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亦筑

今年10月，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的《中药资源大典·重庆卷》正式出版。
本书由重庆市中药研究院中药生药研究
所所长瞿显友领衔的项目团队主编完
成，对历经8年多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
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对于重庆中药资源
的研究、保护与利用有着重要意义。

“上一次中药资源普查，还是上个世
纪八十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药资
源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1月19日，
瞿显友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通
过2012年启动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
他们全面摸清了重庆中药资源的“家底”，
为我市中药产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

没有路就用斧头“砍”出一条路

做中药资源普查，每个区县至少要
随机选择36个调查样地，各个样地很分
散，有的在深山老林里，有的在岩壁附
近，在调查时需要GPS定位轨迹，来不得
半点虚假。

“普查队每到一个区县，都是五六个
人在野外采集标本，还要留两三个人整
理、制作标本。”瞿显友说，很多时候他们
早上7点出发，晚上7点多才回来，吃完
饭再整理、压制标本，拍照、记录数据、录
入电脑，忙完下来，已是深夜12点多。第
二天，他们又继续出发。

“很多山里没有路，连当地的农民都
不会走。只有一边走一边用斧头‘砍’出
一条路来，有时候还得拉着绳索爬上
去。”瞿显友说，这样的差事，很多人都做
不下来，可是他们必须做。走一趟下来，
手上、腿上、屁股上浑身都有划痕，也不
知道是什么时候受的伤，遇到毒蛇也是
常事。深山里潮湿，蚂蟥多，有的队员腿
上还会吸附几条蚂蟥。即使这样，队员
们也从未退缩过。

发现8种药用植物新品种

重庆地形地貌复杂，生态环境变化
多样，植物种类异常丰富，主要分布于渝
东北及三峡库区一带，如城口、巫溪、丰
都、巫山；其次为渝东南一带，如黔江、酉
阳、武隆等。

通过中药资源普查，重庆的“家底”也
摸清了：重庆地区分布中草药5300余种，
其中野生中草药资源4500余种，栽培药

用植物200余种，全市常年生产收购的地
产药材350余种，药用植物在品种数量与
资源蕴藏量上仅次于川桂云贵。

最令人欣喜的是，在这次普查过程中，
普查队发现了合溪石蝴蝶、天竺葵叶报春、
四面山梅花草、正宇梅花草、江津楼梯草、
雌伞楼梯草、圆微叶楼梯草、正宇楼梯草等
8种新物种，在全国也是首次发现。

“比如合溪石蝴蝶，它归于石蝴蝶属
类的植物，但与其它这一属的植物不太
一样。”瞿显友说，合溪石蝴蝶的叶子比
较小，呈菱形，且叶片密集。花呈紫色，
花朵的喉部没有任何斑点。其它该属的
植物大都长在水湿的石头或岩壁上，而
它却长在干燥的岩石缝中。

建设中药资源地理信息管理平台

做完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产生了
大量数据，瞿显友粗略估算了一下，每个
区县大约2G。这些数据如果保存不好
可能丢失，如果没利用好也是一种浪费。

为此，2018年，他们将地理信息技术
与标本管理系统相结合，启动建设中药
资源地理信息管理平台，为中药资源大
数据集成、资源评估和中药材种植（养

殖）提供基础数据；并且在此基础上，开
展中药材动态监测与预测分析应用，为
中药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目前平台已经基本建成，主要包括中
药资源的基本信息、中药材种植情况、中
药材交易信息以及中药材企业需求等，并
已开展了中药资源评价等系列应用。

他们探索建立中药资源评估模式，
开展红豆杉、火把花等中药资源评估研
究，服务于企业新药研制。以普查数据
为支撑，编写巫山、武隆等区县中药产业
发展规划，助力精准扶贫，促进当地产业
发展。

“根据中药新药的研
制规定，需要的中药资源
量有多少、目前推广种植
的情况如何、产量能否满
足新药上市后的生产需求
等，都需要进行评估，这也
关系到企业正在研制的新
药能否拿到新药证书。”瞿
显友表示，中药资源地理信
息管理平台预计明年全面
建成，未来也将实现部分资
源和功能的共享开放。

重庆市中药研究院：

历时8年全面摸清重庆中药资源“家底”

市中药研究院所组团队在野外开展中药资源普查。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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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李星婷

“李老师，这些龙眼送给您和团
队老师！感谢你们给予的指导，解决
了病虫害问题，今年大家的龙眼大丰
收！”前不久，长江师范学院长江上游
龙眼荔枝工程中心科研团队的几名
成员来到涪陵区珍溪镇百汇村，察看
龙眼的收获情况。离开时，百汇村的
50多户农户，几乎家家都提着几斤
龙眼来感谢团队成员。

11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就该
中心在长江上游发展龙眼、荔枝产

业，因地制宜开展产业
科技扶贫情况进行了采
访。

成立长江上游
龙眼荔枝工程中心

11月 19日，百汇村
的果树林里，果农们正将
龙眼树、荔枝树的枝丫裹
上防冻的塑料袋。重庆
开始降温，果农们在长江
师范学院科研团队的指

导下，忙着帮果树“过冬”。
“龙眼和荔枝的成熟高度依赖

于品种、纬度和海拔。”该中心负责
人、长师现代农业与生物工程学院
副院长李昌满教授介绍，受温度等
条件限制，龙眼、荔枝主要分布于
低海拔地区，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
而言,可供选择的优质荔枝品种有
限。

而长江上游一带（如涪陵、丰都、
永川、江津）属亚热带，气候湿润，很
适合晚熟龙眼、荔枝品种的种植，且
晚熟的龙眼和荔枝非常有市场，价格
也比较高。

不过，长江上游虽适合龙眼、荔
枝生长，种植历史也比较悠久，但
目前品种多而杂，优良品种的比例
比较少。于是，长江师范学院在
2018 年成立了长江上游龙眼荔枝
工程中心，因地制宜发展重庆山地
特色农业。

自配药物助果农解决
病虫害

李昌满介绍，该中心首先做了

品种资源调查，摸清长江上游一带
龙眼、荔枝的品种分布、树龄、生长
条件等。在涪陵南沱镇、珍溪镇等
地，中心还建立起试验示范基地，
对果农进行果树管护等技术指导，
提升重庆龙眼荔枝产业的技术水
平。

果树管护是门技术活，涉及嫁
接、花果和病虫害管理等多方面知
识。该中心成员三天两头往田里跑，
手把手教农户栽种技术。

让果农们头疼的是蝽象。蝽象
是一种危害相当大的病虫害。这种
害虫可以长到人的大拇指般大小，喷
出的毒液可以让人的皮肤溃烂。并
且这种害虫成片危害果林，导致果林
大面积无收。

团队通过查阅文献、论文等资
料，自主调配出一种高效、无残留的
农药配方。从龙眼开花到挂果，每隔
五天，团队便会到百汇村喷洒一次药
物，彻底灭杀了蝽象。

1亩果林至少收入万元

今年果农们丰收了。一颗龙
眼或荔枝树普遍挂果 100 多斤，1
亩地大约种30棵龙眼或荔枝树，1
斤龙眼可卖 3 到 5 元、1 斤荔枝可
卖到 10-15 元，1亩果林至少收入
万元。

“真是感谢专家们带来的好技
术！”百汇村果农郭元明说，村里家家
户户都种了几亩龙眼或荔枝。研究
团队还从广东、福建引进了一二十个
龙眼、荔枝新品种，教大家嫁接，好几
个品种长势喜人。

目前，该中心被列为国家荔枝
龙眼产业体系重庆工作站，并加入
了国家荔枝联合育种攻关团队。中
心还与泸州农科院签订了龙眼荔枝
产业科技合作协议，共同承担农业
部龙眼荔枝的资源调查、利用等任
务。

“长江上游一带共有龙眼荔枝
10余万亩。”李昌满表示，学校还建
设了现代农业创新研究院，将与重
庆农业科学院、渝东南农业科学研
究院等共同开发和利用特色优势资
源，助力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
振兴。

长江师范学院：

当好长江上游晚熟龙眼荔枝的“专业医生”

之

长江上游龙眼荔枝工程中心人员在指导果农管护果树。（长江师范学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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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 摄/廖禾

《乒乓球打起来》 摄/曹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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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购药时忘带实体卡，是选择
自费，还是返回家中取卡？对不少市
民来说，这种尴尬的情况时有发生。
但随着医保电子凭证在我市上线，参
保人即使没有随身携带实体卡，也能
轻松实现就医购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的《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
意见》，进一步提升医保治理能力和
公共服务水平，切实为参保群众提供
优质、便捷、高效、安全的医保服务，
今年10月，市医保局全面推广重庆
医保电子凭证，致力打造“互联网+医
保”服务模式。参保人只需一部手
机，就可以在定点医药机构实现扫码
就医购药，真正实现“就医不带卡，只
需医保码”，有力提升群众的医保获
得感和幸福感。

一码在手，医保无忧

医保电子凭证是由国家医保信
息平台统一签发，作为全国医保线上
业务唯一身份凭证，参保人可通过医
保电子凭证进行身份认证和授权、医
保扫码支付、在线结算、医保账户查
询等多场景使用，具有方便快捷、应
用丰富、全国通用、安全可靠的特点。

目前，重庆医保电子凭证已实现
扫码就医购药、医保查询、异地就医
备案、电子特病证展示等功能。

近日，市民张女士在结算住院费
用时，发现自己没有带社保卡。正当
她着急的时候，医院工作人员给出了
建议：“您现在激活使用重庆医保电
子凭证，就能实现医保身份识别。而
且，原来的社保卡仍可以继续正常使
用。”开通医保电子凭证后，张女士的
问题迎刃而解。医保电子凭证成功
让参保人少跑路，也提升了患者的就
医获得感。

比如，参保人在药店购药后，只
需出示医保电子凭证二维码，就可以
完成扫码支付。有的市民提出疑问：
就医买药过程中可以使用医保电子
凭证退款吗？据了解，目前退款采用

线下流程，参保人可通过向定点机构
申请，完成退款流程。

市民纷纷表示，以后只需带上手
机通过医保电子凭证，就可以随时看
病买药，真是太方便了。

不仅如此，市民还可以通过医保
电子凭证进行线上业务办理，真正做
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APP、
“渝快办”、重庆医保微信公众号、重
庆医保支付宝小程序进行“参保信
息、医保账户、缴费记录、消费记录

“等医保查询。还可以填报相关信息
进行异地就医备案，备案完成后即可
在备案地区使用医保电子凭证进行
医保基金支付，以及进行电子特病证
展示。

持续创新，增进福祉

重庆医保电子凭证应用丰富，怎
样才能激活使用呢？目前，市民可通
过国家医保APP、“渝快办”、重庆医
保微信公众号、重庆医保支付宝小程
序、工行、农行、中信银行APP等官方
授权渠道激活使用医保电子凭证。
下一步，市医保局将不断拓宽应用渠

道，赋能更多APP实现医保电子凭证
激活、展码功能。

重庆医保电子凭证可以在哪些
定点医药机构使用呢？市民可通过
重庆医保微信公众号查询已开通的
定点医药机构。

截至11月19日，我市医保电子
凭证共激活380.91万人，占全市参保
总人数的11.74%。共有12034家定
点医药机构开通医保电子凭证扫码
支付功能，占全市定点医药机构总数
的55.6%，其中医疗机构3283家，药
店8751家。全市共通过医保电子凭
证扫码支付21.14万人次，累计结算
金额2349.04万元。

目前，市医保局正着力提升参保
群众对医保电子凭证的知晓度和使
用率，预计年底前基本实现全市定点
医药机构全覆盖。同时持续拓展医
保电子凭证的应用范畴，后续将陆续
上线网上预约挂号、移动支付/混合
支付、刷脸就医、参保关系转移、亲情
账户绑定等功能，致力为广大群众提
供更加便捷优质的医保服务，不断提
升我市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水平。

何月梅

图片由重庆市医疗保障局提供

我市医保电子凭证全面推广应用
就医不带卡 只需医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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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开通医保电子凭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