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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行动诠释民族品牌的全球梦
——记“文化茅台”首次非洲行

本报记者 王新伟 通讯员 戴世锦

走出国门 服务全球

中医药国际化之路越走越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佳霖

国际化稳步推进

“由天士力控股集团创新开发的治疗
冠心病的中西医常用药——复方丹参滴
丸，于2016年12月份在全球9个国家和地
区的 120 多个临床中心顺利完成 FDA（美
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三期临床试验，进入数
据统计和新药申报准备阶段。复方丹参滴
丸由此将成为全球首例完成 FDA 三期临
床试验的中药复方制剂，实现了中药历史
性的跨越与突破，首次向世人证实复方中
药也可按国际标准作临床评价。”天士力控
股集团医疗投资副总经理戴标说。

今年上半年，天士力控股集团和康平
医疗集团合作成立的中西医结合现代医疗
中心——天士力康平 CBD 医疗中心在悉
尼市宣告落成，这是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
首个医疗服务器械最完善、规模最大的华
人社区医疗诊所，为澳大利亚居民提供系
列医疗服务、多种语言服务以及中西医融
合治疗方式。截至目前，在该医疗中心接
受过治疗的病患已达19.8万人次。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
王笑频透露，截至目前，我国与外国政府、
地区和组织签署了 86个中医药合作协议；
截至去年底，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17个中医药海外中心；在30多个
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此
外，中医药已经积极参与到我国与 14个国
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以降低中
医药市场准入，减少贸易壁垒。

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运营属于复合机
制。“在双边政府达成共识后，由双方合作
机构共同承担建设，由机构吸引一些企业
参与。例如，匈牙利塞梅尔维斯大学和我
国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共同建立了中东欧中
医中心。”王笑频表示。

中华老字号——北京同仁堂集团已在
海外26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公司和130家
零售终端、中医诊所和养生中心，累计诊疗
的患者超过 3000 万人次。同仁堂商标在
海外 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合法注册，同仁堂
生产线通过日本厚生省、澳大利亚TGA的
GMP认证和伊斯兰哈拉认证、以色列洁食
认证，为产品出口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提供
了保障。“同仁堂在海外成功实现了国有资
产保值增值，实现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同
仁堂’的目标。”北京同仁堂集团副总经理
丁永玲说。

据介绍，自2015年以来，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每年主办世界中医药大会暨“一带
一路”中医药文化周活动，先后赴西班牙、新
西兰、泰国等国开展学术交流，旨在推动中
医药学与世界各国医药学的合作。

针灸成替代疗法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
有 103 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 29 个
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 个将针灸
纳入医疗保险体系。总部设在中国的世界
针灸学会联合会有61个国家和地区的215
个会员团体。

具有 2000 多年历史的针灸是我国为
数不多拥有国际话语权、处于领先地位并
有望取得原始创新突破的学科领域之一。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主席刘保延表示，针
灸疗法因有广泛的适应症、疗效迅速显著、
操作方法简便易行且医疗费用经济，极少
有毒副作用，是被世界各国率先接受的传
统医学方法，应以针灸为突破口带动中医
药“走出去”。

今年 8 月 24 日，在由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中医关怀团
为旅欧华侨华人义诊活动中，中国中医科
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黄石玺将
其 30多年的经验与技术带到布达佩斯，现
场为 60 多位患者进行火针治疗、针罐疗
法，让欧洲各国中医师们领略了中医药的
神奇魅力。

截至今年1月底，世界范围内已有38万
余名针灸工作者。“除中国外，其他国家和地
区中医医疗（针灸）机构达10万多家。针灸
的中外传承基地共有6家，涵盖美国、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等。”刘保延介绍说。

近年来,上海中医药大学先后在捷克、
马耳他、摩洛哥等国建立海外中医中心，设
立美国第一家中医孔子学院，今年又试运
行美国中医中心，启动毛里求斯中医中
心。特别是与马耳他大学合作举办的马耳
他中医中心，举办的“中医针灸与文化”硕
士项目首届学生也已经毕业。“5年来，累计
派出逾 860 名学生赴海外交流学习，旨在

推进全球化视野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上海
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说。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医药‘走出去’
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应充分挖掘展现针灸

‘治未病’的优势，在治未病占据主导地位，
在重大疾病治疗中发挥协同作用，在康复
疾病中发挥核心作用，还需要推进针灸服
务模式的转变，构建‘一针、二灸、三吃药’
的医疗服务模式。”刘保延说。

实现零的突破

2009 年 9 月份，国际标准化组织/中
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 249）正式成
立，由上海中医药大学承担秘书处工作。

“截至今年 11 月份，ISO/TC 249 已正式
独立发布 22项中医药国际标准，包括一次
性无菌使用针灸针、亚洲人参种子种苗、
中药重金属检测方法、中药煎煮设备、艾
灸器具以及中药编码系统，实现了 ISO 领
域中医药国际标准零的突破，对促进中医
药国际贸易和中医药国际化有着深远的
影响。此外，正在制作的国际标准达 49
项。”徐建光介绍说。

2014年12月份，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
会（WFCMS）标准化建设委员会也落户上
海中医药大学，负责和参与“世中联”国际
标准的发展规划和制定及发布工作。目
前，国际上与中医药相关的 3大国际组织：
WHO、ISO、WFCMS 及其中医药国际标准
化工作平台都设立在上海中医药大学。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自 2003 年在北京成立以来也先
后发布国际组织标准 21 部。“其中，‘中医
基本名词术语对照国际标准’系列相继出
台，包括中英、中法、中西、中葡、中意、中
俄、中匈、中德、中泰名词术语对照，在世界
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先后得到不少国家行
业机构采用，世界各地的一些中医药教育
机构将其逐步用于教学，对在世界各地传
承中医药学术，提高推广应用中医药技术
的准确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秘书长桑滨生说。

仍面临诸多困难

当前，中医药“走出去”与现代医学互
融互通还面临诸多困难。“首先是文化差
异，我们尊崇的‘天人合一’等东方哲学人
文观念和西方的思维方式还是不一样；其
次是政策和技术壁垒，我们要进入国际市
场，为国际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就要适
应当地风俗习惯。同时，我们在国际上面
临着竞争，包括现代医学的竞争和当地传
统医学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拿出更好的
服务和更高质量的产品回应质疑。”王笑
频说。

针对在中医药国际化进程中，不正规
的中医药机构以及假冒伪劣的中医师在一
定程度上损害中医药海外声誉的现状，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海外建立示范性的中
医诊所来扶正祛邪。同时，通过与政府、民
间协会合作，促进国外的立法；通过合作办
学、建立示范性的培训中心来帮助他们提
高中医师的资质。此外，还委托中国的中
医师认证中心制定了一个国际中医师认证
制度来规范国际中医师资格，为其他国家
提供参考。

“在国际上，传统医学往往作为现代医
学的补充和替代。要增强传统医学在国际
上的话语权，关键在于加强传统医学的临
床研究，拿出疗效的证据。传统医学目前
的大量实践还停留在个体化治疗，如何使
个体化治疗更加有把握度，还需借助互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式把临床的实践数
字化，从而不断提升我国传统医学的水平
和地位。”刘保延认为。

对此，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已经制定了
发展规划。12 月 8 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发布的《关于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
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
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迈上新
台阶，服务内容不断丰富，线上线下结合更
加紧密，产业链逐步形成，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明显提升，实现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
服务。

中企承建利比里亚机场

升级改建项目主体落成

“香遇金色非洲——文化茅台走向
‘一带一路’非洲系列推介活动”近日在南
非、纳米比亚和莫桑比克三国举行。这是
一趟奇幻之旅，让世界有了重新认知“文
化茅台”内涵的切入点。此次推介活动是
茅台在全新时代迈出的一小步，也是真正
意义上全球化的一大步。活动体现出三
大关键词：互利共赢、文化交流、社会公
益。这些关键词清晰地表达出一个定位，
就是“朋友”。

跨越万里的相遇：
唯有走近才能相识相知

气象巍然的桌山投入眼帘，让刚刚抵
达南非开普敦的茅台推介团成员顿生奇妙
之感。“我们对非洲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茅
台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李保芳置身开普
敦街头，发出这样的感慨。

党的十九大后，茅台迅速更新了包括
全球战略在内的发展计划，非洲成为全新
海外布局的重中之重。“目前，我们在非洲
多哥、毛里求斯、肯尼亚、纳米比亚、莫桑比

克和南非已经发展了 8 家经销商，大部分
华人超市、餐厅以及大型酒类专卖店里，都
可以看见茅台酒。”茅台进出口公司负责人
介绍说，“截至10月底，今年我们已经向非
洲出口了茅台酒 59.34 吨，创汇超过 1000
万美元”。

此次活动让非洲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茅
台：一个象征着友好中国、酒香迷人的茅
台；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渴望获得更多
文化认同的茅台。在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的“香遇金色非洲——文化茅台走向

‘一带一路’”品牌推介活动上，“走进非洲”
贵州茅台酒揭开面纱，成为中国和南非建
交 20周年金色岁月的见证者。此外，茅台
还联手华为、海信等 10多家在非洲的中资
企业，签署了《非洲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共
同发展联盟倡议书》。

在纳米比亚和莫桑比克，茅台同样收
获了满满的感动。在尚无项目投资的莫桑
比克，茅台捐资 300 万元人民币为当地一
所小学新建了教室和办公室，并增设一批

文体设施。“这次我们访问非洲，核心主题
并不是推销产品，而是希望在文化层面沟
通和交流。”李保芳说。

“一带一路”风景无限：
全球品牌梦并不遥远

“一带一路”背景下，茅台借荣获巴拿
马金奖百年之际，发力中国白酒品牌文化
的海外传播。

2015 年至今，茅台集团先后到美国旧
金山、俄罗斯莫斯科、意大利米兰、德国汉
堡等地开展文化和品牌推广，引起了广泛
关注，被境外媒体评价为中国民族品牌主
动融入全球经济的精彩表现。在国家绘制
的蓝图下，茅台面对世界高调亮相，其意义
超越了茅台企业本身。

这次茅台首次踏上更加遥远的南非大
陆，足见茅台对走进“一带一路”相关各国
的自信和国家品牌的责任担当。“让世界更
加爱上茅台，让茅台更加飘香世界。”在前

往非洲之前，茅台召开2017年度国酒茅台
海外经销商会议。此时茅台海外销售额已
突破 3 亿美元大关，拥有分布于五大洲 66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4 家海外经销商，在全
球 50 多个重要免税口岸的 450 余家免税
店有产品销售，并在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机场长期设立了茅台专柜。

“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民族品牌全球梦
的强劲支点。截至 9 月底，茅台酒今年在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已经销售
352.09 吨，同比增长 10.88%，占到了茅台
全球销量的26.53%。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
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我们今
天跟随‘一带一路’倡议走向相关国家的
民心基础。同时，相关国家虽然风土人情
不同，但都非常热爱酒并产酒，这是消费
基础。”茅台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安怀伦如
是诠释。

茅台集团董事长袁仁国表示，封闭的
世界不能带来进步。从 1915 年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勇夺金奖开始，自新中国成立后
组建国营茅台酒厂至今，茅台一直执着于
全球品牌之梦。这是漫长之旅，但亦是收
获之旅，飞越大洋，飞越昼夜和四季，将海
浪收集成一条从家乡贵州通达天涯的航
线，光芒直指人心。

抗疟疾药物“青蒿素”挽救
了全球数百万人生命、“中医针
灸”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
世界记忆名录……中医药在全
球的认可度与日俱增，已经传播
到了 183 个国家和地区。可以
说，中医药已经成为中国与各国
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
互鉴的亮丽名片，成为中国与各
国共同增进健康福祉、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此次“香遇金色非洲——文化茅台走向‘一带一路’非洲系列推介

活动”让世界有了重新认知“文化茅台”内涵的切入点。近年来，茅台

集团在全球积极开展文化和品牌推广，引起了广泛关注，被海外媒体

评价为中国民族品牌主动融入全球经济的精彩表现。

安徽肥东小箱包出口创汇

近年来，安徽肥东国喜箱包有限公司坚持品

牌就是质量的核心理念，不断创新技术、产品和市

场模式，努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产品远销欧美

地区，年出口创汇达 500 万美元，帮助和带动 100

多人实现就业脱贫。图为该公司员工正在生产出

口箱包。 许庆勇摄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郭凯报道：由中国港湾
公司承建的利比里亚罗伯茨国际机场升级改建项
目主体落成典礼日前在罗伯茨国际机场举行。

利比里亚总统瑟利夫表示，此项目是利比里
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让利比里亚人民看
到了发展的希望，也预示着利中友谊长存，感谢中
国政府、中国港湾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为此作出
的突出贡献。

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张越表示，这个项目能
克服雨季影响，应用先进的 BIM+VR 等技术，高
质量、高效率地实现主体落成，成功体现了中国
特色。

中国港湾公司副总经理李懿表示，项目的主
体落成离不开各方共同的努力，衷心感谢利比里
亚政府、中国驻利比里亚大使馆以及利比里亚机
场管理局等各方的大力支持。相信此项目将会成
为中利友谊和中非互利合作的新象征，在利比里
亚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艺术璀璨之约”
在联合国精彩绽放
本报讯 记者艾芳报道：“中国艺术璀璨之约

——暨剑南春环球极致之旅”日前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开幕。此次活动由美国华美人文学会和中华
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组织并支持，以“醉美中
国，世界共享”为主题，通过展演中国京剧、民乐、
书法、陶瓷、太极等中华国粹艺术来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

此次活动以中国精彩的文化宣传片热场，分
别从“笔酣墨饱、梨园风雅、珍馐美馔、精酿醇馥、
茶禅一味、瓷艺匠心、八音迭奏、形神合一、文化古
今”九个方面展示了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活动
特邀多位国内知名艺术家分别带来书法、中国新
派戏曲、中国京剧、器乐和中国功夫等丰富的艺术
表演。

“中国艺术璀璨之约”还包括三场系列主题活
动：由奥运冠军邓亚萍开场，在联合国就“智勇满
贯·乒乓人生与大国外交”作主题演讲，讲述了“小
球转动大球”的外交美谈以及作为新时代体育人
应有的社会担当。此后，叶小钢和张铁林在哥伦
比亚大学先后就“天籁地球·东西方当代音乐比较
与思考”和“亦书亦戏·张铁林书法艺术讲演会”作
主题演讲，分享对艺术的感悟与思考。据悉，“中
国艺术璀璨之约”全球文化推广活动以联合国作
为首站，未来还将在迈阿密、伦敦、莫斯科、巴黎、
悉尼等地举办。

中越德天—板约国际旅游
合作区建设取得新进展
本报讯 记者童政、通讯员朱锋报道：中越德

天—板约国际旅游合作区是2015年11月份中越
两国政府签署的首个跨境旅游合作区。在各方努
力推进下，目前中越双方已就德天—板约国际旅
游合作区物理围网、游客进出合作区查验达成共
识。广西已完成核心区物理围网、联检大门、办证
大厅、陆地边界卡口查验设施和中越跨国购物街
建设方案，力争2018年6月份实现实质性的跨境
旅游。

今年以来，中越双方共同把握“一带一路”建设
机遇，推动跨境旅游合作向前发展。一是充分发挥
中越省级协调机制的作用。5月份，广西壮族自治
区主席陈武和越南高平省人委会主席黄春映在南
宁市共同主持中越省级协调委员会首次会晤，双方
成功签署了合作保护和开发德天（板约）瀑布旅游资
源省级联合协调委员会协议，确定了日常会晤机
制。二是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针对广
西方面提出的关于合作区封闭管理、国家公职人员
入区、游客证件管理和查验、硕龙口岸开放、免税购
物政策等一系列问题，外交部组织相关部委召开协
调会议，给出积极有效的解决方案。

此外，广西今年还投入3145万元人民币用于
德天—板约瀑布跨境旅游合作区建设。德天跨国
瀑布景区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已通过初评，进一
步打响了“全球最美的瀑布景点”品牌。据统计，
今年 1 月份至 9 月份，德天跨国瀑布接待游客
87.80万人次，同比增长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