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产业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访东盛集团董事长、广誉远掌门人郭家学

西安东盛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盛集

团” ）是一家以高科技医药产业为主体的大型集团

企业， 旗下上市公司为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600771，以下简称“广誉远” ）。 作为一家中华老

字号中医药品牌，广誉远创始于1541年（明嘉靖二

十年），已经无断代传承477年，其定位于养生精品

中药。

从曾经的资本狂人，到如今一心专注于中医药

事业，东盛集团董事长、广誉远掌门人郭家学的商

海经历可谓跌宕起伏、激荡传奇。

10月30日， 在2018中国大健康产业高峰论坛

上，就如何破解中医药行业质量痼疾、东盛集团与广

誉远的全产业链质量管理之道、引入国有资本互相

赋能等话题，中国证券报记者对郭家学进行了专访。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回顾自己的成败得

失，郭家学表示“无怨无悔” ,后半生将专注做一家

可以延续千年的小而精的中药企业。

郭家学认为，大健康产业与中医药产业具有旺

盛的生命力，中医药不仅能治病，提供疾病的解决

方案，更重要的它涵盖了从膳食到运动，从身心调

养到节气养生等整个生命运动过程的健康解决方

案。 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实现中医药智慧全球共享，

中医药让生命更美好的使命与愿景。

破解中医药质量痼疾

中国证券报：近一两年，由于夸大虚假宣传，一

些“神药”成为众矢之的。 你认为，医药产品的质量

和品牌建设二者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郭家学：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 在进行广告

宣传时，任何一家企业都必须严格、规范，符合国家

药监局的药品批准范围。 这是前提。

作为一家医药企业来说，首先要满足病患的需

求，解决病患的疾苦。 而对一家中药企业而言，更重

要的是讲究仁心仁术，要讲究企业的出发点。 过去

的药铺常会挂这么一副对联，“但愿世间人无病，宁

可架上药生尘” 。其实这就是初心。只要有治病救人

的初心，加上高品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医药行

业就可以做得好。

中国证券报：有专家甚至指出，中医将毁于中

药。 中药的质量成为引发整个行业关注的问题。 该

怎样解决中药的质量问题？

郭家学： 目前的中医药行业存在着这么几个

问题，第一，最近一两百年，人类知识呈现爆炸式

的增长。 但是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却表现得停滞不

前， 甚至还沉浸在一百多年前的认知和技术水平

上。 造成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近一百年来中国文化

受到了摧残。 第二，没有好药材，自然没有好中药。

道地药材和珍稀药材限制了中医药的发展。 第三，

部分中医药企业在炮制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的问

题，影响了中医药的质量。 第四，中医药人才体系

的培养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首先，要坚持选用道地中药材，

解决中药原料的质量问题， 因此建立规模化可持续

发展的珍稀贵细动植物药品原料基地是中医药产业

实现永续发展之源。 其次，传承古法炮制工艺是解决

药品高品质之基石。 古法炮制工艺经过几千年临床

验证是“增效、变性、去毒” 的保障。 其三，要将其他

科学体系创新的理论、技术、设备、材料等应用于中

医药产业的发展。另外，要建立合理的中医药人才培

养体系和机制。 最后，还要促进中医药全球化。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 中药

材尤其讲究道地性。 最近这两年，有人说要到海外

去种中药材。 海外的中药材用作中药，是否经过临

床实验，是否一定能够跟我们在中国的道地药材有

等同的药效和质量呢？如果没有经过可信的临床试

验得出可信的研究数据和令人信服的结论，就不能

盲目地到海外去种植中药材。

中国证券报：在中药原材料方面，广誉远主要

是怎么做的？

郭家学：广誉远四百多年来一直坚持用道地药

材生产中药。 在机制建设方面，要保证道地药材可

持续获得、可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

广誉远有一句自律古训，“修合虽无人见，存

心自有天知。 ” 好中药前提是要有好药材。 我们在

全国建立了多个动物和植物药的养殖和种植基地，

以此来保证我们珍稀原材料的可持续获得、可持续

发展。

其次，好中药是通过古法炮制生产出来的。 以

何首乌为例， 九蒸九晒九炙的何首乌绝对无毒，而

三蒸三晒三炙的何首乌却有大毒。 传统中药对药材

的古法炮制很有道理，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增效；第二，去毒；第三，改性。 如有些药是寒

性的，炮制可使其变成中性或温性。

广誉远是中国中药古法泡制的活化石企业，也

是中国中药企业里唯一一家保留了古法炮制工艺

的企业。

中国证券报：此前你曾提出，后半生专注做一

家可以延续千年的小而精的中药企业。当初收购广

誉远的原因是什么？

郭家学：当年收购广誉远是源于我对中医药产

业未来发展的判断。中医药产业永远具有旺盛的生

命力。 中医药不仅能治病，提供疾病的解决方案，更

重要的它涵盖了从膳食到运动，从身心调养到节气

养生等整个生命运动过程的健康解决方案。

中医不仅仅是一种科学体系，它更是一种中医

药的哲学体系。 中医是中国人对于人类与自然生命

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哲学

体系。 同时，中医也是科学体系。 按照科学的定义，

科学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

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的知识的系统。 科学

要求可重复。 按照这些去判断，中医同时也是一个

科学体系。 从诊断到治疗，再到药物的标准，中医都

有系统的解决方案。

我对中医药产业的判断是，不管将来生命科学

等新兴学科如何发展，中医药产业永远会有顽强旺

盛的生命力。而且，在未来发展建设当中，我们还应

该将先进的技术、设备、理念等都引入到中医药产

业的发展中来，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中医理论体系

和临床诊断体系和新的里程碑式的中药产品，共同

提升人类健康的福祉。

当时我们收购广誉远原因和出发点是因为它

有专门针对男性和女性健康的产品，可以提供一种

独特的解决方案，它与我们当时其他收购的企业可

以共同形成一系列矩阵，而且这些企业提供的解决

方案都是差异化的。

同时，广誉远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中医药品

牌。 四百多年来，中国大地上至少有数十万家中药

药店，几乎每一家都是前店后厂的小药铺。 历史的

进程中，绝大多数的中药药店都消失了，而广誉远

为什么能够继续存在？ 这主要是因为广誉远背后的

中医药文化。

当年，我的想法是要创建一家能够延续数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中医药企业。 那么，广誉远绝对是不

二的选择，因为它已经存续四百多年了。

今天，我们通过赋予广誉远新的活力，使它更

多地跟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紧密的结合。 我相信，五

百年后广誉远依然还会生存下去，还可以继续为人

类健康增福。 这就是中医药的魅力所在。

中国证券报：广誉远提出全产业链高品质中药

战略。 关于全产业链、高品质两个关键词能否着重

解释？

郭家学：为什么要做全产业链，因为中医中药

现在存在最大的问题是人民群众的信任问题。 但

是，中药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好中药在哪里？好医生

在哪里？ 群众不知道。

我们现在做全产业链，核心一点就是要给消费

者提供全新的选择。 我们要做到，只要是贴着广誉

远商标的产品，都是高品质的。 凡是贴着广誉远商

标的国医馆，里面全是名老中医在坐诊。另外，我们

在2017年也推出了“广誉远学者计划” ，每年都选

聘中医优秀人才，授予“广誉远学者” 称号，探索中

医药传承教育模式。

中国证券报： 如果要你给公司贴标签的话，你

认为主要有哪些？

郭家学：如果要给广誉远贴标签的话，我认为

首先是品质标签， 广誉远是高品质产品驱动的公

司；第二个是文化标签，广誉远是中国历史最悠久

的中医药企业；第三个标签，创新标签，广誉远也是

一家创新驱动的公司。我们的创新不仅仅体现在中

心临床研究、临床系统生物学研究、新剂型的工艺

研究等方面，我们还在营销领域进行创新。第四，我

们也是一家以销售见长的公司。 无论过去的白加

黑，到后来的云南白药，再到现在的广誉远。在销售

领域，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组织、管理、运营能力。

中国证券报： 作为一家

477

年历史的老字号中

药品牌企业，广誉远在营销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走出

了年轻化、时尚化的路子，其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郭家学：一个老字号品牌要玩转网红的背后主

要驱动力首先是以消费者为中心，解决消费者的需

求和问题。 从传统媒体时代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媒

介、场景、形式、消费者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品牌

营销必须先构建用户画像，集中精力在目标用户出

现的场合精准适宜地进行360度整合营销。

其次，背后的逻辑以及真正的核心是高品质的

产品。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只有真正质量好、疗效好

的产品，加上最好的用户体验，消费者才会去传播。

如果质量、疗效、用户体验不好，消费者只要使用后

觉得不行，他就会用脚投票，离你而去，并且在微

博、微信等各种社交平台上批评，这样品牌反而一

下就砸了。

其实， 高品质产品能够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

通过高质量的产品和良好的用户体验，建立品牌和

产品的信任度，形成良性的循环。

“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中国证券报：

9

月

19

日， 广誉远发布公告表示，

新疆中泰集团与东盛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重组

完成后，中泰集团将持有东盛集团

35%

的股份。 引

入国资重组的背景及原因是什么？

郭家学：最近这两年，整个中国的市场环境发

生很大的变化。 民营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

是在发展过程中还受到一些限制。

对于民营企业的贡献，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是

“五六七八九” ，民营企业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

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创新、80%以上的

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民营企业贡献很

大，但是获得的社会资源还没有达到相应的比例。

现在国家政策提出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不求所有，但求所在。 ” 因此，我们选择跟新疆中

泰集团战略合作，来壮大我们的企业。 新疆中泰集

团的整个管理团队非常优秀，尤其是在文化上与我

们有很多契合的地方，可谓一见如故。

中国证券报：中登公司数据显示，东盛集团持

有广誉远的

65.51%

的股份已经质押，集团层面是否

存在一定的风险？

郭家学：我们股票质押比例不是很高。 我们现

在直接持有上市公司八千多万股， 质押了五千多

万股。 质押主要是获得资金向上游发展，包括我们

的珍稀动植物养殖基地、 研发以及为上市公司培

育产业链等方面。 有一些目前上市公司不合适做

的，我们通过集团层面进行。 这次引进国有资本，

主要还是为了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提升我们的

综合能力。

中国证券报：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在这

个关键的时间点，如果要让你总结你过去的成败得

失以及谈谈未来规划会是怎么样的？

郭家学：过去30年对我而言，我认为是无怨无

悔的。 创业第一阶段，我用了18年时间创建了一家

年营业额150亿元的，中国最大的医药产业集团。由

于给两家国企担保，出现资金链断裂，从2005年到

2012年，用了8年时间处置资产，偿还了48亿元的

债务。 2013年，重新出发做广誉远，做高品质中药，

引领中医药行业复兴。

每个阶段，我始终都认为是无怨无悔的。

为什么无怨无悔？ 人生其实是一种经历。 在第

一阶段，可以说青春激荡。 自己干得很充实，也很满

足。无论大起还是大落，都是人生巨大的财富。经过

这两个阶段，我也开始思考，人的一生该做些什么。

做广誉远后，我才真正找到感觉。 这种感觉就是治

病救人，通过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让更多的

人获得健康，获得幸福。

我已经把我自己的生活、工作、事业跟自己的

生命都紧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可以说，我是少有

的有这种幸福感觉的创业者，我也是少有的不焦虑

的企业家。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和实现， 中医

药智慧全球共享， 中医药让生命更美好的使命和

愿景。 (何昱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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