、創建優勢」為着力點，推動中藥材產業同
大農業、大旅遊、大健康產業融合發展，打造名
副其實的 「中國御葯之鄉」。

中藥材深加工產業方興未艾

生態旅遊前程似錦
山、水、雲、霧，是巫山得天獨厚的資源稟
賦，也是巫山產業發展的強力支撐。依託膾炙人
口的巫山美景，巫山成為三峽遊重要節點，生態
旅遊產業蓬勃發展。巫山，不僅有最早的亞洲人
類—— 「巫山人」，更是巫文化、巴楚文化、神
女文化、三峽文化交相輝映之地。巫山小三峽‧
小小三峽、神女景區和當陽大峽谷等景區景點蜚
聲中外，每年吸引海內外千萬遊客紛至沓來。
觀 「一江碧水，兩岸青山，三峽紅葉，四季雲
雨」，探 「千年古鎮，萬年文明」，讓巫山成為
中國旅遊強縣、全國森林旅遊示範縣、首批國家
全域旅遊示範區。去年，巫峽·神女景區通過國家
5A 景區景觀質量評審；五里坡申報世界自然遺產
列入 44 屆世界遺產大會議程；小三峽景區提檔升

級；柑園旅居社區、權發三峽李院、神魚谷特色
民宿開門迎客。
同時，通過外派 8 個駐外營銷組，巫山着力推
廣 「高鐵遊」 「兩江四岸夜遊」等旅遊新產品，
並在 「曬文化·曬風景」中榮獲重慶市最佳推廣
獎，成功舉辦第十四屆國際紅葉節，開展 「川渝
一家親·歡樂巫山行」 「成渝地·巴蜀情」等活
動，接待遊客 1957.02 萬人次。
目前，巫山正着力打造由 2 個 5A 和一批 4A 精品
景區集群支撐的 「神女戀城·紅葉巫山」。 「十四
五」期間，巫山將形成 1 個世界自然遺產、1 個國
家級旅遊度假區、2 個 5A 和一批 4A 精品景區集
群，旅遊接待人次年均增長 15%，購票人數年均
達 350 萬人次，打造國際知名現代化旅遊城市，

建成長江三峽黃金旅遊集散中心。
巫山之美，美在生態。從詩詞走入現實，巫山
堅持生態產業化、產業生態化，形成了以生態旅
遊、生態農業為主的生態產業體系，走出了一條
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新路，經濟由高速增長轉向高
質量發展。 「十三五」期間，巫山森林覆蓋率由
2015 年 的 55% 升 至 62% ， 綠 色 GDP 佔 比 達 到
78%。2020 年，巫山實現地區生產總值 188.77 億
元，增長 3.6%，經濟發展後勁十足。
過去的巫山產業發展受制於閉塞的群山，而如
今巫山產業的發展卻得益於自然生態的群山。走
生態產業的發展路徑，巫山將資源優勢、生產優
勢和產品優勢轉化為質量優勢、品牌優勢和效益
優勢，讓綠水青山真正變成了金山銀山！

生態農業生機勃發

巫咸故里 御葯產地

中藥材產業是巫山生態農業的代
表性產業。萬重山、千條水，環境
的多樣性帶來產業發展的無窮可能
性。根據獨特的山地立體地理特
徵，各類特色作物在巫山不同海拔
的山區找到了適宜的生長位置。大
力發展 「1+3+2」農業主導產業，
巫山努力打造優勢農業綠色有機產
業鏈，推動優勢農業實現生態環境
質量優良化、原料生產基地化、生
產監管全程化、農產品品牌化、生
產經營產業化、生產方式現代化。
在海拔 500 米以下低山帶發展柑
橘 18 萬畝，175 米—1000 米中低山
帶發展脆李 28 萬畝，800 米以上中
高山帶發展核桃 15 萬畝，1000 米以
上高山帶發展中藥材 20 萬畝、烤煙
4.6 萬畝。目前，巫山全縣經濟作物
種植面積達到 85 萬畝，農村居民人
均接近 1.8 畝。
「十三五」期間，巫山 「1+3+
2」現代山地特色高效農業種植面積
增長 3 倍，建成國家級示範區 3 個，
巫山脆李榮獲全國優質李金獎、國家地理標
誌農產品、國家區域優勢公共品牌、中國氣
候好產品認證等殊榮；巫山脆李、巫山戀
橙、巫山廟黨納入全國名特優新農產品名
錄，巫山縣獲評全國優質脆李生產基地縣、
中國特色農產品優勢區。
展望 「十四五」，描繪新藍圖！巫山將持
續推動脆李產業發展，打造優品優質柑橘產
業，打造生態畜牧產業集群，重點推進烤煙
產業發展。其中，推動脆李產業發展，巫山
將大力推進脆李標準化產業園建設，建設區
域性育苗育種基地，推動脆李國際協同創新
中心，提升水果產業科技附加值。推進巫山
脆李標準化生產，鞏固巫山脆李公共區域品
牌成果，構建巫山脆李特色經營體系，推進
脆李新產品研發，完善脆李流通保鮮體系。
到 「十四五」末，巫山縣將實現脆李 30 萬
畝，柑橘、中藥材各 20 萬畝，核桃 15 萬畝，
烤煙 5 萬畝，一產業產值達到 80 億元。同
時，緊扣鄉村振興戰略，巫山將依靠科技創
新驅動、市場主體推動、園區平台帶動、品
牌價值拉動、種植養殖聯動等，實現全縣農
業由傳統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變。到 2025
年，巫山將基本建成現代山地特色高效農業
基地、三峽庫區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先行示範
區、渝東北優質生態農產品直供基地。

渝東門戶、
渝東門戶
、神女故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