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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然抉择 入驻五华领航
中医药产业一体化

郑文喜是普宁的客家人，自
称“假学老古"。听他介绍，普宁
市有个名闻遐迩的中国（普宁）
中药材专业市场。从事这行业
的人很多，是青年人就业创业的
首选。自己从学校毕业后便融
入到这个大潮中，把全国各地的
中药材销售到福建等地，一个月
大概可卖出20大卡车，再把福建
的地产药材买回普宁销售。从
此在福建的中药界出了名，也挣
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8 开
始，他在普宁办厂，转入中药饮
片加工、生产、销售。到 2012年
通过招商引资来到五华，把普宁
药厂的股份卖给别人，自己重新
建设新厂。

“把原本在普宁的一切业务
全部转移到五华县，受到五华县
委县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在用
地、办证等方面都受到政府各部
门的特别优待，所以一直心存感
恩，时时想着要为五华多做点贡
献"，郑文喜这样说。于是，他第
一期投资3000多万元，在县城工
业区建起了颇有特色的生产厂
房和生活大楼，购买全新的生产

设备和先进的检测仪器，并高薪
聘请高级专业人才，开设整洁的
食堂、设施齐全的公寓住房，免
费为员工提供食宿，营造舒适的
工作、生活环境。

今年受疫情影响，业务比去
年减少一半以上，但公司坚持不
裁员不减薪。他宁愿自己贴钱
也 要 留 住 技 术 人 才 和 普 通 工
人。如今员工已经有60多人，个
个都是安心工作，对企业发展充
满信心。

为增加销售额，他谋划扩大
生产范围。今年投入 300 多万
元，新建药食同源生产车间，并
在厂区用能当药的花、草、藤、木
绿化花圃（百草园）、环厂铺水泥
路，既美化了环境，又科普了中
医药知识。

“许可赚钱，不做假药”，郑
文喜请书法家写成两个条幅，用
红木镜框装裱挂在厂房正厅李
时珍铜像两侧，让每个员工进门
就能看到：赚钱是可以的，但坚
决不做假药、劣药！这是多么朴
实而响亮的企业精神和口号，这
才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本来中药饮片厂设在普
宁才是最适合的。来到五华，
制药人才馈乏，工人紧缺，物流
落后，成本大大增加，竞争力就
下降了，如果不是买老面子、靠
老关系，根本没法和在主产地
建饮片厂的同行竞争"。这是
郑文喜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碰到
的最为棘手的难题。

经过再三考虑，他在两年前
开始谋划建设药材种植、养殖基
地，“必须在五华挑选一两个适
合本地种植、养殖的品种，自己
带头搞示范，然后引导、培养、推
动周边的村民，特别是贫困户一
起搞，把它做出规模和效益，让
我们的产品在五华乃至全国扬
名，做成我们的拳头产品来打开
国内市场。做大做强某个品种，
把主产地（地理标识）争取落地
五华，成为我县的道地药材，我
们就能掌握话语权和定价权”。

说干就干，郑文喜一边对接
基地事宜，一边联系合作伙伴。
一番努力下来，目前主要打造出
两个基地。一是在龙村镇投资
2000万元，占地36亩，成立五华
县鸿祥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同
时得到了番禺区扶贫领导高度
重视和支持，并推荐广药集团的
奇星药业和潘高寿制药共同打
造一个药用蛇类扶贫产业基地。

公司通过提供技术、育苗、
饲料发放给农户，后期产品保

价回收。主要产品有蛇胆、蛇
毒、蛇蜕、蛇干、蛇鞭等，均可以
作为药用。年产值可达3000万
元以上。郑文喜表示：这个药
用蛇类扶贫产业基地非常有扩
展空间，接下来可以发动各镇、
村有意向的村民（特别是贫困
户），选择适合养殖的地方作为
分点，然后公司免费给农民提
供培训养殖技术，还可让农民
用学到的技术入股、土地入股、
资金入股，而且要他们成为各
分场的第一大股东。

位于转水镇益塘村的中药
材种植基地同样是公司的一大亮
点。公司通过联合梅州潮发生态
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专业种植），
发动村民同乡联合种植中药材有
达6000多亩，主要种植具有药食
同源的牛大力、余甘子、陈皮柑、
巴戟天等。同时还与广东康奇力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把牛大
力、巴戟天等进行深加工，制成
丸、散、冲剂、饮料、保健药酒等，
把它们打造成五华县在全国叫得
响的有特色的品牌产品。以后人
们一说牛大力、巴戟天，马上就会
想到五华县。

说起种殖牛大力，郑文喜
如数家珍，管理好的话要四年后
才能收成，看似时间长，但收益
很大。它有很强的生长力，不怕
干旱、不怕火烧、不怕台风、不怕
霜冻、不怕虫害，更不会像种水

果一样行情不好或收成季节到
了没采收会烂掉。五年下来一
株能挖二三十斤的根薯，根块越
粗越值钱。鲜牛大力目前市场
批发价每市斤 17元左右，网上
鲜品能卖30~50元之间，一亩山
地可种植1000株。把牛大力作
为主打产品，鲜品可煲汤，切片
晒干用作中药饮片，磨粉冲水
喝、打碎做成代用茶，还可用于
制酒、饮料、含片等系列产品，多
喝补肾，治风湿痹痛，提高人体
免疫力。有大量的人种植牛大
力，我们就有质量和价格的可控
性，就可以加强研究深加工，做
出越来越多的产品，通过网络平
台、线上线下做大做专做强。我
们可以采取朱县长的指导，每年

滚动种植，坚持下去，四年后就
可以边挖边种，以后就年年有收
成了。牛大力四年后随时可以
去挖，不挖就让它继续长，价格
不理想可等行情好了再采挖，保
证种植牛大力不亏。郑文喜认
为要做就做有可持续发展的牛
大力种殖。如今，他联合梅州潮
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种植的牛
大力到中秋前就开了漫山遍野
的白花，甚是漂亮，说不准还会
成为农旅或网红打卡地呢！他
们目标在两三年内把种植面积
扩大1万亩以上。

转水南药种植基地、龙村
药用蛇类养殖基地打造成功
后，农民就业致富就不难了。
郑文喜感到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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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五华打造南方特色的
中医药产业化基地

掌上梅州讯 日前，2020 环
五华超百骑行活动在我县奥林匹
克体育文化旅游区鸣枪开骑，吸
引来自省内各地市的 1600多名骑
手参加。

上午 7点 50分，骑手们从奥体
中心出发，途经狮雄古塔、李威光故
居、益塘水库、新丰寨旅游景区、热
矿泥山庄等地，最后再返回到出发
点，全程 110公里，沿途共设置 6个
补给点。据介绍，今年骑行的线路
兼顾城市景观、乡村风光、名胜遗迹
的不同特点，突出了“体育+旅游”
的特色。

据县自行车协会会长朱利剑介
绍，经初步统计，连续参加五届活动
的骑友人数达到了50多人。

据了解，参加此次活动的骑行

爱好者全部来自省内各地市，且经
过了严格的防疫检验。此外，本次
活动还与转水镇旅游节相结合，开
设了一系列与休闲骑行有关的娱
乐项目。活动期间，新丰寨旅游景
区还举行了农产品展销，以旅游促
消费带动农户增收，大量游客购买
当地优质大米、高山红薯、农家土
猪肉、腐竹、蜂蜜等特色农产品。
据不完全统计，前两天的活动，为
当地农户带来了近 200 万元的经
济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为减少新冠肺
炎疫情对我县旅游业的负面冲击，
加快复苏振兴文旅市场，县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推出了相关激励措
施。根据方案，今年 9月 12日至 12
月31日，各地旅行社通过我县奥林

匹克体育文化旅游区官网预约（含
日期、团名等），组织外地游客（五华
县以外）到五华旅游参观，并在奥林

匹克体育文化旅游区签到打卡的，
按 20 元/人标准对旅行社给予奖
励，名额限定3000人。

“我在五华这边得到了县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为我公司的
发展倾注了关心和爱心，我理应
回馈五华人民，这就是我的第二
故乡”。确实，郑文喜新厂从
2015年奠基到2017年建成，期间
都能深切感受到县委县政府对招
商引资的重视，服务很到位。在
2017年公司竣工剪彩时，郑文喜

请了省内外及港澳 400多位嘉
宾，向他们推介五华招商引资，鼓
励他们可以来五华投资兴业。

郑文喜来到五华后，积极参
与电商、工商联、政协等组织，还当
选为县工商联副主席、县政协常
委、委员，他主动作为，积极履职，
撰写提案。去年，郑文喜提出，希
望政府派领导挂帅帮助企业发展

打造南药产业园的建议，并作为重
点提案，很快得到县政府回复，此
项工作目前已经在推动中。

郑文喜还有一个心愿，那
就是规划在五华建立“国医
（药）馆”，形成两个拳头（种
植、养殖基地），一个窗口（国
医药馆）。专门聘请名老中医
师、访寻发掘民间祖传专科医

生，在各大网络平台集中推介
宣传。集中医看病、中医推
拿、按摩、针灸、中药膳食、中
药房、健康产品大卖场、中医
药展示与传播于一体。如今
五华高铁正在建设中，一旦建
成，省内外的患者都能乘高铁
来我县寻医问药，感受我县的
特色医疗，造福人民。

助农脱贫 种植中药大有可为

回馈社会 五华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在9月20日的比赛中，南通支云：长春亚泰和
苏州东吴：呼和浩特的两场较量都以平局告终；贵
州恒丰0-2辽宁沈阳城市，连续三轮不胜；泰州远

大1-2成都兴城，成都开局豪取3连胜；江西联盛大
比分0-4不敌梅州客家；四川优必选0-0新疆雪豹
纳欢，新疆获得开赛以来第一个积分。

掌上梅州讯 9月 23日，广东省体育局网
站公布《2019 年广东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单
位、项目评选结果》，其中，我县入选示范基地，梅
县区富力足球学校入选示范单位。

据了解，为引领我省体育产业发展方向，树立行
业标杆，培育体育市场，省体育局组织行业协会、高

等院校相关人员，按照严控标准、鼓励创新、兼顾产
业结构大类分布等原则，经申报材料审核、实地走访
调研、专家组评审、征求各地市体育行政部门意见等
流程，评选出2019年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2个、示范
单位14个、示范项目15个。其中，我县入选示范基
地，梅县区富力足球学校入选示范单位。

本报讯 日前，五华客天下·幸福湾迎来了
“美丽五华·幸福河东”五华县乡村振兴文化惠民演
出。本次活动由我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河东镇
人民政府主办、县采茶戏传承保护中心、县提线木偶
传习所、县文化馆总馆、河东镇分馆承办，河东镇河口
村村民委员会、五华客天下文化旅游产业园有限公
司协办。现场吸引了近千名群众前来观看。县文广
旅体局、河东镇政府相关领导参加了晚会。

晚会在一曲气势磅礴的开场舞《赵佗归汉》中拉
开了序幕，随后，非遗展示《木偶书法·木偶茶艺》、采
茶行当歌舞《茶韵茶情》、小品《百善孝为先》等精彩
节目轮番上演，穿插在节目表演中的互动抽奖环节,
更是将晚会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

通过此次惠民演出，为群众带来了一场鼓
士气、树信心的文艺盛宴，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
也弘扬了新时代文明新风。 （县文化馆）

中甲联赛五华赛区战报

我县入选2019年广东省体育产业示范基地

“美丽五华·幸福河东”
我县乡村振兴文化惠民演出精彩纷呈

本报讯 近日，县人民医院
援鄂医护人员、感染管理科副主
任曾志芬、ICU 副主任薛远泉向
县博物馆捐赠抗疫物品和纪念
品，让这些见证历史，记录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感人故事和难忘记
忆的物品让更多人参观，记住我
们伟大的抗疫岁月。

在 2020 年春节期间，湖北省
武汉市突然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在疫情十万火急的关键时刻，党
中央号召全国医务人员紧急驰援
武汉进行抗疫，我县人民医院曾
志芬、薛远泉两位医护人员主动
请缨驰援武汉。他们以无私奉
献，“最美逆行者”的姿态，践行了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的精神。

这次两位医护人员将自己在
武汉抗疫一线使用过的物品捐赠
给五华县博物馆收藏，留下了重要

而宝贵的抗疫见证物,传递了社会
正能量。这批物品包括《致伟大的
你》纪念相框、援鄂抗疫纪念卡等
19件个人物品和纪念品。

县博物馆负责人表示，这批
捐赠物品见证了医护人员在武汉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前线，不怕
牺牲，迎难而上，战胜疫情的决心
和奉献经历，是医护人员舍生忘
我，救死扶伤精神的载体和缩影，
是难忘而珍贵的赠品，县博物馆
将对其进行精心收藏并择期展
出。 （五华新闻）

县人民医院援鄂医护人员
向县博物馆捐赠抗疫个人物品和纪念品

2020环五华超百骑行吸引省内1600多名骑手参加

梅州客家0:0贵州恒丰平！
本报讯 北京时间 9月 17日晚间 19点 35

分，中甲联赛第一阶段第 2轮继续火热进行，梅
州客家与贵州恒丰前往梅州五华人民体育场展
开较量！最终，梅州客家0-0贵州恒丰！

梅州客家4∶0江西联盛胜！

9月 24日晚，中甲梅州五华赛区迎来焦点
战——梅州客家首次回归惠堂足球场，主场
迎战浙江绿城，比赛打得相当精彩！梅州客
家不负众望率先取得进球，整场比赛让广大

球 迷 过 足 瘾 ，感 受 到 了 一 场 精 彩 的 进 球 大
战。最终双方 2∶2握手言和，梅州客家稳居赛
区榜首位置。

（综合五华新闻、掌上梅州、球乡）

梅州客家2∶2浙江绿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