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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e and campaign against
environmental crime and abuse.
关的倡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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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底调查员揭发野生动物的跨国犯罪，
Our
undercover investigations
expose transnational wildlife crime,
特别针对大象、老虎，以及雨林中原木
with a focus on elephants and
的盗采，或是为了种植如油棕等经济作
tigers, and forest crimes such as
物而滥垦森林。我们致力于保卫全球海
illegal logging and deforestation for
洋生态系统，积极解决对于海洋和海洋
cash crops like palm oil. We work to
生物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像是塑胶污
safeguard global marine ecosystems
染和对于鲸鱼、海豚等鲸目动物的误捕
by addressing the threats posed
与商业开发。此外，我们尽可能地减少
by plastic pollution, bycatch
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影响，积极倡议淘汰
and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制造温室气体的强效冷却剂、揭露相关
whales, dolphins and porpoises.
的非法贸易，并提高全球冷却的能源效
Finally, we reduce the impact of
率。
climate change by campaigning
to eliminate powerful refrigerant
greenhouse gases, exposing related
illicit trade and improv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the cooling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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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亚洲历史记录地区, 高达
85%的豹种群已经灭亡，其主因之一
是以贩卖豹的身体部分为目的的非
法盗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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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
亚洲豹（Panthera pardus）面临着悄然灭绝的危机。此种群数量迅
速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非法盗猎，而盗猎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对其身
体部分的商业需求。不过，中国当局——中国是对豹制品需求的最大
来源——仍然允许合法商业性买卖含有豹骨的药品；新冠肺炎发生以
后颁布实施的野生动物贸易禁令不适用于中医药贸易。此政策刺激着
对豹骨产品的需求，将该需求合法化，同时妨害了其他部门对打击豹
制品非法贸易的努力。在本报告里，环境调查署 （EIA）曝光了有迹
象显示其在制造并销售含有豹骨成分的药品的24家中医药制造商。
豹是大型猫科动物中最有适应能力的物种。豹
种群在亚洲历史记录地区高达85%的消失率
表明了我们目前面临的严峻生物多样性危机1
。几个亚洲豹亚种的情况尤为严重。比如，华
南豹已从其94%的历史记录地区消失：它在
老挝、越南和新加坡已经灭绝，在柬埔寨和中
国濒近灭绝2。在中国，野生豹的全国数量在
2015年被估计为不到450头3。
以贩卖豹的身体部分为目的的非法盗猎是野生
豹数量在亚洲各地持续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之
一，推动此贸易的对豹骨的需求主要来自中国
消费者。豹骨的消费与虎骨的消费方法相似，
绝大部分是泡在酒里以制造所谓的药酒或者用
于生产中成药。
中医药有漫长使用豹骨的历史，此外，自从
1993年国务院发布公告禁止药用虎骨和犀牛
角后（该公告在2018年被废止），许多制药
商将豹骨用于生产传统上曾经含有虎骨的药
品。根据非法贸易者的自述，中国的消费者也
会非法地收购被卖家伪称为虎骨的豹骨。
尽管全国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在2020年2月因
为新冠肺炎疫情决议实行限制以食用为目的陆
生野生动物贸易，但是禁令不适用于包括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在内以中医药、展
饰品等为目的的贸易。
随着中国国内豹种群被推至濒临绝种，亚洲其
他地区的豹变成了走私分子的目标。在2000
年以来从非法贸易中被查获的5,332多头亚洲
豹当中4， 4,151头是在印度查获的5，即在同
期内被查获老虎数量的5.5倍。上述的数量包
括豹整体在内，即整体皮张、死体、标本或者
活体，单独查获的豹骨不被包括在统计内以排
除重复计算的可能。大多数非法贸易活动并不
会被发现或公布，所以被买卖的真实数字应该
要比这高得多。
另，被查获的豹皮数量远高于根据被查获豹骨
换算所得的个体数。例，在2014至2018年期
间，至少有516张豹皮在亚洲被查获6。根据非
政府组织和媒体报告，环境调查署只能确定亚
洲执法机构在同期查获了250.9公斤豹骨——
相当于大约32头豹的骨头7。尽管是最保守的
估计数字（部分查获豹骨的报告没有公开被查
4

获骨头的重量），这个差距依旧表明被查获豹
骨数量不能充分反映非法贸易的规模。
雪豹和云豹在世界保护自然联盟的《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里都被列为“易危”物种。其身体
部分的贸易也对这两个物种造成严重的威胁。
从2000年以来，执法部门查获的产品至少等
同301头雪豹和117头云豹8。而其他估算雪豹
贸易规模的报告9和在东南亚市场能看到的云
豹产品数量10都表明以其身体部分贸易为目的
的非法盗猎的实际规模更为严重。中医药典籍
中的“豹骨”并无针对物种的精确定义。“豹”这
个字代指的物种可以是豹、雪豹或者云豹，甚
至可能是美洲豹。在成药包装的英文成分表上
偶尔能看到“Os pardi”，即泛指“豹骨”的拉丁
语，但这个单词只见于贸易行业，并没有物种
分类学上的意义。

上左至右图：雪豹和云豹。这两个物
种都因其身体部分的贸易而受威胁。
中医药使用的名词“Os pardi”和“豹
骨”并没有物种分类学上的意义，可以
泛指豹、雪豹或者云豹。

右图：在中国被非法销售的豹骨

商业性贸易对豹属物种存活造成的威胁国际上
对此已有认同共识。自1975年以来豹、雪豹
和云豹一直被列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的附录一上，代表这些物种及其制品
的所有商业性国际贸易都是被严厉禁止的。
©EIAimage

这个国际贸易禁令是长期有效的，中国也颁布
了禁止猎杀中国仅存的野生豹的法令（这意
味着没有任何合法来源可补充库存）。但是
中国当局仍持续允许大规模商业性的豹骨药
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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豹骨制品合法市场的存在解除了群众对消费豹
骨的排斥，也给打击非法贸易的执法努力增加
了复杂性。中国有关当局对库存豹骨的数量和
来源等问题缺乏透明度，再加上亚洲各地的猖
獗盗猎和低乏的非法豹骨查获数量，都使人怀
疑中国国内合法贸易中的部分豹骨很可能来自
在国外被非法杀死的、走私入境的野生豹。如
果属实，这就违背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
虽然大部分中医师都不会使用豹属或任何其他
受威胁野生动物的制品，本报告旨在揭露一些
药业公司以及决策者们持续允许豹骨使用的的
行为，并强调这些行为加剧了亚洲大型猫科
动物面临的威胁更加严重损害了中医药的整
体形象。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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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早至1994年就已存在对中国中成药制药商使
用豹骨的报导11。在2007年，中国第一次向《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告知
政府在2006年3月发布的公告，内容规定“对
药品生产企业现有库存的豹骨，准许其继续使
用完毕”12。有关当局从未公开在2006年库存
豹骨的数量及其来源等信息。
此后，两次事件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一项
2016年发表的科学研究发现，一种在澳大利
亚购得、由北京同仁堂有限公司制造的药品含
有雪豹的基因片段，但该药品包装上的成分表
没有列明任何动物制品13。学者由此提出对非
法贸易含有豹骨的药品的担心。在2018年，
用于批量生产鸿茅药酒的豹骨的来源引发了大
量争议14。
环境调查署在2018年发表的简报陈述了以上
争议15。彼时，中国中央当局发下许可证，允
许内蒙古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收购1230.5
公斤豹骨——相当于大约150只豹——以用于
中成药生产。该许可证的批准似乎并没有经过
豹骨合法来源的证明。这些豹骨很有可能来自
在国外被非法盗猎的豹。
环境调查署在为2018简报蒐集资料的过程中
找到了至少31家药业公司在其网站上宣扬一
共36种成分表包括“豹骨”的药品。在2019年我
们再究豹骨制品贸易时，发现部分以前找到的
网站似乎已不复存在。在2019年8月至2020年
1月期间，根据在其网站上成分表包括豹骨的
药品或在网上觅得的允许含有豹骨制品贸易的
官方许可证的信息，环境调查署找到了由24
家药业公司宣传的一共31种豹骨制品。环境
调查署找到了有关其中6种药品的官方豹骨产
品制造及贸易许可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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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调查署在发布本报告前曾向上述的24家
公司反复致信以提供申辩权，却没有收到任
何回应。下面公布有关这些公司及其制品的
信息。

上图：在2008年，环境调查署的调查员探访了
四川千方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即2018年1230.5
公斤豹骨交易许可证上的卖方。当时，公司的人
员向调查员推销上面的一套新鲜云豹骨，将云豹
骨冒称为豹骨。这显示中医药对豹骨的需求已然
影响到其他物种。

公司名单中包括了中国最大的、在全球各地都
设有分公司的中医药制造商，以及获得欧洲、
美国投资基金投入资金的企业16。

右图：在中国，出售含有豹骨的中
医药品仍然合法。这些在2019年中
国的一家药店出售的药品当中，至
少有一家制药商官网上的成分表包
含‘豹骨’。

右一：在2019年中国一家药店非处
方出售的鸿茅药酒，可以在包装上
看到‘豹骨’二字（黑圈内的文字）

©EIAimage

©EIAimage

6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食骨在喉

7

将消费合法化：政府政策允许豹骨制品
贸易的途径

研究方法
因为中国国内豹骨制品贸易的实际规模仍无人
所知，环境调查署决定通过案头调研以尽可能
全面和有条理地探究该贸易。

右图： 环境调查署在中国制药商
官网上发现了至少36个药品的成分
表包含‘豹骨’（红圈内的文字）

本报告所详述的似乎包含豹骨的成药生产与销
售似乎都是在相关政府机构的充分了解和批准
之下所进行。

环境调查署通过使用关键词“豹骨” 在《中药百
科》17和《中医中药网》18等中医药网站搜寻
了成分表版本中可能含有豹骨的中成药清单。
很多时候，不同制药商制造一种中成药时使用
的成分会有不同：某一家企业的大活络丸成分
可能包括豹骨，另一家企业的成分表却不会包
括任何猫科动物制品（但可能包括龟背甲、蛇
等其他动物制品）。

中国现行关于野生动物保护和贸易的立法仍然
允许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商业性贸易，即使物
种属于最高级保护级别。《中华人民共和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第三章第二十七条允许 “因科
学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
或者其他特殊情况” 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21。相关机构似乎是
基于此条款批准企业商业性生产及销售使用国
家重点保护物种（包括豹在内）及其制品的中
成药和药酒。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该局现在名为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的数据库19查找特
定的中成药名称便可获取被批准生产此药的
企业清单。每一个生产批准都有由字母“Z”和
八个数字组成的独特文号。这个独特的批准
文号会印刷在由同一个企业生产的成药包装
上。我们查找并对照了每种可能会含有豹骨的
中成药从而得出了由476个企业/产品配对组成
的表格。
获得制造某种产品的批准并不意味着企业一定
会把产品投入生产，也并不是某种中成药每一
个版本的成分表都会列有豹骨。我们进一步搜
寻了表格上每一家企业的公司网站以进行确
认。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目标公司的网站。找
到了官方网站时也并非所有公司的官网都会列
有我们关注的产品，该产品的成分表，或在成
分表里列明豹骨。

中国在其向2019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第18届大会提交的一份文件中声
称，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2006年颁
发的《关于豹骨使用有关事宜的通知》，自
2006年1月1日起药品生产企业只可以使用现
有库存的、经国家林业局核准的豹骨生产药
品22 。有关部门至今未曾公开在2006年库存
的、经核准的豹骨数量。
2018年，有中国记者揭露鸿茅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根据《林护许准【2018】01237号》许
可证收购的1230.5千克豹骨是2010年才经国
家林业局核查和确认的。也就是说，有关当局
在2006年以后继续允许制造商大规模的收购
2006年库存以外的豹骨。 此情与中国政府在
几次《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大
会（最近是在2019年第18届大会）发表的声
明相悖23。

右图： 尽管有关当局似乎不能确定
豹骨来源的合法性，但中国国家林
业局还是在2018年向鸿茅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发布了这份许可证，允
许该公司收购1230.5千克豹骨以生
产中成药。

通过这个详尽的过程，环境调查署确认了36
种产品，每个产品在其生产商的官网上都有公
布列明豹骨的成分表。自我们开始蒐集资料以
来，部分企业网站似乎停止了运行。本报告只
罗列了在2019年8月仍然可在公开信息渠道可
见的企业网站和产品资料。

中国当局自2003年以来一直施行“专用标识“机
制，以核准并管理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的合法贸易。不只一家非政府组织几次揭露过
该专用标识机制实施的问题。举例，在2012
年中国商贩向环境调查署的调查员解说自己如
何非法地重复使用同一张‘专用标识’许可证来
出售不同的虎皮，表明现行机制给商贩创造
了‘洗白’来自非法来源的虎皮的机会。同期，
另一位商贩向环境调查署表示，即使自己得到
的只是买卖一张虎皮的许可证，他却会购入整
具老虎躯体然后非法地贩卖虎骨24。2018年的
新闻报导也揭露即使鸿茅药酒含有豹骨，在药
店里的鸿茅药酒包装却没有任何专用标识。此
外， 在官方网站或购物网上可以看到的成分
表含有豹骨的药品，它们的包装往往没有可见
的专用标识。如是种种，难免令人对该机制实
行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以及当局对豹骨制品贸易
的监督和管理产生怀疑。
因为现有研究指向新冠肺炎可能源于野生动物
贸易，全国人民代表常务委员会在2020年2月
通过了决定，限制野生动物贸易并禁止以食用
为目的买卖绝大部分野生动物物种及其制品。
不过，上述决定没有禁止药品、展饰品等非食
用目的的贸易。为了保障野生动物多样性保护
以及公众健康，2020年启动的修订《野生动
物保护法》过程为禁止所有受威胁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的贸易提供了良机。环境调查署已经提
供了对修订内容的详细建议25。

此外，环境调查署在第三方网站上20找到了另
外26种包装或者说明书上的成分表包含豹骨
的中成药。我们已经向不同海关机构以及世界
海关组织提供有关所有62种产品的信息，以
帮助海关辨别可能流入非法国际贸易的产品。
鉴于很可能会有其他制药商正在制造包含豹骨
的中成药而不在易寻网站提供成分表，环境调
查署至今找到的62种产品只代表中国国内贸
易里豹骨药品的最低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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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二：同仁大活络丸28

串起关联点：豹骨制品和政府许可证
产品的包装带有‘专用标识‘时，任何人皆可通
过将标识上的文号输入一个政府网站上的数据
库26里得到有关政府机构向制药商颁发的相应
许可证的信息。环境调查署找到了四家企业生
产的药品的文号，并通过将这些文号输入数据
库发现了有关国家林业局（现在名为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在2009至2016年期发布的相应许
可证的信息。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文号：Z11020090

专用标识上的信息：产品含有来野生(W)的豹骨

下图：tongrentanggf.com/product_sd.htm?id=275网页的截
图，包括产品介绍及成分表。红圈内的汉字为“豹骨”

相应许可证的信息：国家林业局在2009年向北京同仁堂股份
有限公司发的

企业名称：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北京
下属//附属公司位于澳大利亚、巴西、文莱、柬埔寨、杰克、德国、香港、印尼、意大利、澳门、马来西亚、荷兰、新西兰、
波兰、南非、新加坡、韩国、瑞典、瑞士、泰国、阿联酋、英国、美国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

产品一：壮骨药酒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文号：Z11020460

产品三：再造丸29

网页的截图，包括产品介绍及成分表。红圈
内的汉字为“豹骨”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文号：Z11020189

专用标识上的信息：产品含有来野生(W)的豹骨

下图：tongrentanggf.com/product_d.htm?id=31网页的截
图，包括产品介绍及成分表。红圈内的汉字为“豹骨”

相应许可证的信息：国家林业局在2011年向北京同仁堂股份
有限公司发的《林护许准[2011]2937号》

上图：在网上找到的药品图片，27当中可以看到野生动植物标记中心的专用
标识，明确该产品含有来自野生（”W”）的豹骨（“Os pardi”)
通过将专用标识上的文号【最上右图】输入政府官网上的数据库可以找到
有关相应许可证的信息【上右图】：国家林业局在2011年向北京同仁堂股
份有限公司发《: 林护许准[2011]29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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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四：健步强身丸

企业名称：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文号：Z11020137

产品名称：人参再造丸31

根据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研究人员在2012年在澳大利亚买到了这
个产品。基因鉴定发现产品含有雪豹的基因片段。30 虽然在澳大利亚出
售的产品其包装上的成分表没有列出任何动物制品，生产企业的中国官
网所显示的药品成分表却包括了豹骨。在没有特殊相关许可证的情况下
出口豹骨制品明确违背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规定。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文号：Z11020060 （注：不管下面
的两种包装不一样， 包装上的批准文号是同一的）
专用标识上的信息：产品含有来野生(W)的豹骨和Agkistrodon
薪蛇

右图：tongrentanggf.com/product_sd.htm?id=702网页的截图，包括产
品介绍及成分表。红圈内的汉字为“豹骨”

相应许可证的信息：国家林业局在2012年向北京同仁堂科技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制药厂发的《林护许准[2012]1153号》以
及2009年发的《林护许准[2009]2207号》

产品五：活络丸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文号：Z11020546
右图：tongrentanggf.com/mobile/product_sd.htm?id=615网
页的截图，包括产品介绍及成分表。红圈内的汉字为“豹骨”

企业名称：内蒙古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内蒙古凉城县。该公司生产并出售至少一种成分表列明豹骨的产品。2018年允许四川千方中药股份有限公司卖
出1230.5千克豹骨的许可证《林护许准【2018】01237号》也确定该公司为买方。.32

产品名称：鸿茅药酒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文号：Z15020795
专用标识上的信息：确定产品含有豹骨
相应许可证的信息：国家林业局在2016年向内蒙古鸿茅药
业股份公司发的《林护许准[2016]0795号》
右图：2019年在中国药店非处方部分出售的鸿茅药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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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一 角？ 政府机构在2017年以来下
批的允许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贸
易的许可证

企业名称：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吉林省柳河县

产品名称：人参再造丸33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文号：Z22024959
专用标识上的信息：产品含有来源不明(N)的豹骨和
Agkistrodon薪蛇
相应许可证的信息：国家林业局在2013年向吉林紫鑫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发的《林护许准[2013]451号》
上右图：http://www.jilinzixin.com.cn/products_
detail/&productId=42.html网页的截图，包括产品介绍及成分
表。红圈内的汉字为“
豹骨”

上述的允许豹骨制品出售的许可证例子只是环
境调查署能在网上找到相应‘专用标识‘高品质
图片的案例。因为中国有关机构对库存豹骨的
数量和来源一直缺乏透明度，所以目前没办法
确定国内豹骨制品贸易的实际规模。不过，根
据公开的关于允许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贸易许可证的有限信息推测，药业企业间贸易
的实际规模极可比目前已揭露的大得多。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一直以信息属于“企业机密”
为理由拒绝公开上述许可证所指的物种、数
量、目标等资料。

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2017年发布的公
告，豹类、大熊猫、朱鹮、虎、象类、金丝猴
类、长臂猿类、犀牛类、猩猩类和鸨类 共十
种（类）国家重点保护陆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出
售、收购和利用的许可证都需由中央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批准而非省级或以下部门。34这意味
着中央当局应该能监督这些物种库存制品的数
量和来源、有关贸易许可证的信息，并能据此
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
等其他各方提供有关的信息。公告所规定的“
豹类“乃是泛指，可以包括雪豹及云豹。

• 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1张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网站上的公开数据库35显
示，在2017年9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向药业企业发表了一共46张“出
售、收购、利用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的许可证。尽管公开的数据库不提供
这些许可证所指的物种、制品、数量或者目标
等信息，这些许可证都是中央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准批的而不是省级部门。这意味着许可证应
该与上述十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相关。

企业名称：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厂
公司总部位于天津

在上述许可证当中（详见附录二），至少有
12张被批予本报告揭露的有迹象在制造和出
售含有豹骨的药品的企业，包括：
•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4张

• 内蒙古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3张
•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
厂和天津中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达仁堂制药
厂：各1张
• 吉林一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1张
• 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张
在上述的46张许可证当中只有一张的全文在
网上可见，即允许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收购
1230.5千克豹骨的《林护许准【2018】01237
号》，因为中国记者在2018年公开了许可证
的全文。不过，仅46张许可证当中的一张就
允许了相当于大约150头豹的豹骨买卖：这应
引起对豹骨贸易的实际规模以及负责机关持续
拒绝公开至关重要信息的严重关注。

产品名称：大活络丸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文号：Z12020620 （注：虽然下面
的两种包装不一样， 包装上的批准文号是同一个）
上右图：http://www.darentang.com.cn/zhcn/product/
detail/78.html网页的截图，包括产品介绍及成分表。红圈内
的汉字为“豹骨”
该产品，我们在制药商官网上找到的成分表列明了豹骨，在
第三方网站也找到了在包装图片上可见的政府机构下批的‘专
用标识‘。该专用标识确定产品含有豹骨，不过，图片的解析
度不足以看到文号，所以本署未能搜索相应许可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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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很可能助长非法国际贸易
含有豹骨的药品在中国的国内贸易很明显可以影响到非法国
际贸易。上述在澳大利亚买到中国生产的含有雪豹基因片段
的中成药这个例子就表明了近年已有含有大型猫科动物成分
的药品被非法进出口，而中国的国内合法市场才能发生的正
是助长了这种非法贸易。
此外，环境调查署在2020年1月期间仅花了几个小时搜寻出售
中医药品的网站就发现了至少有八个网站出售本报告揭露的
产品。这些网站都声称能够把货品寄达在国外的买家。这些
电子商务平台的服务器似乎分布在中国以及波兰、俄罗斯等
其他国家。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禁止豹、雪豹和云豹及
其制品的任何国际商业性贸易，包括“容易识别的部分或者
制品”。CITES第9.6号决议（第16届大会修）也强调：“《公
约》用语 ‘易识别的部分或者制品’ 的定义包括任何其随附文
档、包装、标识、标签或者任何其他情况标示含有附录上的
动植物物种的部分或者制品“。.36
鉴于上述的定义，任何成分表包括豹骨的中成药或者任何带
着确定含有豹骨的专用标识的药品就是豹的制品，所以这类
物品的任何国际贸易都违背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

在2019年8月举行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第十八
届会议上，缔约国修改了《老虎及其他附录一上亚洲大型猫
科动物物种的保护和贸易》的CITES第12.5号决议。

此外，决议的第五条第一款建议：

该决议的第一条第三款现在呼吁：

“老虎或其他亚洲大型猫科动物及其制品的消费国家…应该与
传统医药社会和行业合作以发展并实施策略来逐步减少、最
后结束亚洲大型猫科动物及其制品的使用。”

“凡是领土内存在老虎或其他亚洲大型猫科动物及其制品合法
国内贸易从而影响到盗猎或者非法贸易的缔约国应采取一切
必要的立法、法规及执法措施，终止老虎和其他亚洲大型猫
科动物及其制品的国内贸易”。

国际社会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会议通过上
述文字的决议显示，传统医药行业持续使用亚洲大型猫科动
物及其制品以及这些制品的国内合法贸易不再是可接受的现
象。中国政府有义务将实施上述决议列为紧急事项。

上图：在2019年，《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18届缔约方
大会通过了决定，恳请各国禁止包
括豹在内的亚洲大型猫科动物制品
的国内贸易。

上图： 亚洲的豹子正从野外消逝，
暗暗流入由资产企业的贪欲支持
的市场中。环境调查署呼吁投资者
和国际商务平台审查合作对象的经
营内容，与这贸易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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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制药商官网上的成分表包含”豹骨”的其他产品

建议
中国政府应该：

这些企业的投资者应该：

• 禁止所有大型猫科动物及其制品包括来自人工繁育个体的制品
在内任何类型（包括药用）的贸易。* 例如在中国举办的《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15届大会以前发表新的国务院通知，或者通过
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以禁止所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
因其制品贸易而受威胁的非本地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贸易。

• 要求企业承诺并实施终止使用和销售含有豹等其他因贸易而受
威胁的野生动物的制品，否则撤回投资

• 在因为司法过程需要必须库存的期限过后，销毁国家和私有的
大型猫科动物死体和制品
• 修订管理人工繁育大型猫科动物的法规以将许可局限于国际认
可的以物种保护为目标的繁殖计划，禁止所有商业性繁育

企业名称
云南腾药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
云南省腾冲

产品名称

官网上的图片

大活络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三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 审查名下的投资组合以确定没有对任何可能使用或销售因贸易
而受威胁野生动物的制品的企业投资
• 公告撤资任何使用豹骨或其他因贸易受威胁野生动物的产品的
企业

参茸壮骨丸

国内外的中医药企业、学者协会应该：

• 广泛地宣传新政策，并与中医药业界领导人士合作发展有科据
的行为改变项目以减少中医药对受威胁野生动物的需求

• 发表公告拒绝使用豹骨及其他因贸易而受威胁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传达这种使用的非必须性及其对中医药的国际形象和发展
的危害

本报告曝光的企业应该：

• 呼吁仍然在使用受威胁野生动物制品的企业和执业者终止使用
这些制品

人参再造丸

• 立即终止生产和销售含有豹骨的产品
• 修订这些中成药的药方，以来自可持续来源的植物来替代豹骨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国应该：

• 发表公告承诺不再使用任何因贸易而受威胁的物种及其制品

• 在2020年10月举办的第73届常委会会议上恳请中国提供关于
实施CITES第12.5号决议（第18届大会修）以及禁止亚洲大型
猫科动物及其制品的国内贸易的情况

江西药都樟树制药有限公司

江西省樟树

大活络胶囊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两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世界卫生组织应该：

大活络丸

• 暂时撤销《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对中医药诊断
的认可直至中国政府承诺终止现中医药对因贸易而受威胁的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使用，因为现行的认可有可能会被理解为对
中医药包括其对受威胁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使用的完全认可

吉林省东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东丰县

人参再造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 向国务院在1993年颁布的虎骨和犀牛角贸易禁令（不幸已被废止）看齐，新的国务

安徽安科余良卿药业有限公司

安徽省安庆

麝香壮骨膏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院通知应该重新禁止包括来自人工繁育个体的犀牛角的贸易及使用。相关法律及政策
的修订也应禁止其他因贸易而受威胁物种及其制品的贸易，如大象、穿山甲和熊

北京宝树堂科技药业有限公司

北京

再造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天强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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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柳河县

人参再造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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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东芝堂药业(安徽)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位于
安徽省淮南

产品名称

官网上的图片

企业名称
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回生再造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
分表包含”豹骨”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药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广州

公司总部位于
江苏省南京

产品名称

官网上的图片

大活络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大活络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
分表包含”豹骨”

山东中健康桥制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临沂

腰腿痛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吉林龙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柳河县

人参再造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
分表包含”豹骨”

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

人参再造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锦州汉宝药业有限公司

辽宁省锦州

腰腿痛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
分表包含”豹骨”

国药集团中联药业有限公司

湖北省武汉

大活络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

健步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
分表包含”豹骨”

滕州锐志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东方人药业有限公司

辽宁省本溪

山东省滕州

正骨膏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腰腿痛丸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
分表包含”豹骨”

浙江鼎泰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一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四平

人参再造丸

麝香壮骨膏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分表
包含”豹骨”

在2019年，企业官网上一个产品的成
分表包含”豹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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