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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在《随花而逝——新疆雪莲贸易调查报告》基础上展开，对国内最大的网购平台淘宝
网（www.taobao.com）和天猫商城（www.tmall.com）上新疆雪莲的销售情况进行调查和分
析。报告目的在于收集网上雪莲贸易资料，为更好保护野生雪莲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调查
以淘宝网和天猫商城上原株雪莲商品销售量最高的前 20 位商家为调查对象，通过店铺资料
收集分析和在线暗访，如实记录野生雪莲的网上贸易现况。调查主体为新疆野生雪莲。

调查背景
雪莲的生态价值
雪莲（雪莲花）
，又名“雪荷花”
，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植物，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一级）。在我国，雪莲主要
分布在新疆、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一带，常见于新疆天山南北坡、
阿尔泰山及昆仑山海拔 3000 米以上雪线附近的高寒冰碛地带的
悬崖峭壁上。雪莲生长在高原积雪的严酷环境下，具有发芽率低、
生长周期慢等特点。通常，一株雪莲从发芽到开花需要至少五年
时间，每株雪莲结种约 1000 粒，其中仅 5%能够飘落到合适的土
壤生根发芽。

图 1：雪莲资料图片

雪莲生存现状
新疆天山雪莲的零成本和大批量采集出售形成的高利润，使得新疆地区盗采雪莲现象屡禁不
止。大片雪莲被连根拔起。花朵被采后，雪莲无法完成传播种子的使命，对整个雪莲种群的
生存造成毁灭性打击。不仅如此，许多雪莲幼苗也被连根拔起，这种“赶尽杀绝”的滥采成
为雪莲生存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
全球气候暖化是制约野生雪莲生长的另一个因素。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加速融化，雪线上升，
雪莲生存环境不断缩小。目前在天山海拔 3000 米以下的高度已经基本看不到野生雪莲。
有几组数据资料很好地描述了过度开采和气候变化背景下，天山雪莲的生存现状：


二十世纪 60 年代，天山海拔 1800 米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雪莲，全疆雪莲面积大约为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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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亩，可用“遍地皆是”来形容。然而现在，天山雪线 3000 米之下雪莲根本无迹可寻，
全疆雪莲面积也不足 1000 亩 2。五十年间雪莲的生长面积缩小了 5 万倍，只为原生态
盛况时的 0.002%。

1988 年新疆拥有雪莲资源 2830 多万株，而现在的可
采集量仅为 300 万株 3。

仅新疆哈密地区，2004 年查获非法采集销售的雪莲
就达 1 万株；2005 年上升到 1.5 万株；2007 年超过 3 万
株；2009 年查获的盗挖雪莲数量更是达到了 4 万多株 4。

雪莲保护相关法规
图 2：淘宝和天猫上贩卖的雪莲多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对雪莲的保护
进行了以下规定 5：
法凭证的简易包装整株雪莲

第十六条：„„采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
经采集地的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签署意
见后，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
集证。
直接从牧民手中收购而来、缺乏合



第十八条„„出售、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批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对于这一地方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做了以下规定 6：

第十六条：采集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取得采集证。限制采集
自治区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因科学研究、人工培育或者文化交流等需要的可以采集。


第十七条：采集自治区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用于人工培育的，还应当提交培育基地规模、
技术力量等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相关背景材料；用于科学研究、文化交流等其他用途的，
还应当提交相关背景材料。



第二十一条：出售、收购自治区一级保护野生植物，应当向自治区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

雪莲合法采集和出售程序
出于对这一珍稀物种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
物保护条例》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野生植物保护条
例》对野生雪莲的采集进行了限制 5,6。采集野生雪莲
必须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申请采集证；另一方面，雪莲
的出售和收购也必须取得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机构批准。也就
是说，野生雪莲不管在采集环节，还是出售/收购环节，

图 3：本次调查的 14 家网上店铺中，只有 1 家
出具了《野生植物收购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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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必须“持证上岗”。原则上，雪莲采集时要求留根，且不能采挖过小的雪莲 7。对未取得
采集证或者未按照采集证的规定采集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由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
处没收违法所得。
野生天山雪莲的采集必须向主管部门新疆畜牧厅草原监理站申请采集许可证，采集证以公司
名义办理，出售和收购环节也必须经过许可。在乌鲁木齐，对于合法采集销售的野生雪莲，
草原监理总站会发放“草原监理”标志，其作用是对收购企业进行数量上的监管，现在，每
年批准的雪莲数量在 50 万株左右 8。
“草原监理”防伪标识为椭圆形绿色标签，上面印有银
白色三叶草和“草原监理”标识。

雪莲药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录：天山野生雪莲具有散寒除湿、活血通经、强筋助阳、抗炎镇
痛、收缩子宫等功效 9。雪莲种类繁多，如水母雪莲、毛头雪莲，绵头雪莲等。受市场利益
驱动，不少商家不遗余力夸大雪莲的功效，凡是雪莲，全部视为灵丹妙药，消费者受到鼓吹，
盲目购买时，往往会忽视某些品种的雪莲具有毒性，例如天山雪莲中的大苞雪莲就含有毒性，
服用时需严格限制剂量，否则会有中毒的危险。与此同时，天山雪莲促进子宫收缩，孕妇误
服会导致流产，肝、肾疾病者服用雪莲同样需要谨慎 10。临床上，中医界很少会为患者开具
天山雪莲的处方，以讹传讹，把天山雪莲视为武侠小说中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盲目服用、
过量服用，即不可取，也是在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淘宝网和天猫商城雪莲贸易调查
调查时间：2012 年 9 月
每年 7 月和 8 月是新疆天山雪莲盛开的季节，也是盗采分子猖狂活动之时。一匹马，一把铲
子，几个麻袋，就是所需的全部成本。有时一个盗采者上山一次，可以铲回近千株雪莲。
调查选取 9 月进行，能够真实地反映雪莲贸
易状况。

调查网站：淘宝网（www.taobao.com）、
天猫商城（www.tmall.com）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最广为人知的购物平台，
淘宝网和天猫商城聚集了全国各省市的商
家，电子贸易比较成熟，商家信息也较为可
靠。

图 4：淘宝上出售的野生带根雪莲

调查方法及对象：

登陆淘宝网站首页，键入关键词“新疆雪莲”进行搜索，共出现 2514 件相关商品，其中 1225
件雪莲产品为传统滋补营养品分类下的新资源食品，1289 件雪莲产品为有机食品分类下的
有机滋补品。按照雪莲产品销售量从高到低，本调查选取了网站上雪莲总销售量最高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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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种商品进行调查。

淘宝网和天猫商城雪莲贸易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的 14 家店铺中，除 1 家店铺具备《野生植物收购许可证》
，其余 13 家店铺所售新
疆天山雪莲皆为非法采集/收购而来的雪莲。
1. 本次调查涉及的 14 家店铺 20 种雪莲商品全部自称“100%野生天山雪莲”
，全株带茎叶、
部分带根，产地都在新疆。商品均为简易包装，无认证标志。
2. 销量最高的前 20 种雪莲商品价格在 25 元/500 克 ~ 4285.71 元/500 克不等，单件商品净
含量在 15 克~1600 克（即每件商品含 1 株至多株雪莲不等），月销量总计达 2015 件。
3. 调查的 20 件雪莲商品中，15 件为带根雪莲；5 件为不带根雪莲。14 家被调查店铺中，9
家出售带根雪莲，占 64%，5 家销售产品为不带根雪莲，占 36%。
4. 合法雪莲采集程序要求采集雪莲时必须避免采集过小的植株，同时留根，不少商家清楚
知道这一点。由此判断，淘宝店铺/天猫商城上出售的雪莲商品中，75%为非法采集/收购所
得。
5. 被调查的 14 家店铺中，13 家未能出示野生雪莲的采集证与收购证，只有 1 家持有效《野
生植物收购许可证》
，具备合法收购收购雪莲资格。然而该店铺同时也销售带根雪莲，疑为
同时销售合法和非法采集的雪莲。
6. 14 家店铺出售的雪莲商品
上，都不具备“草原监理”防
伪标识，更有商家明确表示
“申请证书要付费又麻烦，都
是直接从牧民手里买来的。
”

图 5：礼亲堂旗舰店（天猫商城）出售的无凭证新疆野生天山雪莲商品月销量
达 340 件，截止 2012 年 9 月累积销量达 2595 件

7. 被调查的 2 家天猫商城坚
称“淘宝天猫商城上架的所有
宝贝都是要鉴定报告书的，品
质有保证”，却未能出具任何
雪莲采集证、收购证或草原监
理标识。其中，礼亲堂旗舰店
（天猫商城）新疆野生天山雪

莲商品累积销量达 2595 件。
8.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每年有近 2 万株非法采集的雪莲经由淘宝店铺和天猫商城售出，占
年批准雪莲采集数的 4%，相当于 2009 年新疆哈密地区查获盗挖雪莲数量的一半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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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网上雪莲贸易
《淘宝规则》11 和《tmall.com(天猫)分则》12 中对店
铺行为作出了规定：


“用户应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等规范性文件。对任何涉嫌违反国家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本规
则已有规定的，适用本规则；本规则尚无规定
的，淘宝有权酌情处理。但淘宝对用户的处理
不免除其应尽的法律责任。
”

图 6：淘宝和天猫出售的带根野生天山雪莲

网购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购物方式，为保护新疆雪莲，避免非法网络销售给野生雪莲种群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呼吁：


淘宝网（www.taobao.com）以及天猫商城（www.tmall.com）切实执行《淘宝规则》和
《tmall.com(天猫)分则》
，对在淘宝和天猫出售野生雪莲的店铺进行资质核查，对无法
出具雪莲采集证、收购证或草原监理标识的淘宝卖家和天猫商城依照《淘宝规则》和
《tmall.com(天猫)分则》中的条款进行违规处理和店铺整治。



通过消费者举报信息，定期清查淘宝网和天猫商城出售的雪莲商品，对无合法证件的雪
莲商品进行撤柜处理。

本报告同时递交给阿里巴巴集团社会责任部。
联系人：赵星敏（雪联盟总协调人）renate.zhao@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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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 调查的 14 家店铺及 20 种雪莲商品详情
调 查

淘宝店铺名

商品名

月销量

总销量

编号
1

价格

商品净含量

(元/500 克)

(克)

是否带根

是否有采集证

产品备注

/收购证

西域莱客：新疆特产批发

新疆天山野生雪莲花

512

534

456.00

25

带根

有收购许可证

野生天山雪莲

零售超市

新疆特产天山野生雪莲花全

52

--

98.75

800

带根

有收购许可证

野生雪莲

7

--

25.00

1600

带根

有收购许可证

野生

340

2595

950.00

20

不带根

无

野生、大朵、野生环境

株精品礼盒
天山野生雪莲花天山四宝礼
盒通经壮阳加料实惠装
2

礼亲堂旗舰店（天猫商

新疆野生天山雪莲

城）
3

养真参号

自然生长
新疆野生天山雪莲花

268

--

681.59

22

不带根

无

朵大杆小、只卖天山野
生雪莲，不卖人工种植
的

4

上海实体店春之来

上海实体店新疆天山雪莲花

121

--

250.00

20

不带根

无

整枝、带根

101

--

750.00

30

带根

无

4000 米、特级、整枝带

整枝
5

好味新疆特产

整枝新疆野生天山雪莲花

根野生雪莲
海拔 4000 米整枝新疆野生

98

--

745.00

20

带根

无

天山雪莲花
海拔 4000 米特级整枝新疆

根野生雪莲
40

--

1112.50

40

带根

无

野生天山雪莲花
6

库尔勒鑫鑫干果店

新货新疆特产野生天山雪莲

4000 米、特级、整枝带
4000 米、特级、整枝带
根野生雪莲

79

--

625.00

20

带根

无

2012 年的新雪莲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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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

海拔也越来越高了、花
的药效更好了、天山海
拔 3000 米以上

7

香多多

新疆特产野生天山雪莲花

75

--

593.75

16

带根

无

野生、海拔 4000 米 8
年野生、带根

新疆特产海拔 4 千米 14 年野

31

--

1000.00

23

带根

无

生天山雪莲花
新疆特产野生天山雪莲花风

色花芯
9

--

603.17

63

带根

无

湿痛经关节中药批发价
8

丝路亚心：新疆亚心团购

刚进货，高海拔的绿白

刚进货，高海拔的绿白
色花芯

新疆天山雪莲花

75

--

680.00

15

不带根

无

野生

新疆野生天山雪莲花 带根

50

--

1200.00

15

带根

无

天 山 雪 线 以 上生 长 三

批发店
9

好佳香新疆特产

年以上、新一季野生雪
莲到货，野生，带根
10

金戈壁：新疆特产直营店

新疆特级野生天山雪莲带根

43

--

416.67

30

带根

无

纯正野生、带根

11

迅彩食品专营店（天猫商

新疆野生天山雪莲花

35

--

681.82

22

不带根

无

只卖天山野生雪莲、部

城）
12

雪域藏地缘

分带根
新疆特产特级野生天山雪莲

27

--

800.00

20

带根

无

特级野生

花
13

爱眼久久

精品野生雪莲花全草

26

--

4285.71

35

带根

无

精品野生雪莲花、全草

14

妞妞的新疆特产专卖

新疆天山雪莲野生雪莲花

26

--

450.00

30

带根

无

从 当 地 哈 萨 克牧 民 一
手收购，保证天山野生
雪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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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家店铺淘宝网/天猫商城网址链接：
1. 西域莱客：新疆特产批发零售超市
http://shop65375445.taobao.com/?spm=2013.1.3.1.fc8a46
2. 礼亲堂旗舰店（天猫商城）
http://liqintang.tmall.com/shop/view_shop.htm?spm=a220o.1000855.3.1.eae197
3. 养真参号
http://shop62185982.taobao.com/?spm=2013.1.4432477.1.79ecd3
4. 上海实体店春之来
http://shop34690819.taobao.com/?spm=2013.1.3150981.1.c732f1
5. 好味新疆特产
http://hwxjtc.taobao.com/?spm=2013.1.2.1.ddc2ef
6. 库尔勒鑫鑫干果店
http://lx2193352.taobao.com/?spm=2013.1.2.1.39eb7b
7. 香多多
http://shop67103503.taobao.com/?spm=2013.1.7410134.1.bb40d4
8. 丝路亚心：新疆亚心团购批发店
http://shop35351953.taobao.com/?spm=2013.1.6881479.1.1a8897
9. 好佳香新疆特产
http://haojiaxiang.taobao.com/?spm=2013.1.6269309.1.b0043b
10. 金戈壁：新疆特产直营店
http://shop34620038.taobao.com/?spm=2013.1.2967675.1.ac3899
11. 迅彩食品专营店（天猫商城）
http://xuncaisp.tmall.com/?spm=a220o.1000855.2.1.146287
12. 雪域藏地缘
http://xueyuzangdi.taobao.com/?spm=2013.1.2.3.54ca9f
13. 爱眼久久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6475463337&ali_trackid=2:mm_14507416_2297358_893
5934:1347417464_3k8_287073683
14. 妞妞的新疆特产专卖
http://xinjiangniuniu.taobao.com/?spm=2013.1.1000126.21.39f7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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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暗访出售雪莲的淘宝/天猫店铺对话记录
“一个证书的好多万，我们都是偷买来的，没证书，雪莲便宜得很，没有人会给你证书，你
拿钱我也给你弄不了，很麻烦”
“这个在哪里都没有证书的”
“带标签的才不是野生的呢，野生都是没标签的，野生的就是 1 只雪莲，有的套个袋子，其
他什么也没有的”
“保证是野生正品，绝对保证质量，支持鉴定”
“这种雪里面冻的花蕊发绿白，像雪的颜色的，不是那种一般的黄色的花瓣，海拔高的问题”
“淘宝天猫商城：淘宝天猫商城上架的所有宝贝都是要鉴定报告书的，品质有保证放心购买”
“我们是那边直接进货，所以就没有这些证明了，但是货肯定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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