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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中药原料质量监测体系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编制工作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 

为组织实施好 2014 年中医药部门公共卫生专项“中药原料

质量监测体系建设项目”，做好省级中药原料质量监测技术服务

中心（简称省级中心）建设工作，2014 年 10月 9日在北京召开

省级中心建设方案编制工作部署会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

源普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大宁，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

工作专家指导组赵润怀、郭兰萍等专家和 28 个省级中心建设单

位负责人及普查办公室相关人员，共 50 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

 

交流材料 

注意保存 



- 2 - 

由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组长黄璐琦研究员主

持。 

一、会议内容 

（一）介绍省级中心建设有关要求、省级中心建设标准（讨

论稿）、全国中药资源科技创新技术服务体系（简称服务体系）

管理办法（讨论稿）、服务体系建设与运行协议书（讨论稿）四

个文件。 

（二）28 个省级中心建设单位汇报省级中心建设面临存在

的问题和建议，结合本省实际情况讨论了省级中心建设有关要求

等四个文件内容。 

（三）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办公室张小波副主任介绍了中

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中标本实物、照片以及数据汇总中需要注意

的问题。 

（四）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郝近大研究员介绍了

《中国道地药材》编写范例和撰写分工安排。 

（五）黄璐琦研究员介绍了服务体系，部署下一步工作重点。 

二、会议共识 

（一）明确服务体系的目标定位 

黄璐琦研究员介绍服务体系与中药材产业发展体系和中药

资源人才培养共同构成中药资源 3层体系。李大宁同志充分肯定

服务体系的作用和必要性，强调省级中心建设“要布好局，要三

级联动，要融合开放，要立足服务”。省级中心建设的目标是“固

化”、“整合”、“承接”中药资源普查的相关工作，稳定一支

服务中药资源事业的人才队伍。 

（二）对建站标准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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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青海外各省级中心承建单位表示能够提供省级中心建设

所需的场地、仪器等配套条件（青海省中医院无相关人员和设

备）。多数单位表示人员配置上不存在问题，少数单位表示如果

要求专职人员为在编人员实施可能有困难。多数省级中心承担单

位认同通过有偿服务实现省级中心自我造血的理念。 

（三）明确省级中心建设存在的困难与解决方法 

一是省级中心的名份问题，建议由我局统一下发建设标准等

相关要求，省里按照标准进行建设，建成验收后加挂带有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字样的牌子。 

二是省级中心的经费使用问题，建议原则上，省级中心 200

万经费，30%用于协助监测站建设,50%用于省级中心运行与管理，

20%用于监测结果分析、成果开发与报送。具体根据各试点省份

的实际情况而定。 

三是省级中心的培训问题，省级中心的培训可以参考《监测

站技术人员工作手册》进行。 

四是省级中心与监测站等相关机构的关系问题，省级中心与

监测站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共同绩效考核，省级中心是省局的技

术支撑。 

五是省级中心的人员问题，至少有五位工作人员，专职的动

态监测和技术服务人员各一名，编制不做强制要求。 

六是省级中心的建设问题，统一省级中心工作职责和范围，

统一规范省级网络、网站。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一）编制实施方案 

28 个建设单位，根据省级中心建设有关要求和会议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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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事项，于 10 月底前完成省级中心建设方案编制工作。会议

讨论通过的 4 个文件，报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请 2014

年有普查工作任务的 11 个省份，根据国家局的统一要求编制

2014年本区域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方案。 

（二）做好会议准备 

做好石家庄中药资源普查试点经验交流会的准备工作；中药

资源普查试点省份交流试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和经验交流会：中

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省份交流工作进展情况，全面征集与

中药资源普查相关的文化艺术作品、标本实物和工作创新成果。 

（三）保证普查质量 

省级普查技术专家组对县级普查队所报送的标本实物、数据

审核进行把关。 

 

 

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调研督导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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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检查指导工作 

2014 年 10月 14日-1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资源普查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督导调研小组（简称督导组），对

江西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进行综合督导调研，督导组人员包

括：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副司长李昱、综合处

王庆，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技术专家指导组钟国跃、缪剑

华等专家，河南中医学院院长郑玉玲、河南省中医管理局副局长

韩新峰、业务处处长张健锋、河南中医学院药学院院长冯卫生、

河南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侯士良教授、常

务副主任委员陈随清教授等领导陪同督导。 

14 日下午，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河南试点工作综合调研督导

汇报会在河南中医学院会议室召开，汇报会由韩新峰副局长主

持。李昱副司长首先介绍此次调研督导工作的内容及相关要求；

郑玉玲院长代表河南中医学院致欢迎辞并介绍学院近些年快速

发展的情况；张健锋处长代表河南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领导

小组汇报全省普查工作的组织管理情况；陈随清教授代表河南省

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委员会汇报有关业务进展情况。汇报

结束后，督导组视察了河南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办公室及河南

中医学院药学院实验室。15日上午，督导组赴驻马店市确山县，

实地考察野外样方调查、标本采集及普查记录填报等工作。 

针对督导内容，督导组对河南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所取

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并对有关工作提出三点要求：一、进一

步发挥资源优势，加强实物收集，加快数据上传和动态监测体系

建设工作；二、针对试点工作存在的问题，认真总结经验，为普

查工作全面铺开打好基础；三、注重将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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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产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此次督查为河南省中药资源普查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对完

善河南省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起到推进作用。 

  
听取普查试点工作汇报  督导组一行到确山县实地检查普查工作 

 

第二届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与可持

续利用研讨会河北石家庄召开 

为进一步推进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了解 2013 和

2014 年启动实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省份的工作进展情况，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于 2014 年 10 月 26 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组

织召开了“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交流会”。科技司副司长周杰，

汇报交流试点工作省份的中医药管理部门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和

普查队队长代表，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部分成

员，共 80 多人参加。会议由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

导组组长黄璐琦主持。 

一、 会议议程 

湖北、贵州、黑龙江、宁夏、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东汇报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进展情

况。河北、山西、吉林、江苏、安徽、海南、四川、贵州、云南、

甘肃和宁夏汇报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工作进展情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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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还回顾了科技司关于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的目标和基本要

求，进一步明确了繁育基地建设的目的和考核标准，同时介绍了

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网络系统建设，全国中药材种

子种苗繁育基地科技联盟工作进展情况。与会代表就相关问题进

行了交流和研讨。 

二、 会议内容 

（一）中药资源调查工作 

沿海 9省区域内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专业技术人才储备丰

富，大部分省份均已经开展了外业调查工作。辽宁和山东等省份

已经开始将调查数据录入到“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统”。

浙江省为试点工作匹配了经费，并专门制定了普查试点工作经费

使用办法，普查队员根据使用办法顺利进行报销。北京探索了以

教师为主导、研究生为核心、本科生为骨干的普查队组建和调查

模式。福建省通过普查，提出了经济发达地区“药用资源种类较

多，可开发利用数量很少”的资源分布特点。江苏协调承担国土

资源调查工作单位，利用其已有数据辅助开展资源调查，为水生、

耐盐资源调查和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普查提供了示范。天津

结合地方经费和天津中医药大学项目共投入 200多万用于 1个县

的资源调查，目前《中国中药资源大典——天津卷》已经基本完

成。 

（二）监测站和省级中心建设 

浙江中医药大学等单位，提出省级中心可依托中药资源学科

进行建设，可派出专职人员到监测站进行服务，派出人员定期轮

换；地方的人员主要负责信息收集，大学派出的人员主要负责技

术服务和人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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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繁育基地建设 

各繁育基地基本明确了建设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建立了

繁育基地。云南、甘肃、吉林、贵州等省的繁育基地初步形成了

提供种子种苗的能力，河北在改造、定制中药材种植机械（挖沟

机、采穗机）方面具有较多的创新。 

三、会议共识 

各试点省份要把现阶段的工作定位在试点工作上，在工作针

对本省的特色，认真总结经验和亮点，吸纳学习兄弟省份的经验，

加强交流和沟通，促进试点工作成果共享应用。 

（一）关于中药资源调查工作 

1、基础数据获取。要充分发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省局和

技术依托单位等多方面的力量，积极与国土、林业等部门的沟通

协调，获取辅助外业调查的植被类型等基础数据。 

2、外业调查。普查队在进行外业调查过程中，要注重对一

般品种的调查，调查任务是普遍调查（样线：一般品种）和重点

调查（样方：重点品种）相结合，不能忽略对一般品种的调查。

要注重对药用部位、突出药用特点照片的拍摄，拍摄的照片如果

重点不突出，将来无法应用。 

3、内业整理。省级技术负责人要对已经填报数据的质量进

行审核、把关，要加强对标本实物的审核、确保质量、并及时上

交。各试点县的普查工作结束后，要及时撰写调查报告、总结成

果，为区域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4、科研项目与工作结合。要制定水生、耐盐药用资源调查

技术规范，根据制定的规范完善“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信息管理系

统”相关工作，在系统中体现水生、耐盐的工作。 



- 9 - 

（二）关于监测体系建设 

1、监测站可采取混合所有制方式进行建设，需要按照市场

化的机制进行运行。 

2、省级中药原料质量监测技术服务中心，要推动监测站建

设、要培训监测站的人员、要制定监测站技术服务目录、要提供

监测站开展技术服务所需仪器设备。 

3、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网络系统，是监测体

系组织实施的抓手，是工作联系的纽带，是任务分配的渠道，是

绩效考核的依据。 

（三）关于繁育基地建设 

1、繁育基地建设不能搞成帽子工程，所建繁育基地的土地

所有权要清晰、长久、可控。要明确繁育基地有保存普查试点工

作中收集种子种苗的条件和能力；要明确繁育基地是生产中药材

原原种、原种、良种的基地，不是生产药材的基地。 

2、要注重繁育基地如何为社会事业的发展，为区域性的产

业发展服务，进一步提炼社会、经济效益。 

3、下一步要考虑，繁育基地能否解决行业发展面临的共性

问题、技术攻坚问题、标准制定问题；如何在《中药材新品种管

理办法》制定、申请 DUS（差异性、稳定性、遗传性）测试基地，

建立新品种登记中心等工作中发挥所建繁育基地的作用。 

（四）关于经费等其他方面 

1、经费。经费使用要符合规定、有程序、有凭证，要明确

责任简化程序。 

2、时间。调查时间要实事求是，尊重自然规律。 

3、验收。国家层面正在组织制定验收标准，省级可以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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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组织验收，验收要明确责任主体、标准要清晰、层层负责。 

4、成果。要发挥年青人员的积极性，撰写调查报告；通过

发现新种、新分布、新记录、纠正前人的错误等体现普查的成果

和质量；发表相关文章标注支撑试点工作相关课题资助等。 

 

 
 

 

 

 

 

发：各中药资源普查试点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 

抄报：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局领导。 

抄送：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专家指导组、局机关司办。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办公室印  2014 年 10 月 31 日印发（共 7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