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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全世界野生虎有效种群的成年虎的数量不足2500只，虎正面临灭绝的危险。虎生

存的主要威胁来自于虎骨的非法贸易，用于生产传统医药或滋补品，近年来虎皮服饰引起

的非法贸易也渐成威胁虎生存的重要因素。随着野生虎的减少，目前非法贸易的压力也已

经转移到其它大型亚洲猫科动物身上，如豹、雪豹、云豹。中国是这类产品全球非法贸易

的最大消费者。

1993年起, 中国政府全面禁止了虎制品的贸易，是保护野生虎的重要关键。中国政府积

极的, 长期坚持的保护政策, 并通过有效的执法行动和全面的老虎保护意识教育来保护野生

老虎的精神应该得到推崇。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本次调查表明，中国国内虎骨的非法贸易已不多见，在调

查的26个城市的663家中药店和商铺中，仅有3%的药店和商铺声称有虎骨供应。值得注意

的是，在调查的中药店中, 有64%的销售人员主动告知调查人员, 国家禁止虎产品的销售, 虎

产品贸易是非法行为, 显示从业人员有很强的保护意识。这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市

场调查相比，1993年颁布的这一禁贸法规成效很大，大幅减少了虎产品的生产、贸易和消

费使用。在中药业中，中国实施的虎骨贸易禁令起到了预期的目的。

但是近五年来, 在虎骨贸易禁令出现成效的同时，却出现了新的非法虎豹皮贸易市

场，尤其是在中国的西藏地区。据调查，在藏区的城镇中，如拉萨、那曲等地约3%的藏民

声称他们拥有虎皮服饰. 尽管他们大多数人知道国家禁止虎皮的贸易。

针对这种现象, 2005年, 中国政府和其它有关组织开展了环保意识宣传活动，让公众了

解野生虎的濒危状况，并宣传国家为了保护老虎而制定了禁止虎皮贸易的法规。根据我们

多次市场调查的对比，尽管还有些商铺在继续出售虎皮装饰的服装，在公众意识宣传后，

销售和使用虎皮服饰均有下降的趋势。以严格执法作为后盾，公众教育, 是一个非常有用

的方法，可以树立保护意识，改变消费行为，大大减少虎皮的非法贸易。

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境内查获的虎豹产品数量远多于其它虎豹分布国。这在反映中

国政府的执法严格和成效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国内仍有很大的虎豹产品需求市场，虽然

研究表明，虎豹市场正在萎缩中。因此，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加强执法力度，才能使非法贸

易继续下降。

调查表明，中国的老虎禁贸法规已有效地遏制了虎产品的消费，尤其是虎制药品。但

目前非法贸易对虎的生存仍是严峻的威胁, 如果重开老虎制品贸易市场，中国为保护老虎

而禁止虎产品贸易的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最近, 部分养虎业者, 要求政府放宽贸易禁令，

允许圈养虎制的中药的国内贸易。

重开老虎市场的建议是非常危险的, 会大大增加野外老虎灭绝的危险。根据目前国

际流行的, 被大家所接受的保护预警原则，一项已证明效果良好的贸易禁令，不应随便改

变，除非有强有力的、科学的证据证明新的政策更能增进老虎的保护, 否则原有政策就不

应改变。另一方面，现有证据证明贸易禁令有助于保护野生虎的生存，而且即使有替代资

源（如圈养虎）供应的情况下，非法野生虎贸易也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另外, 虎制品禁贸

多年来, 在中国各方努力下，已有多种有效的虎骨替代品，虎产品的禁贸令并没有影响到

全民的医疗保健。解除中国虎制品贸易禁令的讨论，基本上只是关系到少数富有的老虎繁

殖业者的经济利益。中国大量繁殖的老虎，对老虎保护来说并没什么关联，尤其是老虎繁

殖中心并没有合理可行的老虎野化放归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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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用置疑, 在中国禁止虎产品贸易、放弃虎制药品，无论在经济上还是传统文化上，

中国已经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多年来, 为了保护老虎, 中国政府在实施贸易禁令, 有效执法, 
公众教育, 支持在中医药中使用替代品的研究以及判处违法者方面有出色的贡献，所有这

些都证明中国是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起领导作用。特别是在一

个有着悠久的虎制品传统市场，且市场需求量大到造成国内与邻国的野生虎面临灭绝边缘

的国家中特别的不容易。如果现在放弃这个贸易禁令, 那么这些成果就会遭到国际社会的

质疑而付之东流。

中国虎产品贸易禁令也充分履行了CITES的各项决议，贸易禁令也与邻国和其它虎分

布国和过去其它消费国的保护政策相一致的。很清楚, 这一政策有效地保护了野生虎，并

遏制了虎及其它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的非法贸易。中国的虎产品贸易禁令为其他国家树立了

典范， 成为其他国家仿效的榜样， 因此， 中国政府应该继续严格禁止虎产品的贸易，拒

绝削弱此禁令的任何要求。

调查表明，目前虎的非法贸易仍是严峻的问题，而且由于非法贸易错综复杂，虽然过

去中国在打击非法贸易市场非常成功，但新的市场和贸易链条仍在不断兴起，只要有需求

存在， 打击非法贸易的行动就一天也不能放松。因此，我们建议中国政府应该继续加强执

法力度，打击虎及其它大型猫科动物的非法贸易，尤其应该加大对中国西部地区的非法虎

皮贸易的打击。

圈养虎剥夺了野生老虎保护所需的资源，且鼓励继续消费虎制品。因此我们建议老虎

繁殖计划需与国际虎保护计划结合，停止虎的大规模繁育，销毁人工圈养场的老虎尸体库

存，以免流入市场。

调查证明公众保护意识的教育对老虎的保护十分有效。通过公众教育, 中国在过去的

15年内有效地减少了虎产品在传统医药中的使用。 最近两年与非法虎皮贸易的斗争中, 通

过公众教育也促使虎皮贸易的迅速下降。因此我们建议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公众教

育，向公众重申禁止虎类制品的贸易，提高公众保护老虎的意识。



注释：

潜在栖息地是指通过对人造卫星拍摄的地表覆盖图像进行修改，剔除受人类高度影响地区后的结构化栖息地。人类影响（人类影

响指数，缩写为HII）根据人类种群、土地使用和发电基础设施数据集的加权和计算得出。全球土地面积以每1平方公里为单位进

行人类影响指数评分，范围是1－72分，72分时人类影响指数最大（Sanderson等，2006年）。在本图的分析中，凡是人类影响指数

得分>15分的单位土地面积均被扣除。此外，图中所示的栖息地可能不适宜于老虎野化放归，因为这些森林的大部分地区属于人

造森林，缺乏野生猎物。根据世界保护区委员会（WCPA）2006年的保护区数据库，本分布图还同时标示了老虎调查点周边200公
里范围内的保护区。

1TAMING THE TIGER TRADE: China’s markets for wild and captive tiger products since the 1993 domestic trade ban

INTRODUCTION

In 2004, Animal Planet, an American cable TV channel with international distribution, asked viewers

to nominate their species of choice for a contest to determine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animal. The

response, from 73 countries: the Tiger Panthera tigris is number one (Ellis, 2005). Yet this most-

admired animal is classified as Endangered on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with an

effective population size of fewer than 2,500 mature breeding individuals (Cat Specialist Group,

2002). A recent global assessment found that the Tiger now occupies just seven per cent of its

historic range, with much of that range having been lost in China (Figure 1). The small known

populations that remain in the north-east of China are considered the most threatened in the world

(Sanderson et al., 2006).

Figure 1

Historic and current range of the Tiger, Panthera tigris, in China

Note:
Potential habitat is defined as structural habitat as obtained from satellite-based land cover imagery, modified to exclude
areas under high human impact. Human impact was calculated from the weighted sum of human population, land use
and power infrastructure datasets (Human Impact Index, or HII). Each 1 km2 pixel throughout the globe’s land area is
scored from 1 to 72, with 72 the highest (Sanderson et al., 2006). For this analysis, all pixels with HII scores >15 were
excluded. Still, the habitat shown may not be appropriate for reintroduction of Tigers because much of the forest shown
is man-made and lacks wild prey. Protected areas within 200 km of a Tiger survey point are shown, from the 2006
WCPA Protected Areas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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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2004年，面向国际转播的美国有线电视频道“动物星球”，组织了一场世界上最受人

们欢迎的动物评选，由电视观众们推荐自己最喜爱的物种参赛。来自73个国家的答案把

老虎（学名Panthera tigris）排在第一位（Ellis，2005）。然而，这种最受人们青睐的动物

却被归类为濒危物种，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皮书》，其有效种群的规

模很小，成年老虎数量不足2500只（猫科动物专家组，2002）。最近一次全球评估发现，

老虎目前分布领域仅有其历史上分布范围的7%，其在中国的大部分分布领域正在逐渐丧

失（图1）。在中国东北地区依然幸存的已知种群被认为是世界上受到威胁最严重的种群

（Sanderson等，2006）。

图1.  老虎（Panthera tigris）过去和目前在中国的分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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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虎陷入濒危境地的过程中，尽管栖息地丧失和猎物数量下降也有责任，但人们一

直认为其首要原因是中国使用虎骨入药的传统（Mills和Jackson，1994；Nowell，2000）。

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和其它国家已经加强了国际和国内贸易禁令，同时大规模开展

老虎保护工作。在有些地方，这些努力已经有助于保护老虎种群（Gratwicke等，2006；

Sanderson等，2006）。但是也有人主张需要采用新的途径，进一步地减少野生虎的偷猎压

力（Mitra，2006a）。中国政府目前正在考虑立法批准国内圈养虎药物贸易（中国政府，

2006a，2007）。本报告为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对中国长期执行的贸易禁令效果进行

的研究结果，旨在帮助中国政府评估任何政策变化对野生虎可能产生的影响。国际野生物

贸易研究委员会也对最近被确定为造成邻国大型猫科动物种群重大威胁的西藏非法虎豹皮

贸易市场进行了研究。

本综述既涉及野生虎种群，也涉及圈养虎种群，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过去老虎贸易的背

景。

中国的老虎贸易和野生种群

据《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Wang，1998），历史上，中国曾有5个老虎亚种（Ma，

1998），他们分布是：

      华南虎（学名：Panthera tigris amoyensis），是中国特有的亚种，分布在中国中南

部亚热带山区；

      东北虎（学名：Panthera tigris altaica），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

      孟加拉国虎（学名：Panthera tigris tigris），分布在西藏东南和云南北部地区；

      印度支那虎（学名：Panthera tigris corbetti），分布在西双版纳和中国西南地区；

      里海老虎（学名：Panthera tigris virgata），分布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上个世纪20年代，分布在新疆地区的老虎消失了（Ma，1998）。在50年代，华南虎种

群估计超过4000只（Lu和Sheng，1986）。依据一些资料（如村民报告和老虎足迹）推测，

现在，也许还有少数几只野生华南虎幸存（Deng和Wang，2001；Liu等，2002；Liu和Peng，

2005），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华南虎已经是功能上的灭绝，能繁衍生息的种群已经不复存在

了（Anon，2002a；Huang等，2003；Breitenmoser等，2006；Sanderson等，2006）。对分布

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孟加拉国虎和印度支那虎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尽管也许还会有少量

的老虎依然存在，但已经找不到了有关其野外繁殖的确定性证据（Zhang等，2002；Zhang
和Su，2005；Sanderson等，2006）。虽然在东北地区，东北虎已经丧失其大部分历史上的

活动领地（Ma，1998），但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东部地区，仍有大约20只老虎幸存下来

（Zhang等，2005；Yu等，2000；Li等，2001；Liu，2005；Sun，2005）。对于中国东北虎

种群来说，能与种群量大得多的俄罗斯虎群的连通，是维持东北虎种群生存的重要关键。

为了能从俄罗斯老虎种群得到补充，目前正在实施一些保护工作，通过建立保护区和跨境

栖息地走廊，提高栖息地的供养能力和猎物的供给量（Miquelle，2000；Zhang等，2005；

Sanderson等，2006）。

在相对说来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就从一个老虎最多的分布国变成了一个老虎最

少的分布国。除了人口众多这个因素以外，栖息地丧失和片断化，以及野生猎物数量的枯

竭，都是促使老虎数量锐减的主要因素（Ma，1998）。但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中，

老虎还被视为害兽，遭受大量猎杀，政府以奖励金收购虎皮和虎骨（Lu和Sheng，1986）。

后来中国废除了这个政策。自1979年开始，老虎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受到保护，禁止猎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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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北虎亚种进行保护甚至还要更早，从1962年开始。Lu和Sheng，1986）。1981年，中

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取代了此前的保护性条例，并于1989年开始生效（中国政府，1988）。老虎

被列为一级保护动物，使得这个物种受到了最高层次的保护，禁止猎杀、销售、购买和使

用老虎及老虎产品。国家林业局是负责实施这个法律的主要机构，但执法工作则由公安机

关和海关部门负责。

尽管受到法律保护，但中国老虎数量锐减还有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用虎骨和老虎器

官生产中药。中药有其历史根源，目前仍然广泛地采用，甚至比所谓的西药还要普遍。最

传统的虎制药是干燥、炒过的虎骨，经研磨成细粉，取少量，同药剂师和医生开出的各种

传统处方中其它成份混合调制。但是工厂技术已经使中药生产现代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

前半期时，制造虎骨药和保健滋补品的公司已经超过了200家（Li和Zhang，1997）。这些产

品形式多样，有虎骨丸、虎骨膏、虎骨胶和虎骨酒等。据一位产业代表估计，当时，老虎

药业的年经济价值达到1亿元人民币（1240万美元）（Jenkins，2006）。

图2.  在1993年贸易禁令以前，中国生产多种品牌虎骨膏。

本图是一种虎骨膏品牌
3TAMING THE TIGER TRADE: China’s markets for wild and captive tiger products since the 1993 domestic trade ban

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of time, China went from one of the range States with the most Tigers to

the range State with the least. With its large human population, habitat loss and fragmentation are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s, along with depletion of the Tiger’s wild prey base (Ma, 1998). But

Tigers were also intensively hunted in the 1950 to 1960s as pests, and a bounty was paid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ir skins and bones (Lu and Sheng, 1986). This policy was later rescinded, and

the Tiger protected from hunting in China since 1979 as a Category I protected species (this protection

having been extended even earlier, in 1962, to the Amur Tiger subspecies: Lu and Sheng, 1986).

China acceded to CITES in 1981. Previous protective regulations were superseded by the 1988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otection of Wildlife which became effective in

1989 (Govt of China, 1988). The Tiger was listed as a Category I protected species, affording the

species the maximum level of protection from hunting, sale, purchase and use of Tigers and Tiger

products.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SFA) is the agency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although enforcemen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police and Customs.

Despite this legal protection, another primary cause of the Tiger’s decline in China has been the

use of their bones and other parts for Chinese medicines. Chinese medicine has ancient roots and is

still very commonly used, even more so than so-called “Western” medicines. The most traditional

form of Tiger medicine is dried, fried bone, ground to powder in small amounts for mixing with

other ingredients in various classic combinations by pharmacists and doctors. But factory techniques

have modernized the production of Chinese medicines, and by the early 1990s more than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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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many brands of Tiger bone plaster produced in China before the 1993 trade 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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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这些中药的虎骨起初都来自于野生虎，因此，给中国野生虎带来了毁灭性的影

响。中药业代表们告诉Jenkins（2006）说：「在上世纪60年代，野生虎捕猎达到了顶峰，每年大

约捕猎300只野生老虎，获得大约3吨的虎骨。此后，野生虎的捕猎量逐年下降，在70年代，每年捕猎

量大约为200只，到了80年代，每年捕猎量已经不足100只了。捕获量逐年减少反映出野生虎的数量在

不断地递减。在那个时期，根本就不存在偷猎老虎的问题，因为猎杀老虎并不违法。在此期间，每

年大约要使用1000公斤虎骨生产中药。在1992年，也就在禁令实施前不久，虎骨囤积量猛增，超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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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虎骨药品生产也同样在增加，以满足需求」。他们所说的捕获量同Lu和Sheng（1986）收集

到的60年代和70年代中政府毛皮贸易记录相吻合。但是，到了1979年，在中国，所有老虎

亚种都受到了保护，禁止猎杀，也不再有任何奖励的规划。

中国于1981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老虎被列入附录 I，禁止国际

商业性贸易。中国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之后，不再有官方进口虎骨的记

载（Mills和Jackson，1994；Mulliken和Haywood，1994）。当时，中国的野生虎已经很稀缺

了，不足以继续支持国内贸易。因此，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中国市场的虎产品贸易

有可能主要靠走私到中国的其它分布国偷猎的老虎（Jackson，2000）。1993年和1994年，印

度和中国查封到大量的虎骨，这支持了上述的分析（Nowell，2000）。

随着国际社会（《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政府、科学家、非政府组织和其

它专家）对偷猎老虎生产虎骨药的警告不断地升级，中国国务院在1993年颁布了一项有关

加强保护老虎的专门通知（中国政府，1993；Mainka，1997；Meng和Zhai，2000），除了

重申《1989年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有关老虎商业贸易的禁令，而且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

扩大禁令的适用范围，除了容易辩识的老虎器官以外，还把不易辨识的老虎衍生物也涵盖

在内。这就意味着所有虎产品成药的生产现在也在禁止之列，任何产品如果声称含有虎成

份，都将视为实际上含有虎成份予以处理。所有现存的虎骨存货都要向政府申报，予以封

存（表1）。

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广受称道。1994年，《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通过了

《9.13号大会决议》（在1997年第十届缔约国大会上进行了修订），敦促各缔约国采用一

系列紧急措施，拯救老虎。尽管严格地说，《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只适用于国

际贸易，而不适用于国内贸易，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缔约国达成共识，

认为必须采用更加严厉有效的措施，以拯救老虎，包括禁止国内贸易老虎产品，并一致通

过了这项决议。本项决议还呼吁各缔约国实施足够严厉的处罚，以遏制非法贸易；把任何

声称含有老虎成份的产品视同易于辨识的老虎衍生物，因此也须遵守《濒危野生动植物国

际贸易公约》的规定；支持老虎保护行动，包括建立双边和多边保护计划；向虎分布国

提供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同传统中医药界开展合作；实施教育和公共宣传计划（CITES，

1994）。

许多政府（包括老虎分布国与消费国）都采取行动，努力地贯彻这项重要决议。在一

次检查这项决议实施情况的过程中，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发现早在1993年，中国就

已经承办了许多关键的建议工作，比任何其他的老虎分布国和大多数的其他消费国承办的

建议都要多（Mainka，1997）。Meng和Zhai（2000）在描述中国的某些行动时这样说：「为

了贯彻执行这一通知，国务院颁布了一份《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林业部、卫生

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海关总署和其它相关部门也分别下发了通知，要

求更加严格地执行这个禁令。其中，卫生部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Sinica Medica）中的虎

骨药品标准，同时书面宣布删除所有处方中的虎骨和犀角成分。这一条例下发给所有的省级政府，

予以贯彻实施」。

但是，老虎器官非法贸易仍然是个问题，也是国际保护工作的一项当务之急。《濒

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采用特别行动，设立了一个老虎技术特别工作组（CITES，

1999）和一个老虎高层政治特别工作组（CITES，2000）。这些工作组都到中国进行考察。

证据也表明由于老虎种群不断地缩小，非法贸易老虎器官越来越难（由于加强了执法），

其它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物种日渐被用作替代品（Nowell，2000）。在2002年，《12.5号大会

遏制老虎贸易:1993年国内贸易禁令后的中国野生虎和圈养虎产品市场 4



表 1.  中国封存的虎骨存货（据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档案）

省市 虎骨（公斤） 封存时间 主管机构

北京 80.4 1994年1月25日 北京林业局

天津 13.319 1993年11月27日
天津医药局

天津农林局

上海 41.6 1994年1月11日
上海医药局

上海农业局

广东 49.7 1994年1月17日
广东医药局

广东林业厅

四川 150.80 1993年11月20日
四川医药局

四川林业厅 

湖北 151.61 1994年2月1日
湖北医药局

湖北林业厅

黑龙江 138.0 1994年1月25日
黑龙江医药局

黑龙江林业厅

总计 625.429

来源：Meng和Zhai（2000年）

决议》（CITES，2002）取代了《9.14号大会决议》，扩大了有关老虎保护的许多建议的适

用范围，把豹（Panthera pardus）、雪豹（Uncia uncia）和云豹（Neofelis nebulosa）（CITES和

许多其它机构把这4个物种统称作“亚洲大型猫科动物”，但是，在汉语中，由于后3个物

种的身上都有斑点，全都统称为豹）也涵盖在内。在2006年3月以前，在中国，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显然准许用豹骨替代虎骨生产中药。但是，根据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

护法》，豹，雪豹和云豹在受保护之列，禁止商业贸易（中国政府，2007）。同时，在西

藏自治区新出现了一个交易老虎及亚洲大型猫科动物毛皮的大市场，就中国境内非法贸易

对邻国野生种群影响这个问题，再度激起了《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各缔约国的

忧虑（CITES第13.22项决定：CITES，2004）。

中国的老虎贸易和圈养虎种群

野生虎不是老虎产品的唯一潜在供应来源。按照中国政府的政策，圈养野生动物是中

国保护野生动物重要的一环。1988年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与其它国家的同类级别的

法律不同，其第17条规定：「国家鼓励驯养繁殖野生动物」（中国政府，1988）。中国在

人工饲养濒危物种方面很成功，闻名于世，包括人工饲养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和

麋鹿（Elaphurus davidianus）。但是，在中国，大多数圈养活动是出于商业目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得到中药生产所需的原料产品，而不是为了动物保护（Guo等，1997；Green等，即将

出版）。

近年来，中国圈养老虎的数量急剧增加，圈养虎种群已经超过了4,000只（中国政府，

2006a）。其中，3,000只老虎据说是由10–20个“重要的”老虎饲养场所有，其余的圈养虎

分别由大约200个饲养场饲养（Jenkins，2006），这使得中国圈养虎种群的规模位居世界

第二，仅次于美国。在1997年，美国的圈养虎估计有7568只，现在已经减少到约4,692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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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ner，2005）。中美两国在圈养虎饲养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美国，除了属于正式

认可的动物园饲养计划外，私人圈养大型猫科动物被看成是一个问题，政府已经通过立

法，正准备实施相应的法规条例，以减少圈养虎种群的规模（美国内务部鱼类和野生动物

局，2006）。而在中国，私人拥有老虎却受到国家政府的支持，数量正在迅速地增加。

老虎野化放归是国家林业局保护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林业局同英国非

政府组织“拯救中国虎”密切合作制定的华南虎行动计划（国家林业局，2001）的目标。

虽然建立能繁衍生息的华南虎种群是众所盼望的，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个项目已

经引起了争议。其中，最主要的争议也许就是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寻常：圈养的华南虎将被

送到南非的私营动物保护区（老虎在此不是土生土长的物种），学习捕猎野生猎物。其它

的问题还涉及到圈养虎种群缺乏基因多样性和血统纯洁性、中国缺乏适宜的栖息地和足

够的野生猎物，和以大型围场投放补充饲料的养虎计划（Anon，2003a；Wang等，2005；

Breitenmoser等，2006）。

虽然华南虎项目的宗旨是为了老虎的野化放归，但中国最大的2个老虎繁殖中心却主要

是为了追求商业目的。中国这2群圈养虎的数量已经增加到前所未有的规模，都接近或超过

1000只老虎（图2a）。中国第一个老虎繁殖场是黑龙江省横道河子猫科动物繁育中心，在

政府资助下创办于1986年。该中心有2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繁殖东北虎，最终野化放归。另

一个目的是通过销售以老虎制成的医药产品创造收入（Conrad，2000）。在1992和1994年，

中国曾两次要求《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认可该中心，以期能在国际市场上销售

其老虎产品，但是，两次要求均被撤回，没有提交到缔约国大会上（Mainka，1997）。该

中心还开办了一个附属的猎物公园，通过公开展览老虎来创收。

横道河子饲养中心最近宣布了一些东北虎野化放归计划。据繁殖中心的一位官员介

绍，他们将开始对繁殖中心的620只老虎进行训练，然后再放入靠近朝鲜边境的一个15公

顷的圈地（Anon，2006a）。在此以前，哈尔滨饲养中心的12只老虎曾被租放到一个私营

围场——长白山东北虎公园，在2002年，咬死过一名工人（Anon，2002b）。那次放归称

为“试放归”，现在，除了2只老虎以外，被放归的老虎又全都重新被圈养起来（Anon，

2006a）。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的林业局均参加了一个科学工作组，该组起草了拟议的东北虎

恢复计划。该恢复计划侧重于保护残存的野生种群（及其栖息地和猎物），不包括圈养虎

的野化放归（Zhang等，2005）。据报告，黑龙江省野生动植物研究所一位著名的老虎专

家，在评论计划的野化放归训练时，曾说过假如把资金（用于放归训练的这笔）用于栖息

地保护，意义将会更大（Anon，2006a）。

中国另一大群圈养虎位于桂林熊虎山庄，该山庄归周伟森所有，是靠私人投资兴建起

来的。周伟森原先靠捕蛇为生，后来饲养野生动物，据说他曾对报界声称自己要成为“世

界养虎之王”（Anon，1999a）。据说他的饲养场得到价值高达人民币750万元（93万美

元）的国家资助，并已被指定为老虎野化放归的官方繁殖中心（中央电视台，2003；Luo，

2005，Zhang，2006；中央电视台，2006）。但是，在他饲养的老虎中，只有几只老虎被

列入一项正式的野化放归规划（Anon，2002c）。就同横道河子繁殖中心一样，熊虎山庄

也有国家林业局颁发的许可证，准予从事非商业性的活动（例如，旅游，教育，保护）

（Jenkins，2006）（图3）。

在这2个饲养中心，圈养虎种群迅速扩大。横道河子饲养中心在1986年刚开始时只有

8只老虎；雄森熊虎山庄在1992年刚开始时也只有12只老虎（Nowell，2000）。到了2002
年以前，每个种群都大约有300只老虎，而到了2006年以前，接近或超过1000只老虎（图

遏制老虎贸易:1993年国内贸易禁令后的中国野生虎和圈养虎产品市场 6



图2a： 1986-2006年间，中国最大两个饲养中心的老虎数量

（曲线表示两个中心中老虎数量的增长趋势）

图2b：1986-2006年间，中国最大两个饲养中心的虎尸库存量

（曲线表示两个中心中虎尸库存增长趋势）

备注：

本图所用的数据来自多个数据源，因此，历时趋势仅应视为参考。同年若有多种资料来源，中点则被用于代表该年的个体数。

1986–1999年间的资料来自Nowell（2000：表16和17）。其它数据源包括Conrad（2000），Meng和Zhai（2000），中央电视台（2003
年），Cui（2003），Luo（2005），Anon（2006c），Anon（2006i），中央电视台（2006），Green等人（即将出版），K.Conrad 
pers.comm（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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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两个中心都抱怨说养不起这么多老虎（Cui，2003；中央电视台，2003；Luo，2005；

Anon，2006b，c）。两个中心都有大型冰柜，贮存死虎（图2b）。

在2005年8–9月间，国内和国际新闻报导：中国政府正考虑解除禁令，准许限量圈养虎

产品的贸易（Anon，2005a；Zhang，2005）。但10月的新闻报导，国家林业局驳斥这种说

法“完全毫无根据”（Anon，2005b，c）。

但是，在2006年6月，一个外国代表团受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司的邀请，前来

中国，咨询关于政府批准圈养虎药国内贸易的政策（Conrad，2006；Jenkins，2006；

Meacham，2006；Mitra，2006a、b）。该代表团获悉，中国政府已经在2005年10月收到一些

未署名的国内企业提交的请求，要求评估1993年贸易禁令的效果（Conrad，2006；Jenkins，

2006）。2004年颁布的《行政许可法》（该法旨在改进政府的问责体制）要求任何政府机

构在收到公众询问或请求后90天之内，必须做出答复。对于较复杂问题，可以先给予临时

答复，以便有更长时间做进一步的研究。国家林业局的部份研究结果是，组织该外国代表

团考察2个最大的老虎圈养中心（横道河子繁殖中心和熊虎山庄）、北京同仁堂医药公司、

一些中医药市场和医院，以及北京和桂林两市的相关执法机构和哈尔滨的东北林业研究院

（Conrad，2006；Jenkins，2006；Meacham，2006）。

2006年10月，《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常务委员会第54次会议在瑞士召开。

在这次会议期间，国际社会获悉中国的这项政策评估。中国政府在会议期间发布的一份声

明中称：「老虎野生种群的数量仍在继续减少。在过去十年间，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各

种努力似乎未能取得成效。在中国圈养老虎种群超过4000只的这个时候，这种信息已经激

起了强烈的请求，对现行政策是不是保护野生虎的正确途径表示质疑。对这样的请求和质

疑作出回答是政府机构的责任。因此，目前正在开展政策评估和研究。在就此评估工作结

果做决定时将以下列基本原则作为基础：即任何决定都必须有利于保护野生虎和打击这个

物种和其它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行为」（中国政府，2006a）。

2007年1月，国家林业局的一位发言人向新华社表示，中国政府不打算放松1993年实

行的禁贸令，但中国「欢迎关心野生老虎命运的专家或任何个人发表深思熟虑的建议和意见」

（Anon.，2007）。同月，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向《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组织报告

称「……中国政府正在对[禁止老虎贸易]政策进行评估，评估的主要标准是这项禁令应当有利于全球

野生老虎保护和种

群恢复」（中国政

府，2007）。

为 协 助 中 国

政府进行政策评

估，国际野生物贸

易研究委员会对有

关圈养老虎交易合

法化的意见进行了

研究，科学地评估

了这对野生老虎和

非法贸易的可能影

响。

9TAMING THE TIGER TRADE: China’s markets for wild and captive tiger products since the 1993 domestic trade ban

Performing Tigers at the Xiongsen Bear and Tiger Mountain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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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Figure 2a). Both centres have complained that they cannot afford to support such large

populations (Cui, 2003; CCTV, 2003; Luo, 2005; Anon., 2006b,c). Both centres have large freezers

where the carcasses of Tigers that have died in the facilities are being stockpiled (Figure 2b).

In August–September 2005, articles in both the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press reported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as considering lifting the ban to allow a limited trade in products derived

from captive-bred Tigers (Anon., 2005a; Zhang, 2005). This was denied by the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as “completely groundless”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in October (Anon., 2005b,c).

However, in June 2006 a group of foreign delegates were invited to China by the SFA’s Department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to advise the government on legalizing domestic trade in captive-bred

Tiger medicines (Conrad, 2006; Jenkins, 2006; Meacham, 2006; Mitra, 2006a,b). The delegation

was informed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received a petition in October 2005 from unnamed domestic

interests to review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1993 domestic trade ban (Conrad, 2006; Jenkins, 2006).

The 2004 Public Administration Act (which aims to improve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requires

any government agency, receiving an enquiry or petition from the public to respond within 90 days

of the date of receipt. Interim responses may be issued to provide additional time to research

complex issues. As part of the SFA’s research process, the foreign delegation was taken to the two

largest Tiger captive breeding centres (Hengdao River Breeding Centre and Xiongsen Bear-Tiger

Mountain), the Beijing Tong Ren Tang Pharmaceutical Company, Chinese medicine markets and

hospitals,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Beijing and Guilin and the North-east 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in Harbin (Conrad, 2006; Jenkins, 2006; Meacham,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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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雄森熊虎山庄的表演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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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依据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的全球老虎贸易评论《虎患未愈：重探老虎贸易》一

书中推荐的方法和目标地区（Nowell，2000），本研究采用好几种方法来搜集中国虎豹产品

市场的信息。在中药市场上，“豹”这个词语统指3个物种：豹，雪豹和云豹。

第一种方法是直接调查老虎产品市场，既包括传统中医药市场，也包括虎皮市场。根

据目前全国有没有向消费者出售的虎骨这一点来评估传统中医药市场。调查时把重点放在

生虎骨上，一方面是因为生虎骨是最传统的虎骨药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上个世纪90年

代前半期已经禁止生产虎骨成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虎骨查没结果显示虎骨仍继续不断地

流入中国。调查在2005年9月到2006年7月期间进行。除了小城镇以外，也调查了一些大城市

（图4和5）。一名中国调查人员在一名本地向导的陪伴下，对中药零售和批发人员进行采

访调查。在大城市中，调查人员尽可能选则多个不同城区中销售点，以确保调查涵盖的全

面性。

著名的中国某中医药大学的一名中医师配合了这项研究活动，提供了一份含有虎骨成

分的处方。到了零售药店，先拿出这位医师开出的购药处方，处方中有10种药物成分，其

中包括15克生虎骨粉，还有0.5克麝香，其余药剂成分都是植物药材。如果没有虎骨出售，

调查人员就询问有没有豹骨出售。如果有虎骨出售，调查人员就接着再询问能不能换成豹

骨，以便省点钱。

如果有虎骨或豹骨出售，调查人员就分别询问它们的价钱和来源，事后再对经营者的

回答作记录，特别留心经营者是否提到1993年贸易禁令（如经营者没提到这个禁令，调查

人员并不主动询问经营者是否知道有这个禁令）。如果有虎骨或豹骨出售，调查人员就以

价格太贵作为借口，并不真地购买。如果出售的是虎骨或豹骨成药，而不是生虎骨，调查

人员就询问其价格和来源。

在批发市场，调查人员扮成来自远方城市的可能商业买主，询问打听有没有虎骨出

售。

调查人员并不要求店员出示储存的虎骨和豹骨货品，但有些店员却会主动地向研究人

员出示存货。虽然看到了真正的生虎骨，但是却无法验证它是否确实无误的来自真正的目

标物种。有些药店声称存有虎豹骨，但可能并不是真的就有存货，声称有存货更有可能只

是反映他们愿意买卖，而不是指实际的贸易量。在调查的结果中，我们把真正见到有虎豹

骨产品的药店和声称有存货的商店区分开来。

在2005年8月和2006年7月，我们对西藏自治区几个地方的虎皮市场也进行了调查。在

一个当地向导陪同下，调查人员实地调查和访问了毛皮市场和藏族传统服饰（Chuba）裁缝

师，如果没有见到虎豹皮陈列出售，就询问有没有可出售的。如果销售者说有虎或豹皮出

售，调查人员就接着询问价格和来源。调研人员事先曾接受过有关辨别真假毛皮的培训。

就如同中药店铺的情况一样，有些虎皮贸易商虽然声称存有大型猫科动物毛皮，但并没有

把其货品展示出来。在分析调查结果时，这两种有虎豹皮出售的情况也被区分开来。

为了调查有关熊虎山庄老虎饲养中心及其附属雄森酒厂非法贸易虎骨酒的新闻报导，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调查人员在2006年9月和10月间走访了该饲养中心和酒厂。

第二种方法是问卷调查法。这种方法用于了解在西藏拉萨地区，野生物种毛皮潜在消

费者的特点和动机。调查人员到一些选定的小区发放简单的调查表，搜集有关被调查者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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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5－2006年间被调查的中药零售店所在的城镇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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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教育背景、职业、收入、虎豹和水獭皮衣的消费情况、消费原因、濒危物种保护和非

法贸易意识等方面的信息。

第三种方法是进行广泛的文献资料收集，作为消费者和市场调查的补充。这种方法

用于收集有关中国老虎保护和贸易问题的公共信息。主要来源是中国和其它国家的科学文

献，这些都经历过同行的审查，因而被认为是可靠程度较高。而新闻来源通常都来自互联

网新闻搜索，由于其准确性没有经历过同行审查，因此认为其可靠程度较低。

第四种方法是DNA检测，在2006年10－11月期间，对雄森酒业公司生产的2瓶“补骨

酒”进行检验，以确定其内容是否含有老虎成分。采用2种方法（苯酚氯仿萃取和核酸乙醇

沉淀剂）提取DNA。根据已发表的基因库猫科动物DNA序列设计出4种猫科动物引物（长

度大约100－200个碱基对）。由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分别进行递减

和巢式聚合酶链反应扩增试验（2006）。

本报告同时采用人民币和美元来表示价格和其它经济数据，汇率采用2006年11月1日的

1元人民币= 0.124美元的汇率<www.oanda.com>。没有按通货膨胀因素对价格进行调整。



图5.  2005年－2006年间被调查的中药材批发市场所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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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虎骨一样，只在极少数店铺中见到了豹骨（在西藏的3家店铺和重庆的4家店铺中分

别看到了生豹骨，表3）。在西藏1家店铺中的豹骨据说是雪豹骨。全国范围内声称有豹骨

的店铺虽然比声称有虎骨的店铺（2.5%）要多一些，但仍只占很少的比例（5%）。调查人

员无法确定店铺所卖的骨头是否真如销售人员所述物种的骨头，或者虎骨中成药是否真的

含有虎骨成份。

生虎骨出售情况

了解老虎保护

和/或贸易禁令

地点
调查的

店铺数量

声称有虎

骨的店铺

数量

百分比

在要求下

出示虎骨的店

铺数量

百分比 店铺数量 百分比

北京 40 0 0 0 0 36 90%
成都 40 2 5% 0 0 23 58%
重庆 40 1 3% 0 0 16 40%
广州 40 0 0 0 0 28 70%
哈尔滨 40 2 5% 0 0 28 70%
香港 40 0 0 0 0 30 75%
昆明 40 0 0 0 0 33 83%

中国东北* 84 2 3% 0 0 43 51%
上海 40 0 0 0 0 32 80%
深圳 40 0 0 0 0 19 48%
西藏* 34 4 12% 2 6% 21 62%
西安 40 2 5% 0 0 23 58%
总计 518 13 2.5% 2 0.4% 332 64%

表2.  2005－2006年间中药店铺生虎骨市场出售情况及了解贸易禁令的情况

*在这些地区调查了数个城镇，参见图4

结果和讨论

市场调查

虎骨：中药市场

中药零售店铺

总共对523家中药零售店进行调查，以了解有没有出售最传统形式的虎骨和豹骨：未经

加工的骨粉，依据传统处方与其它药材成分一起购买。在大多数的城市中调查了40个中药

店。除了中国东北和西藏地区的数个小城市以外，总计调查了11个大城市。调查结果见表2
和3（不包括澳门，在澳门只调查5家店铺，样本太小，无法同其余的调查地点中得出的结

果进行对比）。

在全中国有卖虎豹骨的地方很少。在被调查店铺中，没有一家店铺公开地展卖虎骨或

虎骨药品。只有2个店铺（全在西藏）在调查人员的请求下出示了生虎骨。因为调查人员没

有购买处方中所含的药材，所以并非所有声称有生虎骨的店铺都向调查人员出示了虎骨。

518个调查的中药店中有2.5%的店铺声称存有虎骨（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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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豹骨出售情况

了解豹保护

和/或贸易禁令

地点
调查的

店铺数量

声称有

豹骨的

店铺数量

百分比

在要求下

出示豹骨

的店铺数量

百分比 店铺数量 百分比

北京 40 0 0 0 0 26 65%
成都 40 5 13% 0 0 19 48%
重庆 40 9 23% 4 10% 10 25%
广州 40 0 0 0 0 28 70%
哈尔滨 40 1 3% 0 0 11 28%
香港 40 0 0 0 0 30 75%
昆明 40 0 0 0 0 32 80%
中国东北* 84 0 0 0 0 39 46%
上海 40 1 3% 0 0 25 63%
深圳 40 0 0 0 0 19 48%
西藏* 34 4 12% 3 6% 20 59%
西安 40 6 15% 0 0 21 53%
总计 518 26 5% 7 1% 280 54%

表3.  2005－2006年间中药店铺生豹骨市场出售情况及了解贸易禁令的情况

*在这些地区调查了数个城镇，参见图4

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没有发现虎骨或豹骨的出售。在最大的5个城市——北京、广

州、上海、昆明和深圳——没有店员声称有虎骨出售（在11个大城市中占45%）；在7个大

城市（在11个大城市中占63%）中也没有人声称销售豹骨。在那些有店铺声称销售虎骨和

豹骨的地区，西藏最突出，声称存有（12%）和展卖（6%）这两种骨头的店铺数量都占很

高的比例。在重庆市，相对于虎骨而言（有3%的店铺声称销售虎骨，但没有在任何店铺看

到虎骨），出售豹骨的店铺比例相对较高（有23%的店铺声称销售豹骨，有10%的店铺展示

豹骨）。在成都和西安，声称销售豹骨的店铺占有相对较高的比例，但却没有得到真正地

证实。

尽管调查重点放在生虎骨上，偶尔也有销售人员拿出成药或保健品展卖。本次调查共

看到有2种制成药品：虎骨胶和虎骨酒。虎骨膏药是1993年贸易禁令出台前中国大量生产的

一种外用膏状药，但在调查期间，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虎骨胶是在香港（1家店铺）

和澳门（1家店铺）看到唯一的一种虎骨药。这种虎骨药之前并不是源自中国的报导，而主

要是来自东南亚，它是越南最常见的虎骨药品，在马来西亚也能见到。据报导，澳门和香

港过去是这些市场上虎骨胶成品的主要供货商（例如，在越南销售的一种虎骨胶就是使用

“香港胶”这个名称，Nowell，2000）。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半期，香港也的确报导查获到

这类虎骨胶（Nowell，2000）。大多数的虎骨胶产品是否真的含有真正的虎骨，这很值得怀

疑，尤其是考虑到这种药品低廉的价格时，情况更是如此（表4：Nowell，2000）。无论在

香港，还是在澳门，都没有发现出售豹骨的店铺。

只在中国东北绥汾河地区的一家店铺中，看到过虎骨酒。酒瓶上产品说明显示的生产

日期为1992年（即，在1993年贸易禁令之前），有黑龙江医药局的批准编号，产品名为黄

柏东北虎骨酒，酒瓶上的包装声称该酒由野生死老虎制成（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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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在中国东北地区销售的虎骨酒，制造日期在禁令生效

之前，产品说明上显示出一只死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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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Retail prices for Tiger and Leopard bone products (prices in CNY per gramme) in

2005–2006

Product Average price (sample size) Standard deviation Price range

Raw Tiger bone 53.3 (6) 67.7 10–180
Tiger bone gel 3.6 (5) 2.4 0.53–5.33
Tiger bone wine  150 (1) n/a n/a
Raw Leopard bone 7.0 (24) 16.5 1–80

Figure 6

Tiger bone wine sold in north-eastern China with pre-ban manufacture
date showing a dead Tiger on the la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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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调查中，生虎骨平均零售价格是每克人民币53元（6.52美元）（表4）。但价格

变动幅度很大（图7），尤其是在西藏：2个经销商说每克人民币10元（1.24美元），一个经

销商说每克人民币80元（9.92美元），另一个经销商报价每克人民币180元（22.32美元）。

在西藏以外地区，西安和黑河（中国东北）是两个仅有告知生虎骨价格的城市，价格分别

为每克人民币10元和每克人民币30元（3.72美元）。不同的是，虎骨胶要比生虎骨明显便宜

得多，每克仅售人民币3.6元（0.45美元）。虎骨酒是最贵的虎骨产品（表4）。

表4.  2005年－2006年间虎骨和豹骨产品零售价格（人民币：元/克）

产品 平均价格（样本数） 标准偏差 价格范围

生虎骨 53.3（6） 67.7 10–180

虎骨胶 3.6（5） 2.4 0.53–5.33

虎骨酒 150（1） 无数据 无数据

生豹骨 7.0（24） 16.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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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1.24) per gramme, one said CNY80

(USD9.92), and another quoted CNY180

(USD22.32) per gramme. Outside Tibet, the

only other price points for raw Tiger bone were

CNY10 per gramme quoted in Xi’an, and

CNY30 (USD3.72) per gramme quoted in

Heihe (north-eastern China). In contrast, Tiger

bone gel was markedly cheaper than raw bone

at CNY3.6 (USD0.45) per gramme. And Tiger

bone wine was the most expensive type of Tiger

bone product available (Table 4).

Leopard bone prices showed less disparity than

Tiger bone prices (Table 4 and Figure 8). Most

prices (n=18) were lower than CNY3.6 per

gramme. The average is skewed higher by one

high price in Tibet (CNY80 per gramme), from

the same shop that also quoted the highest price

for Tiger bone.

Most pharmacies were aware (in that they

voluntarily showed awareness) of the 1993

trade ban as the government’s Tiger

conservation policy, with 332 shopkeepers

(64% of shops surveyed) mentioning some

aspect of this policy to the researcher (Table

2). In six cities, over 70% of shopkeepers

indicated awareness. High levels of awareness

are broadly correlated with low levels of

availability. However, all the shopkeepers

claiming to stock Tiger bone in Chengdu, Hong

Kong, and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mentioned the ban; while none of the

shopkeepers selling Tiger bone in the other

areas did. Overall, awareness that Leopards are

also protected species was high, but slightly

lower than for Tigers (54% of shops surveyed,

Table 3). It is possible that levels of awareness

are even higher, but that shopkeepers did not

mention it to the researcher. Also, prohibition

on trade in Leopard bone had only recently

been strengthened (Govt of China, 2007) when

th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Figure 7

Number of sellers quoting in different

price categories for Tiger b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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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Number of sellers quoting in different

price categ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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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各种虎骨报价范围的销售商数量

图8.  各种豹骨报价范围的销售商数量

17TAMING THE TIGER TRADE: China’s markets for wild and captive tiger products since the 1993 domestic trade ban

(USD1.24) per gramme, one said CNY80

(USD9.92), and another quoted CNY180

(USD22.32) per gramme. Outside Tibet, the

only other price points for raw Tiger bone were

CNY10 per gramme quoted in Xi’an, and

CNY30 (USD3.72) per gramme quoted in

Heihe (north-eastern China). In contrast, Tiger

bone gel was markedly cheaper than raw bone

at CNY3.6 (USD0.45) per gramme. And Tiger

bone wine was the most expensive type of Tiger

bone product available (Table 4).

Leopard bone prices showed less disparity than

Tiger bone prices (Table 4 and Figure 8). Most

prices (n=18) were lower than CNY3.6 per

gramme. The average is skewed higher by one

high price in Tibet (CNY80 per gramme), from

the same shop that also quoted the highest price

for Tiger bone.

Most pharmacies were aware (in that they

voluntarily showed awareness) of the 1993

trade ban as the government’s Tiger

conservation policy, with 332 shopkeepers

(64% of shops surveyed) mentioning some

aspect of this policy to the researcher (Table

2). In six cities, over 70% of shopkeepers

indicated awareness. High levels of awareness

are broadly correlated with low levels of

availability. However, all the shopkeepers

claiming to stock Tiger bone in Chengdu, Hong

Kong, and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mentioned the ban; while none of the

shopkeepers selling Tiger bone in the other

areas did. Overall, awareness that Leopards are

also protected species was high, but slightly

lower than for Tigers (54% of shops surveyed,

Table 3). It is possible that levels of awareness

are even higher, but that shopkeepers did not

mention it to the researcher. Also, prohibition

on trade in Leopard bone had only recently

been strengthened (Govt of China, 2007) when

th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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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虎骨价格相比，豹骨价格变化幅度较小（表4和图8）。大多数价格为每克不足人民

币3.6元（n=18）。豹骨的平均价格因为在西藏一家店铺的高单价（每克人民币80元）而被

拉高，这家店铺的虎骨价格也最高。

大多数药店都知道1993年贸易禁令是政府保护老虎的政策（他们主动表现出这种意

识），332个店员（占被调查总数的64%）向调查人员提及有关这项政策的某些方面内容

（表2）。在北京、广州、哈尔滨、香港、昆明和上海这6个城市中，有70%以上的店员表

示知道这项政策。对贸易禁令高度的意识与出售虎骨现象少有着很大的关联度。不过，在

成都和西藏自治区，声称存有虎骨的店员全都提到这项禁令，但是，在其它地区，销售虎

骨的店员没有一个人提及这项禁令。大体说来，知道豹是保护物种的意识也很高，但比知

道老虎是保护动物的程度稍低（有54%被调查的店铺知道老虎是受保护动物，表3）。店

员对禁令的意识程度可能比调查结果显示的要高，只是店员没有向调查人员提及而已。最

近，就在开展调查的过程中，中国也加强了豹骨贸易禁令（中国政府，2007）。

药材批发市场

总共对7个主要药材批发市场中140个经销商进行了调查，以了解有没有生（未加工

的）虎骨和豹骨出售。在每个市场调查了20家经销商。调查结果见表5和6，同零售市场中

的调查结果一致，即很少见到有或者被告知有虎豹骨出售。在批发市场调查中，没有见到

地点

虎骨出售情况
了解老虎保护

和/或贸易禁令

调查的

店铺数量

声称有

虎骨的

店铺数量

百分比

见到

虎骨的

店铺数量

百分比

了解贸易

禁令的店

铺数量

百分比

河北：

安国市场
20 1 5% 0 0 10 50%

成都：

荷花池市场
20 1 5% 0 0 5 25%

重庆：

解放路市场
20 0 0 0 0 4 20%

昆明：

菊花园市场
20 1 5% 0 0 7 35%

广州：

清平市场
20 0 0 0 0 3 15%

哈尔滨：

三棵树市场
20 0 0 0 0 4 20%

西安：

万寿路市场
20 0 0 0 0 5 25%

总计 140 3 2% 0 0 38 27%

表5.  2005－2006年药材批发市场上虎骨出售情况及了解贸易禁令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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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

豹骨出售情况
了解豹保护

和/或贸易禁令

调查的店

铺数量

声称有豹

骨的店铺

数量

百分比

见到豹骨

的店铺数

量

百分比

了解贸易

禁令的店

铺数量

百分比

河北：

安国市场
20 4 20% 0 0 9 45%

成都：

荷花池市场
20 2 10% 0 0 5 25%

重庆：

解放路市场
20 1 5% 1 5% 4 20%

昆明：

菊花园市场
20 1 5% 0 0 6 30%

广州：

清平市场
20 0 0 0 0 3 15%

哈尔滨：

三棵树市场
20 0 0 0 0 0 0

西安：

万寿路市场
20 0 0 0 0 4 20%

总计 140 8 6% 1 0.7% 31 22%

表6.  2005－2006年药材批发市场上豹骨出售情况及了解贸易禁令的情况

产品 平均价格（样本数） 标准偏差 价格范围

虎骨 10（2） 0 无数据

豹骨 27.6（7） 43.1 0.9–100

表7.  2005年－2006年药材批发市场虎豹骨价格（人民币：元/克）

过虎骨，只见过一次豹骨。有2%的经销商声称存有虎骨，有6%的经销商声称存有豹骨。这

些比例同有2.5%的零售店铺声称存有虎骨和5%的零售店铺声称存有豹骨很类似。

在广州、哈尔滨和西安这3个市场中，没有虎豹骨销售。这同在广州对零售店铺调查的

结果相一致，在广州的零售市场止也没有虎豹骨销售。但是，在哈尔滨和西安，都有几家

零售店铺声称销售虎骨和豹骨。店员们表示他们“不清楚”这种虎骨的来源。

由于虎豹骨销售的情况很少，采集到的虎豹骨批发价格的信息十分有限（表7、图7和

8）。虎骨平均批发价格是每克人民币10元（1.24美元），比平均零售价格低得多。大多数

遏制老虎贸易:1993年国内贸易禁令后的中国野生虎和圈养虎产品市场17 遏制老虎贸易:1993年国内贸易禁令后的中国野生虎和圈养虎产品市场 18



批发商（n=5）报出的豹骨批发价格为每克不到人民币5元（0.62美元），相当于或低于大

城市中的零售价格。但有两次的例外情况造成了豹骨平均批发价格比虎骨平均批发价格高

得多，分别是每克人民币80元（9.92美元）和每克人民币100元（12.40美元），出现于河

北省安国市场（华北地区，离北京不远）。同零售相比，向调查人员提及知道禁令的批发

经销商较少（有27%的人表示知道老虎贸易禁令，有22%的人表示知道豹贸易禁令，表5和

6）。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清楚，可能反映出批发市场对禁令的意识程度较低。但是，几乎没

有经销商拥有虎豹骨，这的确又表明大多数人知道贸易禁令。在安国市场，批发经销商普

遍提及禁令，其中包括2个销售高价豹骨的经销商。

表8.  不同时期中药店铺出售虎骨药的百分比（所调查店铺的总数）

地点 2005年–2006年 1999年 1996年 1995年 1994年

调查方法
声称有

存货*

应要

求而

出示

存货*

展卖

存货

应要求

而出示

存货

应要求

而出示

存货

展卖

存货

应要求

而出示

存货

展卖

存货

应要求

而出示

存货

展卖

存货

北京 0(40) 0(40) 0(40) 0(45) 0(49) 4%(28) 0(42) 30%(10) 0(53)
成都 5%(40) 0(40) 0(40) 0(41) 0(53) 0(31) 0(49) 4%(26) 2%(53)
重庆 3%(40) 0(40) 0(40) 9%(23) 5%(39)
广州 0(40) 0(40) 0(40) 0(22) 0(44)
桂林 15%(13) 0(25)
贵阳 14%(43) 0(53)
哈尔滨 5%(40) 0(40) 0(40)
香港 10%(40) %(40) 30(40) 18%(33)
昆明 0(40) 0(40) 0(40) 8%(26) 4%(56)
澳门 20%(5) 20%(5) 0(5)
南昌 16%(25) 0(33) 0(9) 15%(26) 25%(4) 5%(20)
南京 5%(19) 7%(27)
南宁 38%(8) 0(29)
中国

东北**
3%(84) 1%(84) 0(84)

上海 0(40) 0(40) 0(40) 0(7) 0(25) 0(26) 0(33)
深圳 0(40) 0(40) 0(40) 0(10)
天津 6%(16) 1(35) 9%(11) 0(32) 0(11) 0(42)
西藏** 12%(34) 6%(34) 0(34)
厦门 19%(21) 0(33)
西安 5%(40) 0(40) 0(40) 0(40) 0(50) 3%(35) 0(44) 7%(25) 6%(48)
郑州 3%(30) 0(35) 10%(20) 0(26) 0(4) 0(10)

总计
3%

(523)
<1%
(523)

0
(523)

无数据
3%

(204)
<1%
(280)

7%
(207)

1%
(355)

18%
(208)

3%
(439)

来源：1994–1996年—Mills（1997）；1999年—Anon（1999b）；2005–2006年—本次调查

* 由于调查地点包括澳门和调查对象涵盖虎骨成药，所以本表中的数据同表2有所不同

** 在这些地区调查了数个城镇，参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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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时期的中药材市场

在1993年贸易禁令出台以前，尽管虎骨药在中国广为人知，各处市场上普遍有售——

例如，有200多家公司制造含有虎骨成份的产品（Li和Zhang，1997）——但在这些年中，却

很少有调查资料来反映这个消费市场。Mills（1997）从安国批发市场搜集到一份1993年禁

令前的价目表，既包含有虎骨的价格，也包含有豹骨的价格。Johnson等人（1993）在3个城

市的4个药店中发现有生虎骨（比例16%，也就是说在调查的25个药店中有4个药店有生虎

骨），在5个城市中的7个药店发现有虎骨酒（占被调查药店的28%）。

但是，禁令出台之后，中国调查人员协助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进行了一系列的

系统调查（Mills，1997）。调查采用同本次研究相类似的两种方法：亲自观察有没有老虎

药展卖和询问虎骨成药制品（虎骨酒和/或虎骨膏药）。这一系列的调查没有使用处方，也

没有要求购买生虎骨。如同本次调查一样，Mills（1997）对商人是否提及1993年贸易禁令的

情况做了记录。此外，在1999年，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还对香港的店铺也进行了调

查，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以询问虎骨药的方式进行调查（Anon，1999b）。

在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的两次调查中，尽管所调查的虎骨药种类不同（2005－

2006年调查的是生虎骨，在1994–1996年调查的是虎骨成药），但两次调查具有可比性，能

够得出不同时期，中国市场上虎骨药销售的大体情况（表8）。虎骨上市的高峰时期在1994
年，也就是1993年贸易禁令出台后的一年中。销售人员告诉Mills（1997），禁令出台后的

几个月中，销售违禁产品通常只是要努力甩卖掉现有的存货，并不是要长期地蔑视这项禁

令。大多数店员说他们不会再进任何新货。在1994年以后，应要求而有出示虎骨药的现象

逐渐减少，在1995年时占7%，到1996年时只占3%，而10年过后，也就是在2005－2006年

间，还不足1%。在2005－2006年，声称存有虎骨药的店铺比例同10年前所看到的非法贸易

的比例一样低（3%）。同上世纪90年代前期相比，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公开展卖虎骨药

的店铺寥寥无几，而在2005－2006年，没有一家店铺公开展卖虎骨药。

表9显示了不同时期药材批发市场上虎骨药出售的情况。出示虎骨药的批发商贩的比

例逐年下降，从1994年的4%到1995年的3%，在2005－2006年下降到零（虽然调查的经销商

中，仍有2%的人声称存有生虎骨）。在1994年，3个商贩声称可以购得生虎骨，但是在1994
年或1995年的批发市场调查中没有真正见到生虎骨，在本次2005–2006年调查中也没有看到

生虎骨。

表9.  不同时期中国药材批发市场出售虎骨药的情况

调查时间
出售虎骨药的销售商数量

（所调查的销售商总数）
百分比

1994年 6（+154） 4%

1995年 3（+117） 3%

2005–2006年 0（140）看到的；3（140）声称有的 0–2%

来源：1994–1996年—Mills（1997年）；2005–2006年—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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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在零售和批发两个中药销售市场，出售虎骨药情况都很罕见，这表明在

1993年禁令之后，消费市场迅速的萎缩，限制在很小的规模内，大多数药材经销商不敢冒

险违法，库存虎骨或寻找新消费者。

表10显示出不同时期，人们对1993年虎骨贸易禁令的了解程度。在1994年，也就是禁

令刚实施之后，意识程度最低（稍低于50%），随后一直稳定地保持在大约60%的水平。

这些结果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意识水平，因为仅计算了自发地向调查人员提及禁令的那些店

员。这种状况表明中国政府、医药界和动物保护界在向主要的传统中医药经销商们宣传禁

令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表11显示出不同时期生虎骨批发和零售的价格。由于市场上很少有虎骨出售，因此，

很难搜集到价格数据，得到的数据点寥寥无几。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虎

骨的价格范围很大。这些价格差异很难予以解释：它们可能体现了产品的真实程度（价格

越贵，越有可能是真正的虎骨）。现有的研究资料表明，无法正确无疑地确定非法虎骨价

格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价格上扬的趋势（由于老虎越来越稀有，获

得虎骨越来越难的合理预期）。同时也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价格已经下降，因为需求萎缩

的合理预测。价格差异表明市场混乱无序，没有合符理性的定价结构。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不同时期的调查发现，在批发和零售这两个层面上，仅

有少量虎骨非法贸易的证据，对物种保护和贸易禁令的意识都很普遍。中国传统中医药界

绝大多数人都遵守1993年的贸易禁令，某些店铺或许会继续私下向熟悉的消费者销售虎骨

表10.  不同时期对1993年虎骨贸易禁令的意识情况

调查时间 了解禁令的经销商比例（调查的经销商总数）

2005–2006年 64%（523）

1996年 58%（373）

1995年 60%（306）

1994年 49%（230）

来源：上个世纪90年代—Mills（1997）；2005–2006年—本次调查。

表11.  中国各不同时期生虎骨批发和零售价格比较（美元/公斤）

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 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 2005–2006年

批发价格范围 404–539 126–172 1250

零售价格范围 1,106–1,950 2,425
1,250–22,5001

1,250–3,7502

1,2503

来源：上世纪90年代的所有价格均见于Nowell（2000，表28）；2005–2006年：本次调查。没有根据通货膨胀对价格进行过调整。

1. 包括向调查人员出示存货的西藏2家店铺所报的高价（n=6 店铺）；

2. 价格范围不包括西藏2家店铺的价格（n=4 店铺）;
3. 不包括西藏2家店铺和中国东北地区1家店铺的价格（n=3 店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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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皮：西藏服装贸易

尽管中医药使用虎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但是在西藏广泛使用虎豹皮制作衣服却是一

个新兴的市场，因为只是在最近，大型猫科动物的毛皮才成为大众所喜爱的装饰品。穿戴

动物皮衣有着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在藏区，情况更是如此。在西藏旧军队中有个古老的传

统，虎皮衣物包括上装、下装、围巾、披风、马鞍衬里和马鞍座毯，是六大勇敢的象征。

但只有到了上世纪90年代，由于经济条件改善和传统服装流行，虎豹皮饰的传统服装藏袍

（chuba）市场才开始在西藏广泛地发展起来，并成为一项严重的威胁（Tsering，2006）。

自2000年起，来自尼泊尔和印度的虎皮被大量查获，这表明存在着大量的非法贸易（参

见老虎走私一节）。2003和2004年，在拉萨也见到有豹皮藏袍在销售（Banks和Newman，

2004）。但在2005年，由于西藏人穿戴虎皮服装欢度节日的照片首次广为流传，因此全世

界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到了西藏（Anon，2005d）。西藏人公开销售和穿戴虎皮服饰的行为之

所以被认为是不寻常与不可思议，是因为消费者往往都是暗地里地进行购买虎皮服饰——

虽然可从商贩手中查获到皮毛，偶尔在市场上也能见到一些，但终端消费者一直都是躲躲

闪闪，力图逃避别人的视线。

了解消费市场

为了了解消费特点和动机，世界自然基金会拉萨办公室工作的藏族调查人员与国际野

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合作，在拉萨、那曲和阿里对消费者态度进行了调查（Tsering，2006
年）。受访者总计370名，受访的男女人数均等，涵盖各种教育水平。政府官员构成了受

访者的重要部分（占27%），其次是退休人员（占19%），其余的分别为农民（12%）或

者无业人员（16%），相对说来，只有极少数人自称是“公司员工”（4%）和“个体户”

（6.5%）。

访查发现，相对于广大公众来说，只有居住在拉萨及其附近的少数人才拥有大型猫科

动物皮衣—3%的人声称有虎皮服饰，6%的人声称有豹皮服饰，而拥有水獭皮衣的人却高达

44.3%（表12）。在那曲，声称拥有虎皮和豹皮衣的人比例最高。

较富有的消费者拥有较多的毛皮服装，但大体上说，各级收入阶层的人都有虎皮或

豹皮服装（表13）。虎豹皮比水獭皮要贵得多，但富人拥有虎豹毛皮的可能性并不比穷人

高。就职业或教育水平来说，没有特定的类群较可能拥有虎或豹皮衣。炫耀财富是受访者

穿戴动物皮衣的主要原因，其次是传统，再次是时髦（图9）。没有采集有关受访者什么时

候或者在什么地方获得亚洲猫科动物皮衣的信息。

大多数人都知道大型猫科动物的濒危状况，了解这种贸易是非法的，也听说过国家

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教育水平较高，意识程度也较强，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表

14）。

药。但是，很显然，自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国的虎骨药市场已经大幅度地萎缩下降，

目前的需求量非常的少（以店铺愿意非法销售虎骨来衡量）。可以断定，在基本上消除国

内虎骨药市场方面，中国贸易禁令已经取得了长期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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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西藏人购买和穿戴毛皮制品的原因

来源：Tsering，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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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people were aware of the endangered status of big cats, understood that the trade was illegal,

and knew of China’s wildlife conservation law. There was a clear correlation between higher

awareness and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 (Table 14).

Table 14

Wildlife law awareness according to educational level

Education Endangered wildlife Poaching China has wildlife
level  trade is illegal wildlife is illegal protection law

Illiterate (n=94) 64 (68.1%) 58 (61.7%) 59 (62.8%)
Primary school (n=87) 64 (73.6%) 66 (75.9%) 63 (72.4%
Secondary school (n=52) 47 (90.4%) 50 (96.2%) 48 (92.3%)

High school (n=21) 19 (90.5%) 18 (85.7%) 19 (90.5%)
Secondary specialized school (n=52) 44 (84.6%) 49 (94.2%) 46 (88.5%)
Junior college (n=31) 30 (96.8%) 29 (93.5%) 30 (96.8%)

University and above(19) 19 (100.0%) 19 (100.0%) 19 (100.0%)
Total (n=356)* 287 (80.6%) 289 (81.2%) 284 (79.8%)

* 14 interviewees didn’t indicate their education level.

Most interviewees in Lhasa (81%) said they would stop wearing and buying animal-skin trimmed

clothing if there was strong public opinion against this practice. However, most interviewees in the

neighbouring town of Nagchu (80%) said they would continue.

The consumer attitude surveys indicate that Tiger and Leopard skin clothing possession is uncommon,

and not confined to any particular segment of Tibetan society. These skins are primarily valued as

an indicator of prosperity, by people both rich and poor. Awareness that the trade was illegal and

that Tigers were endangered was relatively high. While many people indicated a willingness to

Figure 9

Reasons people buy and wear skin products in Tibet

Source: Tsering,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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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大多数的受访者（81%）称，如果公众舆论强烈反对，他们将不再穿戴和购买动

物皮饰衣服。但是，在那曲邻近的各个城镇中，大多数受访者（80%）都说将会继续这样

做。

消费者态度访查发现，拥有虎豹皮衣很不常见，也不仅限于任何特定的西藏社会阶

层。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主要是把这些虎皮看成是富有的标志。虎豹皮贸易是非法的

和老虎是濒危动物的意识相对说来较高。尽管许多人表明愿意不再使用皮衣，但不同调查

地区，这种意愿程度却变化很大，相对于那曲邻近城镇中居民来说，拉萨居民放弃使用皮

衣的意愿程度要高得多。

表12.  各地区皮饰衣服拥有率分析

虎皮 豹皮 水獭皮

拉萨（n=157） 3（1.9%） 3（1.9%） 30（19.1%）

阿里退休者（n=67） 2（3.0%） 3（4.5%） 35（52.2%）

那曲（n=146） 6（4.1%） 16（11.0%） 99（67.8%）

总计（n=370） 11（3.0%） 22（5.9%） 164（44.3%）

表13.  不同月收入家庭群组中声称拥有皮饰衣服的受访者人数

衣服种类
收入群组（人民币）

总计
<1000 1000–1999 2000–2999 3000–3999 4000–4999 >5000

虎皮衣 1 3 4 3 11

豹皮衣 3 3 5 4 2 5 22

水獭皮衣 41 22 23 16 18 43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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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不同教育水平人群的野生动物法律意识

教育水平
濒危野生动物的

贸易是非法的

偷猎野生动物

是非法的

中国有

野生动物保护法

文盲（n=94） 64（68.1%） 58（61.7%） 59（62.8%）

小学（n=87） 64（73.6%） 66（75.9%） 63（72.4%
中学（n=52） 47（90.4%） 50（96.2%） 48（92.3%）

高中（n=21） 19（90.5%） 18（85.7%） 19（90.5%）

中专（n=52） 44（84.6%） 49（94.2%） 46（88.5%）

大专（n=31） 30（96.8%） 29（93.5%） 30（96.8%）

大学及大学以上（19） 19（100.0%） 19（100.0%） 19（100.0%）

总计（n=356）* 287（80.6%） 289（81.2%） 284（79.8%）

* 14位受访者没有说明自己的教育水平。

虎豹皮衣零售市场

在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

员会的资助下，本报告的调查人

员进行了两次市场调查。第一次

市场调查在2005年7月进行，共

调查了拉萨、那曲和昌都的55个

店铺，结果发现有35%（n=19）

的店铺公开销售虎皮产品（图

10），有53%（n=29）的店铺销

售豹皮产品。第二次调查在1年

以后，也就是2006年7月，共调查

了44家店铺，主要在拉萨和日喀

则两市进行。在2006年，只有3家

表15.  拉萨和其它西藏城镇中虎皮制品的出售情况（2005－2006年）

地点

2005年7月 2006年7月

调查的

店铺数量

公开销售虎皮

制品的店铺

数量和百分比

调查的

店铺数量

声称有虎皮制

品出售的店铺

数量和百分比

见到有虎皮制品

的店铺数量和百

分比

拉萨 31 7（23%） 15 3（20%） 0
那曲 13 6（46%）

昌都 11 4（36%）

林芝 3 0 0
日喀则 26 0 0
总计 55 19（35%） 44 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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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 using skin clothing, this varied strongly by survey location, with Lhasa residents much more

willing than those in the neighbouring town of Nagchu.

Retail markets for Tiger and Leopard skin clothing

Two market surveys were carried out by TRAFFIC-sponsored researchers for this report. The first,

in July 2005, surveyed 55 shops in Lhasa, Nagchu and Chamdo, and found 35% (n=19) openly

selling Tiger skin products (Figure 10) and 53% (n=29) selling Leopard skin products. The second

survey, a year later in July 2006, surveyed 44 shops, primarily in Lhasa and Shigatse. In 2006,

Leopard skin products were only displayed openly at three shops (two in Shigatse and one in

Lhasa) (Figure 11), and a second shop in Lhasa showed its stock of Leopard skin chubas on

request. Although no Tiger skin products were seen in 2006, seven per cent of shops surveyed

claimed to sell them. Twenty per cent claimed to sell Leopard skin chubas (Tables 15 and 16).

Table 15

Availability of Tiger skin products in Lhasa and other Tibetan towns, 2005 and 2006

Place July 2005 July 2006
Number Number and Number and
and percent percent of percent of

Number of shops openly Number shops claiming shops where
of shops selling Tiger of shops to sell Tiger Tiger skin

Place surveyed skin products surveyed skin products were seen

Lhasa 31 7 (23%) 15 3 (20%) 0
Nagchu 13 6 (46%)
Chamdo 11 4 (36%)
Linzhi 3 0 0
Shigatse 26 0 0
Overall 55 19 (35%) 44 3 (7%) 0

Tiger skin chuba for sale in Nagchu,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during the July 2005 survey

Figu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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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05年7月调查期间，在西藏自治区那曲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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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铺公开展卖豹皮制品（日喀则市有2家店铺，拉萨市有1家店铺）（图11）。在拉萨还有

另一家店铺在调查人员的要求下出示了豹皮藏袍存货。尽管在2006年没有见到虎皮产品，

但有7%的受访店铺声称有虎皮藏袍出售；有20%的店铺声称有豹皮藏袍（表15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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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拉萨和西藏其它城镇中豹皮制品的出售情况（2005－2006年）

地点

2005年7月 2006年7月

调查的

店铺数量

公开出售豹皮

制品的店铺数

量和百分比

调查的

店铺数量

声称有豹皮制

品出售的店铺

数量和百分比

见到有豹皮制

品的店铺数量

和百分比

拉萨 31 15（48%） 15 7（47%） 2（13%）

那曲 13 10（77%）

昌都 11 4（36%）

林芝 3 0 0

日喀则 26 2 （8%） 2 （8%）

合计 55 29 （53%） 44 9 （20%） 4 （9%）

第三次调查在1个月过后进行，也

就是在2006年8月。调查地点为拉萨八

廓街，调查人员为世界自然基金会拉

萨办公室工作人员（K. Norbu，未公

开数据）。尽管样本大小不同，但后

两次调查只针对最有可能销售昂贵皮

饰藏袍的店铺，第一次调查的店铺涵

盖面较广泛，以便了解市场的总体情

况。

表17和18对比了拉萨八廓街市场

3次调查的结果。调查的店铺数量各

不相同，但展卖和声称存有大型猫科

动物毛皮藏袍的店铺比例却相差不是

很大。不过，见到有虎皮藏袍销售的

店铺总数明显地减少，由2005年的10
家减少到2006年的2家（表17）。虽然

发现有大型猫科动物毛皮藏袍的店铺

减少的部分原因是店员撤展，但是，

出示或声称有虎皮藏袍销售的店铺数

量也减少了一半以上。豹皮藏袍的公

开出售情况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表

18）。

2006年7月，虎皮藏袍平均价格为人民币26,666元（3,307美元），豹皮藏袍的平均价

格为人民币10,813元（1,341美元）（表19）。与虎豹骨的价格不一样，藏袍的价格波动不

大，据说大多数虎皮的原产地是印度。相对于西藏平均月收入来说，这些产品属于贵重物

品（表13）。较贫穷家庭却拥有此类贵重物品可以体现出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旺盛。但

27TAMING THE TIGER TRADE: China’s markets for wild and captive tiger products since the 1993 domestic trade ban

Table 16

Availability of Leopard skin products in Lhasa and other Tibetan towns, 2005 and 2006

Place July 2005 July 2006
Number Number and Number and
and percent percent of percent of

Number of shops openly Number shops claiming shops where
of shops selling Leopard of shops to sell Leopard Leopard skin

Place surveyed skin products surveyed skin products were seen

Lhasa 31 15 (48%) 15 7 (47%) 2 (13%)
Nagchu 13 10 (77%)
Chamdo 11 4 (36%)
Linzhi 3 0 0
Shigatse 26 2 (8%) 2 (8%)
Overall 55 29 (53%) 44 9 (20%) 4 (9%)

A third survey was carried out a month later, in August 2006, in Lhasa’s Barkhor district, by

researchers from the WWF office in Lhasa (K. Norbu unpub. data). Although sample sizes differ,

the latter surveys focused only on shops

most likely to be selling expensive skin-

trimmed chubas, while the initial survey

covered a wider spectrum of shops to gain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market.

Tables 17 and 18 compare results of the

three surveys for Lhasa’s Barkhor Street

market. The number of shops surveyed

varied, but the percentages of shops

displaying and claiming to stock big cat

skin chubas did not vary much. However,

the total number of Tiger skin chubas seen

for sale fell significantly, from 10 in 2005

to two in 2006 (Table 17). While the

decline in the number of big cat skin

chubas seen is partly due to shopkeepers

removing them from display, the number

of shops showing or claiming to sell Tiger

skin chubas also declined by more than

half. A similar trend is evident for Leopard

skin chubas (Table 18).

The average price for a Tiger skin chuba

in July 2006 was CNY26,666
Leopard skin chubas photographed during
Lhasa survey, July 2006

Figu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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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豹皮藏袍，摄于2006年7月拉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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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拉萨八廓街虎皮藏袍销售情况（2005－2006年）

调查时间
调查的

店铺数量

销售虎皮藏袍

店铺总数

见到虎皮藏袍

店铺总数

2005年7月 31 7（22%） 10

2006年7月* 14 3（21%） 0

2006年8月 10 2（20%） 2

*这些店铺声称销售虎皮藏袍，但未经证实

表18.  拉萨八廓街豹皮藏袍销售情况（2005－2006年）

调查时间
调查的

店铺数量

销售豹皮藏袍

店铺总数

见到豹皮藏袍

店铺总数

2005年7月 31 15（48%） 28

2006年7月* 14 6（43%） 5

2006年8月 10 6（60%） 8

*包括未经证实的声称有豹皮藏袍出售的店铺。

表19.  2006年7月虎豹皮藏袍价格（人民币元/件）

藏袍种类 平均价格（样本数） 标准偏差 价格范围

虎 26,666（3） 5,773 25,000–30,000

豹 10,813（8） 3,625 7,000–15,000

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受访家庭是在什么时候购买他们的亚洲大猫科动物皮衣，以及他们

购买时的价钱。

环境调查协会（EIA）和印度野生物保护学会（WPSI）公布了西藏人在节庆活动时穿

戴虎豹皮藏袍的照片（Anon，2005年d，Banks等，2006），使全球的注意力都投向了西藏

市场。但是，他们的调查发现同我们的消费者态度调查相符，也就是，只有极少数西藏人

才拥有这些物品。例如，Banks等（2006）估计，2005年8月，在西藏人参加的4个藏族节日

中，虎皮藏袍有50多件，豹皮藏袍有200多件。但是，其中有重复计数，因为有些穿这类衣

服的人出席不止一个节庆活动。所以，穿戴亚洲大猫科动物皮衣参加节庆活动的人只占很

小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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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06年，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调查发现拉萨主要市场八廓街展卖的虎豹

皮藏袍减少了（表17和18）。Banks等人也得出同样的结果（2006），在2006年7月，他们在

八廓市场看到1件虎皮藏袍和3件豹皮藏袍，而在2005年8月，却看到23件虎皮藏袍和54件豹

皮藏袍。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的调查和Banks等人（2006）都从经销商那里获知，消费

模式有重大的转变，贸易量在减少。虽然在2005年，购买虎豹皮衣或虎豹皮制作衣服衬饰

的大多数消费者据说是西藏人；但在2006年，调查人员被告知，很少有西藏人购买了。虎

豹毛皮的价格据说在2005－2006年间也在下降（Banks等，2006；印度野生物信托基金会，

2006）。Banks等（2006）也发现，在2005－2006年期间的西藏节庆日上，穿戴虎豹皮衣的

人明显地减少。重要的是，在那曲节庆期间，穿戴皮毛衣服的人也大幅度地下降（“大约

50%”：Banks等，2006）。然而在那曲，人们曾告诉过Tsering（2006），即使该物种是濒

危物种，他们也不会放弃穿戴虎豹皮衣。

穿戴和贸易虎豹皮衣趋势的明显下降据说主要是因为环保组织、宗教组织和国家林

业局在2006年上半年开展了公共意识宣传运动，呼吁西藏人不要再穿戴濒危野生动物衣

服（Anon，2006d；Banks等，2006；Jackson，2006）。这说明公众教育能对濒危物种消费

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市场调查表明，某些非法贸易仍然存在，西藏不仅是个贸易的中

转站点，而且还会继续是个消费市场。2006年10月，一名记者采访了一个亚洲大型猫科动

物毛皮贸易商，他通过新开通的铁路从拉萨把动物毛皮走私到中国东部地区（Simpson，

2006）。在西藏，尽管虎豹皮非法贸易的控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仍然是一个严重

的威胁。

老虎滋补品：虎骨酒

中国酿造药酒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汉朝。多种药酒配制用来治疗风湿病，其中以虎骨酒

最著名。许多人认为药酒特别有效，因为它可以每天服用，治疗慢性病很方便，而且据说

酒又具有暖体活血的功效（Flaws，1997）。虎骨酒是一种著名的老虎药，在过去，药酒制

造商大量地使用虎骨。北京同仁堂是中国一家最古老的制药公司，很可能也是最大的中药

制造商。据该公司医药代表说，在1993年贸易禁令出台以前，同仁堂每年都要使用2，000–

3,000公斤虎骨来生产虎骨药，主要是虎骨酒，占有80%的国内市场份额。如果解除了1993
年贸易禁令，该公司预计每年要使用1,000公斤虎骨（Jenkins，2006）。

自从1993年被政府从批准药品成份目录表中删除掉之后，虎骨就不再是官方认可的药

品。虎骨酒因据传有医疗效果而著名，但其实主要是作为保健滋补品，而不是药品（附件

1）。在我们对663个药品/药材经销点（523个零售店铺和140个批发店铺）的调查过程中，

只发现一家药店销售虎骨酒。产品说明显示它是在1993年贸易禁令出台以前生产的，使用

非猎杀死亡的野生虎制成（图6）。但是，虎骨酒也使用其它销售途径，如礼品店（参见下

文）和互联网。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的一次调查（Wu，2006）记载了17例中国拍卖

网站销售虎骨酒的情况，例如，有一家销售商销售一批5,000瓶的虎骨酒。

虽然非法虎骨药市场和虎皮市场似乎主要地靠野生虎来供应，但在中国，非法贸易虎

骨酒很可能主要靠圈养虎来供应。在2005年10月，北京郊外的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在餐馆里

张贴一张海报，宣传用圈养虎生产的虎骨酒（C. Liou，个人讯息，2006）（图12）。

2006年2月，上海一家野生动物园以每瓶33美元的价格销售虎骨酒，最后受到了执法人

员的调查（Anon，2006e）。2007年1月，一名记者报导黑龙江东北虎林园在礼品店销售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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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This poster advertising Bei Da Cang Tiger bone medicinal wine was photographed at the
Badaling Safari World outside Beijing in October 2005. The poster claims that the wine is
made from captive Tigers that have died from fight wounds, and that income from the
wine will go toward wildlife conservation. The wine appears to be illegal because Chinese
law prohibits trade in and use of Tiger parts and products, but Tiger breeders in China are
at the forefront of a group of advocates calling for a domestic market in captive-bred Tiger
bone medicines to be legalize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is currently reviewing its
domestic Tiger trade policy, and this report aims to assist by presenting evidence that
China’s Tiger bone trade ban has been successful, and policy change would be detrimental
to conservation of the world’s wild Ti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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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这张北大仓虎骨酒宣传海报拍摄于2005年10月北京郊外的八达岭野生动物

园。海报声称该酒使用死于打架死亡的圈养虎浸泡制成，销售收入将用于野生动物

保护活动。本酒似乎属于非法产品，因为中国法律禁止贸易和使用老虎器官及其产

品。但是在中国，繁殖虎业者极力地鼓吹，呼吁国内圈养虎骨药市场合法化，中国

政府目前正在审核国内老虎贸易政策。本报告旨在提供证据，帮助中国政府了解中

国虎骨贸易禁令颇具成效，任何政策改变都将破坏全世界的野生虎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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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保护界不赞成用任何其它猫科动物物种来替代虎骨，而是强调要消除这类需求。准许用狮子替代老虎就等于开了一个危险的

先例。非洲自然保护界对用狮骨替代虎骨的可能情况深表忧虑，这种忧虑就体现在非洲狮子分布国政府与自然保护者和利害相关

方联合制定的2份区域性狮子保护战略之中（猫科动物专家组2006a，b）。

骨酒（Cheng，2007）。桂林的熊虎山庄甚至做得更为过火，在2004年创办了一个附属酿酒

厂：雄森酒业有限公司。

在本节里，我们把雄森酒业有限公司作为一个案例，研究这种新兴的趋势。据在2006
年9月查看到的该公司网站（www.glsyjl.com），该酒含有在该繁殖中心死亡的动物的骨头。

该网站上说虎骨需求已经将老虎推向灭绝的边缘，使老虎在中国成为一级保护物种。

2005年，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工商管理局批准该公司生产40万瓶“补骨酒”（图13）。

这个名称听起来颇似“虎骨酒”——而且酒瓶也仿做成老虎的模样（图14和15）。雄森酒

业公司的网站吹嘘它除了具有治疗风湿作用以外，还有壮阳功效。尽管名称和包装让人联

想到老虎，但被批准使用的野生动物成份却是非洲狮（Panthera leo）的骨头 。在2006年，

雄森熊虎山庄声称有200多只非洲狮子（Anon，2006c，Anon，2006i），但来该中心参观的

游客只看到少数几只狮子（Anon，2006i；K.Conrad pers.comm，2006）。

尽管狮骨是经批准的成份，但在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调查期间所看到的补骨酒

包装盒上，英汉语的说明都没有包含“狮子”这个字眼，听起来更音似虎骨酒，且酒瓶又

仿制成老虎形状。只有专家才会知道拉丁文 Panthera leo 是指非洲狮子，因此，这种设计明

显有误导消费者相信补骨酒实际上就是虎骨酒。

在雄森酒业公司厂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展示也强化这样的一种错觉：虎骨酒是用雄森熊

虎山庄圈养虎制成的（图17）。

按照中国新开发的野

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

识系统，每瓶酒都贴上了

专门的序列号，并注明被保

护物种成分（Panthera leo）

（Wang，2006）（图18）。

据说补骨酒在全国许多地方

都有销售，但目前在北京还

没有。这些销售点通常不

是中药店铺，而是城市和

机场中的礼品店（Zhang，

2006）；国际野生物贸易研

究委员在2006年9月浏览的深

圳一家超级市场网站上也见

到有这种酒在销售（http://

www.edeng.cn/data/china/

shenzhen/business/supermarket/392275.html）。该种酒在雄森熊虎山庄也有出售（Anon，

2006i）。

据说该酒是通过把整架狮骨浸泡在大的米酒坛子里制成的（Li和Jiang，2006；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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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3

Xiongsen wine company authorized by the Bureau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to manufacture 400,000 bottles of

BuGu Wine

2006 (Anon., 2006c, Anon.,

2006i), although only a few

Lions were seen by visitors to

the facility (Anon., 2006i; K.

Conrad pers. comm., 2006)

(Figure 16).

Despite Lion being the

approved ingredient, the BuGu

Wine packaging seen during

TRAFFIC surveys does not

contain the word “Lio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Consumers are led to believe

that BuGu Wine is actually

Tiger bone wine, given that the

name is homonymous, the

bottle is a Tiger replica, and that

only experts know that

Panthera leo refers to African Lion.

A large display at the Xiongsen Wine Producing company facility reinforces the perception that

BuGu Wine is made from captive Tigers from the Xiongsen Bear and Tiger Mountain Village

(Figure 17).

Each bottle has a unique serial number with the protected species ingredient (Panthera leo) under

China’s newly developed wildlife product labelling system (Wang, 2006) (Figure 18). BuGu Wine

has been reported for sale at a number of outlets throughout China, but not yet in Beijing. These

outlets are not Chinese pharmacies, but rather gift shops in cities and airports (Zhang, 2006 and a

Shenzhen supermarket website viewed in September, 2006: http://www.edeng.cn/data/china/

shenzhen/business/supermarket/392275.html). The wine is also for sale at the Xiongsen Tiger

breeding centre, as seen by TRAFFIC (Anon., 2006i).

The wine is reportedly produced by steeping carcasses in large vats of rice wine (Li and Jiang,

2006; Zhang, 2006). The carcass shown in Figure 19 is likely a big cat, based on the teeth that are

visible, but it is not possible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a Lion or a Tiger (B. Yates, U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 Wildlife Forensics Laboratory, pers. comm., 2006). Two separate investigations

by Beijing-based news reporters documented staff at the wine company and its distributors claiming

that the carcasses in the vats were actually Tiger and that the wine was Tiger bone wine (Li and

Jiang, 2006; Zhang, 2006). Guides at the Bear and Tiger Mountain Village also told a TRAFFIC

investigator that BuGu Wine was made from Tiger bone (Anon., 2006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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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雄森酒业公司经国家工商局和国家林业局批

准，生产40万瓶补骨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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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根据暴露出的牙齿判断，图19中显示的尸体很可能是一只大型猫科动物，但是无

法确定它究竟是狮子还是老虎（B.Yates，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局野生动物法医实验室，pers.

comm，2006）。北京的新闻记者两次深入调查时，该酒业公司及其经销商都说浸泡在坛中

的动物骨架实际上是虎骨，该酒就是虎骨酒（Li和Jiang，2006；Zhang，2006）。熊虎山庄

向导们对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的一位调查人员也说补骨酒是用虎骨酿造的（Anon，

2006i）。

33TAMING THE TIGER TRADE: China’s markets for wild and captive tiger products since the 1993 domestic trade ban

Figure 15

Bottle of BuGu Wine

Figure 16

Lions at the Xiongsen Bear and Tiger Mountain Village

Figure 14

Poster for BuGu Wine at the Bear and
Tiger Mountain Village breeding centre
in Gu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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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桂林雄森熊虎山庄繁殖场的补骨

酒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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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桂林熊虎山庄的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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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常务委会第54
次会议，会上发布了一份声明，特别提及上述新闻报导。声明指出「当即进行了执法调

查，调查报告已于8月29日呈报给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最高当局，调查仅发现16只合法获得

的狮子尸体，没有使用虎骨来生产酒（中国政府，2006a）」。该声明还说老虎同该酒之间

的任何联系只是一种广告行为，就象泰国广受欢迎的老虎牌啤酒一样。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从桂林熊虎山庄购买了2瓶补骨酒，据称分别浸泡了3年

和6年。这似乎与仅在2005年才批准生产补骨酒的事实相矛盾。但是，自上个世纪90年代

后半期至今，就一直有人报导桂林熊虎山庄非法生产和销售虎骨酒（Southworth，1999；

Nowell，2000）。3年期补骨酒的价格是人民币450元（56美元），6年期的为人民币950元

（118美元）（Anon，2006i）。

这种酒产品在商品说明中标明含有狮骨，但在市场营销中却曲意暗示含有虎骨，其严

重的程度不仅违反中国的国法，而且也违反了国际法。狮子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I，只有具有出口许可证才准许进行商业性国际贸易。通过核对世界

保护监测中心－《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贸易数据库（2006年9月），我们发现

中国还没有出口任何狮骨酒的报导。技术上来说，销售狮骨酒可能不是违法行为，但是非

洲狮子保护团体极不赞成此做法。而如果这种政府批准的狮骨酒实际上是用虎骨制成的，

那么就会是一种明显的违法行为。

图17.  雄森酒业公司展卖的补骨酒，使人产生的印象是该

酒是用熊虎山庄的圈养虎生产的

图18.  补骨酒包装盒上政府同意使用非洲狮（Panthera leo）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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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7

BuGu Wine display at the Xiongsen Wine
Producing Company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wine is made from captive Tigers
from the Tiger and Bear Mountain Village

Figure 18

Government approval label for African
lion Panthera leo on the BuGu Wine
packaging box

In October 2006, China’s governmental delegation to the 54th meeting of the CITES Standing

Committee distributed a statement which referred specifically to one of these news articles. The

statement said that “a law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 was made immediately and the report arrived

at the top wildlife authority of China on August 29, advising that only 16 legally obtained Lion

carcasses were found, and no Tiger bone was used to produce the wine” (Govt of China, 2006a).

The statement went on to say that any Tiger connection to the wine was a kind of advertising, like

the popular Tiger Beer brand made in Thailand.

Two bottles of BuGu Wine were purchased by TRAFFIC from the Bear and Tiger Mountain Village.

These were of two types: wine in which the carcass was claimed to have steeped for three years,

and wine in which the carcass was claimed to have steeped for six years. This seems contradictory

to permission to manufacture the wine having been given only in 2005. However, illegal production

and sale of Tiger bone wine from Xiongsen’s facility has been reported since the late 1990s

(Southworth, 1999; Nowell, 2000). The price of three-year BuGu Wine was CNY450 (USD56)

and for six-year BuGu Wine CNY950 (USD118) (Anon., 2006i).

The manufacture of wine labelled as containing Lion bone but being marketed as implicitly containing

Tiger bone poses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violations of not only Chinese national law, but also

international law. The Lion is listed in Appendix II of CITES, which permit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ade with an export permit. A check of the WCMC-CITES trade database (September, 2006)

shows that China has not yet reported any exports of Lion bone wine. Sale of Lion bone wine could

be legal, in a technical sense, although discouraged by the African Lion conservation community.

If, however, government-approved Lion bone wine is actually made with Tiger bone, this would

appear to be a significant legal vio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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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ufacture of wine labelled as containing Lion bone but being marketed as implicitly containing

Tiger bone poses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violations of not only Chinese national law,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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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9

Carcass steeping in vat at the Xiongsen Wine Producing Company to make BuGu Wine
(front leg and teeth vi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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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bottles of BuGu Wine purchased by TRAFFIC were sent to the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forensics testing. Although DNA was detected, it was

too degraded to be amplified and matched to any felid-specific DNA sequence (Kunming Institute

of Zoology, 2006). The failure of sophisticated laboratory analysis to confirm the species used to

make the wine compromises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police its wildlife product manufacturing

policy. If the use of approved species cannot be verified, the system is open to abuse. DNA testing

should be done of the actual carcasses in the wine vats.

Persistent claims by staff and distributors that BuGu Jiu is made from Tiger bone, the packaging in

a Tiger-shaped bottle, and the lack of an explanation that Panthera leo is actually African Lion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a violation of Chinese law prohibiting labelling of any substance as containing

Tiger parts. The Xiongsen BuGu Wine marketing perpetuates consumer demand for Tiger bone

wine, subverting established Chinese policy of eliminating demand. The use of African Lion as a

substitute for Tiger bone wine should not be permitted due to concerns that demand could be

stimulated which would impact wild Lion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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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雄森酒业公司，浸泡在坛子中的尸体，用来生产补骨酒

（露出的前肢和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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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购买的2瓶补骨酒送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进行

DNA检验。尽管查出了DNA，但是，由于片断太少，无法进行扩增，也无法同任何猫科动

物的DNA序列进行比对（昆明动物研究所，2006）。如果没有成熟的实验室分析技术来确

定生产这种酒的物种，将会危及政府监督野生动物产品制造政策的能力。如果无法核查所

用的批准物种，这种系统就有可能会被滥用。应当对实际浸泡在酒坛中的尸体进行DNA检

测。

工作人员和经销商一再声称补骨酒是用虎骨制成的，且使用虎型瓶子进行包装，再加

上又解释不清Panthera leo就是非洲狮子。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解释为违反中国禁止标识任何

物质含有老虎器官或部分的法律规定。雄森补骨酒营销方法助长了虎骨酒的消费需求，搅

乱了中国消灭这种需求的既定政策。由于用非洲狮骨替代虎骨制酒可能会刺激需求，对野

生狮子种群产生影响，因此这种做法不应当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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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查询

食用老虎：老虎肉

近几年，中国有许多有关销售和消费虎肉的报导。在2004年，黑龙江省2名农民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因为他们意外地以陷阱捉到1只野生虎，任其死亡，6天后回来取虎

肉。他们说他们知道猎杀老虎是非法行为，但是却认为吃老虎肉不是违法行为（Anon，

2004a）。

这是一个野生虎被猎杀食用的特殊实例。但是由于中国野生虎非常珍稀，以及走私野

生虎肉到中国非常困难，因此，中国餐馆中出售的老虎肉很可能是圈养老虎肉。例如，在

中国，一个出售老虎肉的最著名情况可能要算是横道河子繁育中心附近的虎福楼饭庄。这

家餐馆有一个巨大的虎型大门（图20），并且在2005年，在其菜谱上有老虎肉。一群记者

点了这道菜（800人民币，合99美元），并向女服务员询问：「别人家都弄不到真老虎肉，

你们餐馆是怎么弄到的？我们怎么知道你的老虎肉是真是假呀？」。据他们说，她回答

道：「当然，我们有关系。我们老板同养虎场负责人有交情。负责人只将老虎肉供应给我

们」（Anon，2005e）。该则新闻披露之后，政府当局立即突袭这家餐馆。店主声称老虎肉

实际上是驴肉，加上一些老虎尿。不清楚老虎尿是从哪儿弄来的，但横道河子老虎繁育中

心的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园里的死老虎肉不可能私运到外面。我们有专门工作人员剥制

虎皮，拆分剔除老虎骨肉。某些有用的老虎器官要保留下来研究，但剩余的老虎肉都要进

行焚烧掩埋，虎皮和虎骨保存在冰柜中」（Anon，2005f）。

2006年6月，一个外国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研究有关请求准许贸易圈养虎器官的事

情。在横道河子和桂林熊虎山庄饲养中心的两家冰柜中都看到了存放的老虎尸体。冰柜存

有冻虎骨，装在大塑料袋中，每个袋子中都装有一副老虎骨架。据一位代表说：「虎皮和

软组织器官需要用不同的存储方法，到底采用什么方式来管理这些虎皮和软组织器官的储

存，没有人能知道」（Jenkins，2006）。

可以使用DNA法医分析来确定销售的老虎肉是不是真正的老虎肉。例如，浙江濒危

野生动物保护遗传与繁育重点实验室已经研究出了老虎DNA的物种专用引物，政府当局在

2001年11月使用这种引物调查一个案件。当局接受一位公民举报说宁波市一家马戏团正在

销售虎肉、虎骨和老虎其它器官。在他们调查时，一名买主被拘留，该买主称没收的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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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RESULTS AND DISCUSSION

Dining on Tiger: Tiger meat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reports of Tiger meat sale and consumption.

In 2004, two farmers from Heilongjiang province were given prison sentences of nine years each.

They had caught a wild Tiger accidentally in a trap, left it to die, and went back six days later for

the meat. They said that they knew killing the Tiger was illegal, but thought that eating the meat

was not (Anon., 2004a).

This was an unusual case of a wild Tiger being used for meat. But due to the rarity of wild Tigers

in China and the difficulty of smuggling wild Tiger meat into the country, Tiger meat sold in

restaurants in China is likely to be derived from captive animals. For example, the best known case

of Tiger meat in China is probably Hufalou restaurant near the Hengdao River Breeding Centre. It

had a large Tiger entrance portal (Figure 20) and Tiger meat available on the menu in 2005. A

group of reporters ordered the dish (800CNY, or USD99), and asked the hostess, “How come your

restaurant can get real Tiger meat, but others can’t?  How do we know that your Tiger meat is

real?” According to their report, she replied, “Of course, we have connections.  Our boss has good

connections with the director of the Tiger farm.  The director will only supply us.” (Anon., 2005e).

Shortly after the news story was published, the restaurant was raided by government authorities.

The owner claimed that the meat was actually donkey dressed in Tiger urine. It was unclear where

the Tiger urine was obtained, but the Director of the Hengdao River Tiger breeding centre, from

where the meat reportedly originated, told reporters,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meat of dead Tigers

from the park to be smuggled outside. We have specialist workers to remove the hide and detach

the meat from the bone. Some useful organs are preserved for research while the remaining meat is

incinerated and buried; the fur and bones are stored in a refrigerator.” (Anon., 2005f).

The June 2006 foreign delegation that visited China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regarding

the petition to allow trade in captive-bred Tiger parts, was shown Tiger carcasses in the freezers at

both the Hengdao River and Bear-Tiger Mountain breeding centres. The freezers contained Tiger

bones frozen in heavy-duty plastic

bags, apparently one skeleton per

bag. According to one delegate’s

report, “It was not clear what

control mechanisms apply to pelts

and soft body parts that require

different storage methods”

(Jenkins, 2006).

It is possible to use DNA forensic

analysis to determine if what is

being marketed as Tiger meat is

genuine. For example, species-

Figure 20

Entrance to the Hufalou restaurant, near the
Hengdao River Tiger breeding centre
in Heilong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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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在黑龙江横道河子老虎繁育中心附近，虎福楼饭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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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是牛肉。DNA分析最后证实该肉是真正的老虎肉（Wan和Fang，2003）。

即使广告所说的老虎肉不是真正的老虎肉，但它仍会助长需求，而且违反中国的法

律。重庆一家餐馆最近贴出一张大幅广告，推销“老虎”肉（图21）。当记者电话采访

时，店主立即说是猫肉，说成是老虎只是为了起到引人注意的轰动效应。据新闻报导，店

主因“不公平竞争行为、虚假广告和误导消费者” 已经被渝中工商局拘押。文章指出该餐

馆违反了禁止把产品宣传成老虎的野生动物保护政策（Yang，2005）。

最近，据说在北京，虎鞭出现在专营动物鞭菜的郭李张（音译）餐馆的菜谱上

（Harding，2006）。服务员说这道菜是用“自然死亡的”动物器官做的，一年只接到一、

两次订购，价格是5,700美元。不管虎肉和虎骨酒是不是真的，也无论这些虎骨虎肉是来自

野生虎还是圈养虎，都会助长把老虎滋补品作为奢侈产品，刺激需求。

37TAMING THE TIGER TRADE: China’s markets for wild and captive tiger products since the 1993 domestic trade ban

specific primers for Tiger DNA were

developed by the Key Laboratory of

Conservation Genetics and

Reproductive Biology for

Endangered Wild Animals in

Zhejiang, brought in by authorities to

help investigate a case in November

2001. Authorities received a citizen’s

tip that a circus in Ningbo city was

selling meat, bones and other parts

from Tigers. When they investigated,

one buyer was detained and meat,

which the buyer said was beef, was

confiscated. The forensics analysis

identified the meat as genuine Tiger

(Wan and Fang, 2003). Even if what

is advertised as Tiger meat is not, it still encourages demand and violates Chinese law. A restaurant

in Chongqing recently set up a large poster advertising “Tiger” meat (Figure 21). When a reporter

telephoned to ask questions, the owner quickly said it was cat meat, advertised as Tiger as a publicity

stunt. According to the news report, the owner was arrested by the Yuzhong business bureau for

“acts of unfair competition, false advertising, and misleading consumer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restaurant violated wildlife policies prohibiting labelling of products as Tiger (Yang, 2005).

In Beijing, Tiger penis was recently reported on the menu at the Guolizhang restaurant, which

specializes in penis dishes (Harding, 2006). The waitress claimed the dish was made from animals

that had died of “natural causes,” and that they had one or two orders a year for it; the cost was

USD5,700. Whether Tiger meat dishes and Tiger wines are genuine or not, or derived from wild or

captive animals, they serve to encourage demand for Tiger tonics as luxury items.

Figure 21

“Tiger” meat advertised at a Chongqing
restau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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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重庆一家餐馆的老“虎”肉广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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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1999–2005年中国查获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的情况（中国政府，2006b）

亚洲大型猫科动物 毛皮（张） 虎骨/豹骨（公斤） 骨（骨架）

老虎 80 31

豹 744 6

雪豹 19 1

总计 843 334.6 38

老虎走私：查获案例回顾

国家林业、海关和公安机关在2003年发布一份联合通知，要求查获的任何国际保护

的野生动植物都要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主管部门报告（中国政府，

2007）。据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常务委会第

53次会议上公布的一份声明，已将全国野生动植物查获数据库的相关信息提交给《濒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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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网站上列举出的查获案例中，据报导

无一例源于印度。然而中国被认为是在印度和尼泊尔查获的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的目的地。

就动物毛皮而言，情况尤其是这样，在查获报告所涵盖这段时间，西藏的毛皮市场迅速扩

张。印度和尼泊尔不是虎骨的传统消费国，因此，在这些国家查获到的虎骨很可能是准备

走私到中国的。

图23显示在1999－2005年期间，中国、印度和尼泊尔查获虎豹毛皮的情况。中国查获

的虎豹皮数量比其它2个国家都多。尽管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网站没有提到任何一

次查获的货物来源为印度，

然而，既然在印度（以及尼

泊尔）查获的许多虎皮似乎

大部分是准备走私到中国

的，因此，在中国查获的

许多虎皮很可能来自印度。

而且，被中国查获、来自尼

泊尔的虎皮很可能也源于印

度。这3个国家查获的豹皮

数量远远超过查获的虎皮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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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2

China’s largest single confiscation of big
cat skins, seized at the Purang Pass on the
border with Nepal i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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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et over the seizure-report period. India and

Nepal are not traditional consumers of Tiger

bone, so the bone seized in these countries

was probably destined for China.

Figure 23 shows seizures of Tiger and

Leopard skins from China, India and Nepal

from 1999 to 2005. China has seized a greater

number of skins than the other two countries.

Although the website of the China CITES

Management Authority does not report any

of their seizures as having originated in India,

it is nonetheless likely that many of China’s

skins come from India, insofar as many of the

skins seized in India (as well as Nepal) appear to have been destined for China. Further, the seizures

by China that originated from Nepal may well have originated in India. The number of Leopard

skins seized greatly outnumbers Tiger skins in all three countries.

Table 21

Seizures of Tiger and Leopard bones in China, India and Nepal, 1999–2005

Tiger/Leopard Tiger skeletons Tiger bone Tiger/Leopard bone
Country bone (kg) (sacks) (pieces)

China 335 31
India 175 4
Nepal 118 5 103
Totals 628 35 5 103

Sources: China: Govt of China (2006b); India and Nepal: (Banks et al., 2006)

Table 21 lists seizures of Tiger and Leopard bone for the three countries over the same period. A

significant quantity of bones has been seized, demonstrating that demand persists. India and Nepal

are not traditional consumers of Tiger or Leopard bone, so as with skins, it is likely that these

products were destined for China. Yet comparing Table 20 with Table 21, it appears that in all

three countries more skins have been seized relative to bones. (This comparison assumes that one

skin represents one Tiger, while approximately 10 kg of bones represents one Tiger; see, for example,

the estimates reported by Chinese medicine industry representatives in Jenkins (2006) and reviewed

in the Introduction) This suggests that the market for Asian big cat skins may have grown larger

than the market for bones. However, bones can be more difficult to detect than skins, and may thus

more easily evade law enforcement detection.

A review of news reports (Box 1) shows that most of the seizures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s

border regions, particularly along the borders with Myanmar, Nepal and Russia. Th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stop cross-border trade, and in recent year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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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2003年在中国－尼泊尔边境普兰关，中国查获

的最大一批大型猫科动物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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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和其它缔约国（CITES，2005）。

表20引自刊登在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网站上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在1999－

2005年间查获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的情况（中国政府，2006b）。在有些执法行动中，查获到

大量的虎皮。2003年10月9日，在中尼边境阿里普兰关附近的桑桑镇，西藏自治区海关查

封一批货物，缴获1,392张动物毛皮。在这批货物中，有31张虎皮和581张豹皮（Tsering，

2006：图22）。

市场调查（参见虎皮一节）和查没信息都表明雪豹皮不如虎皮和其他豹皮常见，尽管

在西藏地区，野生雪豹数量较多。这可能是因为在西藏，穿戴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皮衣的新

趋势可能起源于西藏南部康区，这个地区有虎豹但却没有雪豹。

据中国政府（2006b）报导，被查获的大型猫科动物产品来源地分别为：

中国： 11例

缅甸： 15例

俄罗斯： 8例

蒙古： 5例

尼泊尔： 3例

肯亚： 2例

尼日利亚，朝鲜，吉尔吉斯：各1例

无法确定： 4例

遏制老虎贸易:1993年国内贸易禁令后的中国野生虎和圈养虎产品市场33 遏制老虎贸易:1993年国内贸易禁令后的中国野生虎和圈养虎产品市场 34



表21.  1999–2005年期间中国、印度和尼泊尔查获的虎骨和豹骨

国家 虎骨/豹骨（公斤） 老虎骨架 虎骨（袋） 虎骨/豹骨（件）

中国 335 31

印度 175 4

尼泊尔 118 5 103

总计 628 35 5 103

来源：中国：中国政府（2006b）；印度和尼泊尔：（Banks等，2006）

表21列出在同一时期3个国家

查获的虎骨和豹骨数量。大量虎豹

骨的查获，表明需求仍然不减。印

度和尼泊尔不是虎豹骨的传统消费

国，就像虎豹皮一样，这些产品

很可能都是准备走私到中国的。

然而，对比表20和表21就可以发

现，在这3个国家中，查获的毛皮

量相对的要比查获的骨头数量大

（在比较时，假定1张虎皮代表1只

老虎，大约10公斤虎骨代表1只老

虎；参见，中药产业代表的估计资

料（Jenkins，2006）及本报告的综

述）。这说明亚洲大型猫科动物毛

皮市场可能要比亚洲大型猫科动物

骨头市场规模更大。但是，亚洲大

型猫科动物骨头可能不像动物毛皮

那样容易被发现，因此也许能更容

易逃避执法检查。

查阅新闻报导（方框1）就能发现，大多数查获行动都发生在中国的边境地区，特别是

同缅甸、尼泊尔和俄罗斯交界的边境沿线地区。这表明了国际合作对阻止过境贸易的重要

性。而且近年来，中国已经主办了多场国际会议，同其它的虎豹分布国共商执法工作（中

国政府，2007）。

中国查获了大量的亚洲大型猫科动物，这体现出中国开展了强有力的执法行动。中

国对偷猎和走私保护物种实行严厉的处罚（中国政府，1988，中国政府，2007），违法

者将被判处死刑，或者长期监禁，包括无期徒刑（Mainka，1997；Anon，2004b；Anon，

2006f）。然而，查获结果也揭露出打击非法贸易中存在的棘手问题，主要的难题是产品源

于其它国家。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主要的虎骨和虎皮市场在不断地萎缩，可能意味着需

求也在不断地减少。而另一方面，查获的数量很大，这可能又会得出需求并没有下降的结

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查获的数量很大，反映出西藏的虎皮需求很旺盛，只是在最近才

呈现出需求下降的迹象。但是一直也有大规模交易虎骨的情况，例如，有一人因在数年中

40 TAMING THE TIGER TRADE: China’s markets for wild and captive tiger products since the 1993 domestic trade ban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China        India            Nepal

Tiger skins
Leopard skins

Figure 23

Tiger and Leopard skin seizures in

China, India and Nepal, 1999–2005

has hosted a number of law enforcement

meetings with other range States (Govt of

China, 2007).

The high number of Asian big cat seizures in

China shows strong law enforcement effort.

China has strict penalties for illegal hunting

and trade in protected species (Govt of China

1988, Govt of China, 2007), and lawbreakers

have been executed or given long prison

sentences, including life imprisonment

(Mainka, 1997; Anon, 2004b; Anon, 2006f).

Still, the seizures reveal a troubling level of

illegal trade, primarily in products originating

in other countries. Our surveys indicate that

the primary markets for bone and skins are

declining, which could suggest decreasing

demand. High levels of seizures, on the other

hand, might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demand is unabated. In part, the high seizure

levels reflect strong demand in Tibet for skins that has only recently shown signs of decline.

But there have also been cases of large-scale trading in bones: for example, one man was sentenced

to life imprisonment for selling, over several years, over 20 Tiger skeletons (Anon. 2006f).

Review of news reports about seizure cases (Box 1) yields numerous examples of people who do

not seem to be regularly engaged in this type of business and do not have a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price or marketing methods. This could apply even to the larger volume seizures.

This type of trader might be exemplified by the Taiwan-based trader who was caught in 2005 with

140 kg of Tiger bone from Sumatra (Anon., 2005g). After the high profile seizure, TRAFFIC’s

office in Taipei held a meeting with major Chinese medicine dealers, who believed that this trader

was new to the business (with less than three years experience), and did not grasp the seriousness

of the Tiger bone trade ban (Joyce Wu, pers. comm., 2006). However, some of the skin seizures,

and prosecutions in Nepal and India, point to longstanding, highly organized smuggling operations

(Banks et al., 2006).

Both types of illegal traders are involved—professional networks as well as opportunistic amateurs

attracted by potential high profits. The existence of professional networks implies organized demand,

and it is likely that if the Tibet skin market continues to decline then this type of trade will also

decline. The existence of opportunistic amateurs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continued demand,

but could reflect people who are hoping to make money but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a buyer lined

up in advance, in a country with increasing consumer buying power on the one hand, and mobility

on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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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在1999–2005年期间，中国、印度和尼

泊尔查获的虎豹毛皮

遏制老虎贸易:1993年国内贸易禁令后的中国野生虎和圈养虎产品市场35 遏制老虎贸易:1993年国内贸易禁令后的中国野生虎和圈养虎产品市场 36



销售20多套老虎骨架，被判处终身监禁（Anon.，2006f）。

回顾查获案件相关的新闻报导（方框1），我们发现大量的这样例子：涉案人员似乎并

非经常性地从事这种业务，也不熟悉交易行情或销售手段。这种情况甚至可能适用于一些

批量较大的查获案件。这种交易者的典型例子可能就是一个台湾的贸易商，在2005年被查

获从苏门答腊走私140公斤虎骨（Anon，2005g）。在这次引起轰动的查获案件之后，国际

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台北办事处同一些主要中药经营商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认定这个

交易者从事这种业务时间不长（经验不足3年），不太了解虎骨贸易禁令的严肃性（Joyce 

Wu，pers.comm，2006）。但是，有些虎皮查获案件和尼泊尔及印度的检控案件则属于组织

严密的长期走私活动（Banks等，2006）。

有两种非法贸易商涉足老虎产品走私活动——既有受潜在高额利润诱惑的投机型业余

交易者，也有高度专业网络。专业网络的存在意味着有组织的需求，如果西藏虎皮市场继

续萎缩，这种专业组织所操控的贸易可能将也会随之减少。投机型业余交易者的存在未必

意味着需求也会持续地存在，但可能反映出在消费者购买力日渐增强而流动性又不断增大

的国家中，人们希望赚钱但却未必事先有等待购货的买主。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的多次调查表明几乎没有非法虎骨药市场存在的证据，非

法虎皮贸易行为也日渐减少。这些结果表明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和对野生种群的压力都已经

减少。但是，查获到老虎产品这些事实却又表明在中国一定程度的老虎产品需求仍然继续

存在。这种需求可能很容易再度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可能会很迅猛。

根据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无论受特别保护动物（或被列入一级名单中的物

种，包括老虎）是来自野外，还是圈养动物，其尸体都应当由国家当局予以销毁。尽管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2.5号大会决议，建议要求库存的亚洲大型猫科动物产

品应当予以销毁，但对于查获的老虎产品，包括虎骨和虎皮，中国政府却历来都是库存起

来，而并不销毁（CITES，2005）。中国政府还准许老虎繁育中心把虎骨和老虎其它器官保

存在冰柜里，而不是让国家当局予以销毁（Jenkins，2006）。有一宗诉讼案件涉及到官员

从政府在1994年查获的老虎产品存货中盗取了12.95公斤虎骨。在一篇评论这宗案件的文章

中，Zhao（2004）指出保留好这些存货要耗费大量的开支。Zhao 描述了中国内部的这场纷

争：有些人认为应当把这些存货卖掉赚钱，而另一些人则要求销毁这些存货，以帮助铲除

国内老虎产品市场。

方框1：

有关亚洲大型猫科动物查获案件的中国新闻报导和其它信息源

Anon.（1999c），Anon.（2004b），Anon.（2005h），Anon.（2006 f），Anon.
（2006h），Cao（2004），Ding和Lei（2006），GaMa和Zhang（2004），Gao和

Yang（2001），Gao等人（1999），Ji和Wang（2001），Jian和Zhou（2002），Mao
（2006），Qian和Ma（2004），Theile（2003），Wang （2000），Wu和Li（2002），

Yang（2003），YFB（2006），Zhao等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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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保护政策：

用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和

其它科学研究来评论

国内圈养老虎药贸易合法化的论点
为了保护野生虎，也为了与所有其它虎豹分布国的行动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的建议保持一致，中国长期执行的政策是禁止所有老虎产品的国内贸易，包括标

识含有老虎成份的产品。正如本报告的前文所述（在简述中），已有人请求中国政府改变

这项政策，准许国内贸易圈养虎药品。2007年1月，中国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提交一份报告，概述了政策改变提议者的论点，他们声称现行的政策未能起到保护老

虎和有益公共医疗的作用（中国政府，2007年）。老虎饲养中心也声称他们需要通过销售

老虎产品，来负担饲养野化放归老虎的成本（Cui，2003年；中央电视台，2003年；Luo，

2005年；Anon，2006年c）。在下面的一节中，根据调查结果和通过查阅已发表的科学文

献，我们分析要求改变中国现有政策的论点。

国内和国际贸易禁令未能起到保护老虎的作用吗？

合法化提议者的首要论点是现行的政策未能起到保护野生虎的作用（中国政府，2007
年）。事实的确如此，人们认为，现在全球老虎的数量（Bindra，2006年）和分布范围

（Sanderson等，2006年）均低于不久前的估计资料。但是，我们必须得慎重地解释现有和

过去估计数据间的差异。老虎及其栖息范围的确有所缩减，但是，新的估计数据虽然较

低，却也说明经过数十年加强对老虎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后，人类对老虎的了解更准确，方

法更先进（Karanth等，2003年；Sanderson等，2006年）。换句话说，过去的估计数据也许

高估了老虎的数量及其活动范围。

当前有关老虎状况的信息的最佳来源是老虎保护全景数据库，这是一个全面而科学

的全球评估方法，它绘制了野生虎种群的分布地图，划分了野生虎种群的类别（Sanderson
等，2006年）。它发现77%的现有老虎分布区包括“已知的和受保护的足以维系一个稳定种

群的老虎繁殖种群地区”。尽管老虎仍然是一个濒危物种（猫科动物专家组，2002年），

但是在其大部分现存的分布区内，受到了有效地保护。这个情况比许多老虎专家在上个世

纪90年代前半期所担心的结果要好得多，当时老虎成为焦点物种，国际社会担心老虎药的

生产而导致其遭到偷猎，。

国际和国内贸易禁令对老虎保护工作的贡献有多大？在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

定中国医药市场是野生虎的首要威胁（Mills和Jackson，1994年；Nowell，2000年）。当时，

世界第一份全球老虎状况评估发现大多数老虎种群（127个种群中的113个，即89%的老虎种

群）受到中－高程度偷猎压力的威胁（Dinerstein等，1997年）。

但是最近的老虎保护全境再评估表明，商业偷猎对老虎的压力已经减少。表22列举出

了由研究虎种群的77位生物学家确定出来的虎受危因素（Sanderson等，2006年）。这些威

胁按严重性、急迫性和普遍性进行排序。老虎偷猎被列为第四大威胁，但是，这种猎杀行

为是偶然性的，也就是指老虎在猎人猎捕其它动物时被误捕。在这15种威胁中，老虎器官

的国际贸易排在第7位。执法不力是目前老虎受危的首要因素，而偷猎在过去曾是首要威

胁，目前的排次并不突出。相对于针对性的猎杀老虎而言，偷猎老虎猎物被认为对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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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种群的威胁更严重。

这些全球老虎状况和威胁评估表明，国际贸易禁令已经对保护野生虎大有帮助。国内

贸易禁令似乎更加得力有效，因为“老虎器官的国内贸易”是排序相对较低的老虎种群威

胁因素（表22）。尽管非法贸易依然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尤其是对因受其它因素影响野生

资源已经濒于枯竭的老虎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但是，在过去十年间，其严重性似乎有所

减轻。

自禁令出台以来，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在中国进行了多次调查，每次调查都发

现市场上老虎药可供应量大幅度地减少；而在禁令出台之前，老虎药品牌大约多达200个。

虽然这些调查也都发现仍存在着一定的非法国内贸易，但是在禁令生效后这段时间，这种

非法贸易的规模却已大大减少。这已足够说明禁令对老虎保护事业产生了积极的贡献。如

果中国老虎药市场不再继续是国内外野生虎的主要威胁，那么，中国虎骨药的禁令已经帮

助促进了老虎保护事业。为此，我们应当向中国表示祝贺。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中国老虎药市场已经大幅度地缩减。但是，如

果重新准许这种贸易，市场可能会急剧扩大。中国经济已经比1993年制定贸易禁令时要强

得多，中国一旦重开老虎药市场，对野生虎种群的威胁将会更大，这将使过去十年来中国

在老虎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果付之东流。

圈养虎药的合法供应会取代非法供应吗？

即使目前中国的老虎药市场不再是首要威胁，但仍是野生虎种群的诸多重大威胁之

一。从理论上来说，圈养虎供应来源能取代野生供应，进一步地减轻这种威胁（中国政

表22.  老虎种群面临的各种威胁（按严重性排序）

威 胁 致命性得分*

执法不力 1942.8
猎杀老虎的猎物 1936.1
老虎种群规模小 1909.1
偶然猎杀老虎 1544.8
缺乏连通性 1510.0
栖息地退化 1499.3

老虎器官出口到其它地方 1461.9
栖息地破坏 1385.7

针对性的猎杀老虎 1325.2
资源掠夺性开发 1229.0

老虎器官的国内贸易 1029.7
缺乏合法保护 585.7
国内动荡 188.7

遭受其它食肉动物的竞争 176.4
疾病 21.7

 * 致命性得分高表示相应的威胁严重（例如，它正在减少老虎种群），它急需引起关注，其不断影响老虎的保护。

来源：Sanderson等，（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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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2007年）。如果有老虎器官的替代品，野生虎还会不会继续遭到偷猎？答案几乎是肯

定无疑的“会”。在中国，野生虎替代供应源已存在多年，但野生虎却继续遭到猎杀，并

加工成中药进行销售。这种替代供应源一直是假冒的老虎制品。真虎骨只有通过仔细分析

才能确定，有关这方面的科学文献已经出版了很多，这就证明老虎药市场上假冒现象非常

普遍，辨别真假老虎药非常困难（Ding，1983；Ding，1985；Chen，1990；Chen，1991年；

Song，1991年；Lin和Chen，1988年；Yates，2000年）。

这些貌似真品的赝品已经满足了中国一部分市场需求。如果没有这些赝品，这部分

市场可能会把目光转向野生虎。但是很显然，野生虎产品市场一直继续存在，国际野生物

贸易研究委员会和其它环保组织的调查以及中国和其它的政府执法部门的查获行动已经证

实了这一点。充足的替代供应源并没有取代野生虎的供应。野生虎种群已经处于十分脆弱

的濒危境地，如果我们轻率为之，任何可能扩大老虎产品市场，助长野生虎偷猎行为的事

情，都太冒险了。

在一份有关异地生产和就地保护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常委会也同样表达了这种担忧（CITES，2006年）：“如果一个物种具有很大的市场价

值，只要存在合法的异地来源，就可能会刺激非法贸易（使野外捕捉的标本合法化）…根

据大会12.5决议，即使贸易的产品来源于圈养虎的器官和衍生物都要禁止，[表明]担心这种

风险可能会超过任何保护利益”。

即便使用圈养虎来合法生产的老虎药能同非法野生虎器官和产品明显地区分开来，由

于潜在消费者偏信野生虎的药力更强，药效更好，野生虎药的需求也可能仍会持久不衰。

中国公共医疗离不开老虎药吗？

除了亚洲医药学科之外，人们并不普遍地认为虎骨具有医药价值。但是许多中国人却

的确认为虎骨很有效。促使老虎贸易合法化的提议者声称，在国家批准药品成分清单上重

新增添虎骨（《中国医药学报》）和使用圈养虎生产老虎药（中国政府，2006年a和2007
年），可以减少人类的病痛。

缺少虎骨药对公众健康的负面影响可能的确是考虑让老虎贸易合法化这个问题的原

因。但是，中国政府已经大量投资研究虎骨替代品。例如，研究濒危物种药品替代品已经

纳入中国21世纪议程的行动计划（Meng和Zhai，2000年）。在中国同行审查期刊中发表的

许多科学研究已经证实其它普通物种—包括猪，狗，牛和老鼠—的骨头同样具有虎骨的效

果（表23）。

根据这些研究，几种中药正在被研制。1995年，政府批准北京同仁堂药酒厂生产“塞

隆抗风湿酒”，替代虎骨酒（Chu和But，1997年）。另一家公司已经在实验室合成虎骨氨

基酸剖析图，已经得到政府批准，制造和销售含有这种人造虎骨的金天格胶囊（Anon，

2003年b；公司网站：www.ginwa.com），双盲对照试验证明在治疗主要骨质疏松症方面，和

真虎骨丸和虎骨胶囊的疗效相同（Zhang等，2005年）。

在本报告的文献查询中，只找到两份科学报告声称虎骨的特点同其它动物骨头的特

点有重大差异。该两份报告由同一位作者发表在同一份期刊的连续页面上（Yang等，1993
年a，b）。这种早期研究工作似乎已经被方法更先进的大量研究所取代。近来的很多研究

表明其它哺乳动物骨同样具有虎骨的特点（Sun和Li，2002年；Suo等，2004年；Zhang等，

2005年；Guo等，2006年；Liu和Han，2006年；Zhou等，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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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中国研究虎骨替代品的方法和研究发现

有关虎骨替代品的

主要研究发现
研究报告 研究方法 研究报告

抗炎效果等同 1，2，3，4，9 紫外线分析 7

无机化合物含量等同 2 聚合分析 6，14

毛细血管透析效果等同 1，9 红外线分析 8

氨基酸剖析图等同 3，5，9，13，14 药效对比 3

止痛效果等同 3，9 实验室动物试验 1，2，4，9

微量矿物质含量等同或更高 6，9，11，12，14 化学分析 5

糖胶含量等同 5
原子吸收光谱，氢化物

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测定

法和催化波示波极谱仪
12

实验室蛋白合成可以复制 13
人类多中心随机双盲控

制试验
13

骨矿物密度增强效果等同 13 双能X线骨密度仪 13
替代品的必需氨基酸和

含硫氨基酸较低
10a

钙水平的血液测试，碱

性磷酸酶活性
13

替代品等电位点性能较低 10b 关联分析  14

研究：1. Wang等，1974；2. Wang等，1975；3. Anon.1976a；4. Anon.1976b；5. Sung等，1995年；6. Mao等，1995年；7. Liu等，1995
年a；8. Liu等，1995年b；9. Zhang 1996年；10a. Yang等，1993年a；10b. Yang等，1993年b；11. Sun和Li 2002年；12. Suo等，2004年；

13. Zhang等，2005年；14. Zhou等，2006年。

巨大的圈养虎种群对中国老虎保护很重要吗？

老虎繁育中心一直称野化放归需要有巨大的圈养虎种群，是中国老虎保护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了负担成本，他们想销售老虎产品（Cui，2003年；中央电视台，2003年；

Luo，2005年；Anon，2006年c）。但是大规模地饲养老虎对中国老虎保护的意义到底有多

大呢？

在最近数十年中，中国失去了大部分的野生虎。把圈养虎放回到野生虎已经灭绝的

地方是中国老虎保护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切实可行，野化放归的目标值得称颂，但

是，在老虎保护工作中，这种方法目前还没有成功的记录。既没有严肃认真地尝试过，也

没有成功地实现过。查阅科学文献也没有发现在野生虎保护方面具有广泛经验的专家们

提倡过这种方法（Nowell和Jackson，1996年；Dinerstein等，1997年；Seidensticker等，1999
年；Tilson等，2000年；Ginsberg，2001年；Zhang等，2005年；Breitenmoser等，2006年；

Gratwicke等，2006年；Sanderson等，2006年）。

替代品已获得政府批准，并通过各种科学方法证明是有效，对野生虎没有潜在不利影

响。既然有这类替代品，就说明公共医疗并非离不开虎骨药。许多权威医生也认为虎骨并

非是中药必不可少的成分（CATT，2006年）。在1999年的台湾调查中，有78%的医生说可

以接收使用虎骨替代品（Nowell，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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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科动物专家意识到，圈养大型猫科动物的重新引入具有很多潜在的危险。圈养的大

型猫科动物在野外不可能成功的猎食和繁衍。更重要的是，适宜老虎生存的地方非常少，

这些地方是指原先有老虎分布的，目前栖息地退化和对老虎及其猎物的猎杀压力已经得到

缓解的地方。

在中国，几乎没有适宜老虎野化放归的栖息地。在图1所示的潜在栖息地中，大部分

地区没有野生猎物，广阔的森林都是非土生土长的人工林，不适宜老虎生存。中国圈养虎

也没有狩猎野生猎物的经验。它们依赖人类，习惯了人类，而且如果真的被放入野生环境

中，可能会同人类种群产生直接的冲突。如果真的尝试野化放归，初期放归必须小规模进

行。中国现在有4000只圈养虎，已经远远超过需要的数量。既然这些老虎是一小群奠基者

种群的后代，许多老虎都是混血的亚种，因此它们的基因库也值得怀疑（Wang等，2005
年；Wei等，2005年；Anon，2006年g）。

中国圈养最多的虎亚种是东北虎（P.tigris altaica）。在黑龙江，为这个亚种建立了横道

河子繁育中心。但是野生的东北虎没有灭绝，国际和国内专家一致认为重点应当放在栖息

地保护上，鼓励从俄罗斯远道而来的野生虎自然移居（Miquelle，2000年；Zhang等，2005
年）。通过努力和投资，在老虎保护方面，俄罗斯种群一直是最成功的范例之一。中国如

果重视栖息地和猎物的保护，而不是老虎圈养，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单个圈养虎种群大，也给当局提出了可能带来公共健康危害和疾病的问题。在2004
年，H5N1型禽流感在泰国Sri Racha动物园大爆发，这里饲养着泰国最大的圈养虎种群（当

时有400多只老虎）。共有140多只老虎死亡或被政府疾病控制官员实施安乐死。起初，人

们认为，这些老虎是因为吃了污染家禽而生病的，但是后来调查人员确定是禽流感在老虎

间传播所致（Thanawongnuwech等，2005年）。在疫情爆发前16个月，曾有100只老虎被从

Sri Racha公园送往中国海南三亚“爱心世界”主题公园（Cao，2004年）。这一举措被广泛

地指责是违反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规定，公约规定附录I物种的商业贸

易受到禁止。泰国首相他信·西那瓦（Thaksin Shinawatra）下令国家情报署署长进行调查，

调查组发现这次运输隐藏着商业目的。结果，泰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管

理局局长被免职（Wangvipula，2004年））。2002年，横道河子繁育中心为了避免老虎感染

H5N1型禽流感，对其实施隔离措施。当时，虎死亡率高达40%（Xia等，2003年）。可见，

在这样庞大的圈养虎和其它大型猫科动物种群中，很难控制传染疾病的蔓延扩散。

在中国，老虎的繁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目前由于圈养虎数量过多，代价很

大。中国老虎圈养场的运营费用很高，浪费严重，消耗了国家老虎保护资源（Green等，即

将出版）。科学界不支持圈养虎的野化放归，这些老虎分散了用于野生虎及其栖息地保护

的财力和人力。圈养虎器官的贸易会加剧对老虎保护工作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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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2005/2006年的调查发现，很少有销售虎骨或其它亚洲大型

猫科动物骨头生产中药的情况。大多数医药销售人员都知道这些物种受保护，禁止进行贸

易。几乎没有人愿意违反法规，出售虎骨或豹骨。药店非法贸易的规模可能比两次市场调

查发现的规模要大。但是，毫无疑问，长期以来，中国贸易禁令政策已经大幅度地减少了

本国老虎和其他亚洲大型猫科动物药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规模。任何一种产品的非法贸

易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本研究发现的非法贸易的规模很小，据此可以推断中国政策已经

成功地实现了其预期的目的。

然而，近些年，虎豹皮衣市场在西藏迅猛扩张，贸易禁令的实施效果收效甚微，这已

引起了国际恐慌。目前，贸易初显下降的迹象，这主要归功于公众意识宣传活动的开展。

2005年，被调查的西藏人称如果环保运动要求大家不要购买和穿戴虎皮藏袍，他们愿意放

弃（Tsering，2006）。2006年上半年，环保界和宗教界掀起了强大的宣传运动，呼吁西藏人

不要购买濒危野生动植物产品。随后的调查发现，销售虎豹藏袍数量不断地减少，价格下

跌，西藏人对这种衣服的兴趣也在降低。这表明公众教育能够成为提高意识，改变消费行

为和减少非法贸易的非常有效的手段。但是，仍应保持警觉，以防贸易只是转入地下。有

必要采用更加严厉的执法措施，以减少这种威胁，成功地实施中国的禁贸政策。

近年来，中国查获的老虎和其他亚洲大型猫科动物产品的数量量比任何其它老虎分布

国都多。这表明中国执法行动强劲有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需求继续下降，继续保

持这种强力的有效执法行动，非法的国际贸易在不久的将来也会随之下降。但是，无论这

些老虎尸体是来自于查没的还是繁育中心的，中国都没有对其进行销毁，这往往会影响老

虎贸易控制的努力效果。保留存货和赋予其高昂的价值，这就使人们产生这样的印象：老

虎产品可能会重新进入市场，进一步威胁野生虎的生存和挑战执法努力。

中国商人一直不遗余力地刺激市场对老虎产品需求，他们通过虎产品的贸易中谋取暴

利。本报告专门引用了大量的实例，如将普通酒说成是虎骨酒营销，把普通肉假冒昂贵的

奢侈品老虎肉出售。不管老虎产品是真还是假，也不管是来自于野外还是圈养，这都会促

使对老虎产品的需求持续存在下去，从而与中国禁止非法贸易的政策背道而驰。

尽管中国的饲养场的确已经成功地繁殖了老虎，但是，这种成功有可能会抵消中国迄

今为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中国的老虎繁育中心已经向中国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力促准

许其销售老虎产品。它们以世界上空前的速度增加饲养老虎的数量，似乎想迫使政府摒弃

长期保持的成功政策，同意其商业追求。中国人民历来以憎恶浪费闻名遐迩，老虎繁育中

心就声称死虎尸体不使用是极大的浪费。但是准许任何圈养虎产品贸易行为都有可能使中

国迄今为止已在拯救野生虎方面所做的全部努力化为泡影。

让圈养虎产品贸易合法化很有可能会使中国在实施野生虎保护政策过程中艰辛获得的

成果受到质疑，吞噬长期保持的成果和野生虎贸易下降的主流趋势。简单地说：

      禁止一切虎产品国际国内贸易的政策已经起到了帮助保护全球野生虎种群的作

用；

      合法供应用圈养虎生产的老虎药不可能会取代用野生虎生产的非法老虎药；

      禁令似乎对中国公众健康没有产生什么危害，因为深入研究开发出来的替代品已

被接受，并且容易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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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养虎种群规模庞大对中国老虎保护的意义并不很大；它们分占了用于野生虎及

其栖息地保护的财力和人力，也带来了重大的公共健康和安全的风险。

与野生虎的濒危状态相对应，这些结论支持着中国长期贯彻执行的贸易禁令政策。贸

易政策既然已证实行之有效，就不应该有所变化，除非能提出令人折服的科学论据来证明

改变政策能促进老虎保护。通过分析改变政策的主要论点，我们发现这些论点没有令人信

服之处。中国国内市场销售圈养虎产品几乎肯定会给极少数商人带来巨额收入，进一步刺

激圈养虎的数量增长。但是，它同时也会逆转中国长期坚持的成功保护野生虎的政策，同

国际保护行动背道而行。

改变现行的政策将会使15年的执法工作付之东流。15年来，中国政府、医药界和野生

动物保护界同心协力，多学科联合，努力向消费者和从业者广泛地宣传有关老虎药的替代

品。如果改变现行的政策，所有这些心血都将白费。在取缔国内合法老虎贸易的过程中，

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中国都已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反映了中国政府值

得称道的领导能力和责任感，阻止了过去十年因市场需求经把国内和邻国老虎推向灭绝边

缘的情况发生。

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政策将继续在决定老虎命运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这方

面，老虎的处境类似于中国野生动物的象征－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在中国，

老虎的濒危处境远比大熊猫恶劣，它应当被作为“熊猫的小兄弟”来对待。就象大熊猫一

样，中国老虎保护的首要目的应当是维护和恢复野生种群，给予严格的法律保护，禁止一

切老虎产品的商业贸易，认真地管理饲养规划，以高质量的饲养设施来保护动物，而不是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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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中国在缓解野生虎贸易威胁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

上世纪90年代前半期，人们普遍担忧中国对老虎产品的需求将会使老虎在新千年来临之际

灭绝。如今，老虎幸存了下来，这足以证明中国的保护行动是迅捷的、严格的，也是高度

负责的。中国的老虎贸易禁令全面实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各项决议，

同邻国和其它虎豹分布国以及以前的老虎消费国的政策相和谐一致，已经成为其它各国学

习的榜样。中国政府应当继续实行其全面的老虎贸易禁令政策。

但是，中国西部地区大型猫科动物皮张的非法贸易依然存在，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这种非法贸易主要来自于邻国印度。中国政府应当继续保持和加强执法工作，打击西部地

区的非法虎皮贸易行为。

中国政府已经收到准许圈养虎产品贸易的请求。在考虑对禁令政策作出任何改变的过

程中，中国政府已经表示“基本原则是任何决定必须有益于保护野生虎，有益于打击非法

贸易这个物种和其它野生动物。”（中国政府，2006年a）。我们已经搜集科学证据，证明

任何让圈养虎产品贸易合法化的决定都将会危害野生虎，鼓励非法贸易（参见老虎政策一

节）。中国政府应当拒绝放宽禁令政策的任何请求。

圈养虎种群急速增长消耗大量的资源，助长老虎产品的需求长久不衰。中国政府应当

暂停老虎饲养，任何新的饲养规划都应当是国际合作和协调的规划。库存的老虎尸体及其

老虎器官应当予以销毁，中国老虎保护的经济支持应当转向栖息地保护和保护措施。

公众教育已被证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中国政府应当强化其现行老虎贸易禁令的

意识，明确地公开声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许使用老虎器官生产中药或滋补品。消费其它

大型猫科动物物种也应当予以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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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虎骨药用价值和养虎前景评估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盛和林

盛和林是《中国哺乳动物》（中国林业出版社）编著者之一

英文翻译：Elaine Hsiao，Caroline Liou和徐玲

老虎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毛皮，用作装饰和收藏，二是虎骨药酒和滋

补保健品。虎骨药用价值到底有多大呢？

一、虎骨有何特异之处？

虎骨药已有千年历史，据记载，其主要功能有：除湿散寒、舒筋活络、活血化

瘀、强筋健骨、补肝益肾、止痢。本草同时也叙述了羊骨、鹿骨和狗骨酒的应用，

它们都属于骨类药。骨类药单纯的骨粉或者骨胶据说也有消炎、镇痛、抗骨质疏松作

用。虎骨药是这些骨类药的一种。近期研究表明虎骨并不含有特殊成份，它和狗骨、

羊骨、猪骨和其它哺乳动物骨骼在成份上并无差别，二者骨的成份相同，只是含量上

有些差异，并没有特殊之处。

二、虎骨药是传统药，传统药是否一定应要继承？

传统的，不一定是科学的。在几百年前医学还不发达的时代，人们患病时往往

进行尝试法，成功机会多的就保留下来，其中不排除会有偶然性，会有些靠不住的

“药”传给后人。例如，夜明砂（蝙蝠粪）和望月砂（野兔粪）—会有多少疗效？遗

憾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人将它列入动物药名录中，还舍不得抛弃此类糟粕，在药源相当

丰富的今天，为什么非要病人服用动物粪药呢？那些即使有某些疗效的药，但并非特

效药，且有疗效相当、资源更丰富、更廉价的药时，为什么一定要继承呢？

三、虎骨药为什么会广为流传？

在骨类药中，为什么只有虎骨药广为流传？是不是它的效果特别好呢？虎骨成份

既然并无特异性，显然不是它的疗效，很可能是心理因素的作用。老虎威猛、健壮，

是百兽之王，将老虎视为健康的象征是很自然的。几百年前的老百姓用其骨，肉，血

和某些器官来尝试治疗自身相应部位的疾病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吃肝补肝）。直到

近来，江西农民还是相信老虎和豹子全身都是补品，有眼疾者吃其眼治眼，体虚者饮

其血，虎骨当然成了对筋骨的大补品了。因为毕竟是肉类，多少有点营养成份，心理

上也有个安慰。虽然羊骨和狗骨等也有类似于虎骨的作用，但从心理上，虎骨影响更

大，更易被群众接受。

四、虎骨的药效究竟如何？

虎骨的成份与其它动物骨相比，既然没有特异之处，说它有什么特效实在太勉强

了，至今并无具有说服力的科学依据。

1. 为什么虎骨入药不单用，而要与白酒配合，白酒本身是活血的，后来又配伍木瓜，

鹿角，藏红花等多达一、二十种的中药。这些药和酒的加入，显然与虎骨作用不明

显而逐步改进的结果，加了酒和这么多种药材后，其疗效是虎骨所为还是药酒所为

呢？

2. 西北高原研究所和同仁堂合作配制的“赛龙风湿酒”，有与虎骨酒完全相同的功

能。此药也用动物骨，是什么动物呢？其实是一种地下生活的鼢鼠的骨骼。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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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鼠类骨骼不是也有虎骨的作用吗？但是在商业上就不能以鼠来冠名，鼠的名声

不好，是不会受百姓欢迎的。

3。再有一个例子，昆明动物研究所也曾用鼢鼠骨配伍药酒，称“龙骨酒”，说其活血

消肿功效比虎骨酒还好。龙骨是什么呢？因为配方是保密的，朋友只略透露一点：

它是好几种动物骨配制成的，其中有鼠兔骨，是一种草原的兔类，大小和长相像

鼠。取名龙骨也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虎骨酒和龙骨酒我都曾试用过，二者对消肿

去痛也未觉有特殊效果。说实在的，贴一张伤痛膏也会有效的。除了本草和近来记

载的羊骨、狗骨、鹿骨、猪骨和其它鼠类骨骼外，应还有更多的其它动物骨可配制

类似于虎骨酒的药，并非非用虎骨不可。

4. 从虎骨到豹骨：老虎曾遍布全国，它是中国食肉动物中最大最强壮的猛兽，百姓受

虎的影响是长期而直接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尝试药源时首先会考虑到虎，而不会想

到狮子。其实老虎和狮子是同属动特（Panthera属），为什么不用血缘关系最接近的

狮骨呢？，除了中国没有狮子外，似乎没有多少道理，但当虎骨供不应求时，中药

商会想到体型仅次于虎的豹子，最初为“金钱豹”，这似乎也说得过去，因为豹与

虎同属于Panthera，二者是近亲。在老虎和金钱豹供应仍感不够时，比豹小一点的云

豹骨也用上了，云豹可是另一个属（Neofelis），与虎不是近亲，为什么要用它代虎

骨呢？大概他们不一定知道它们的血缘关系，不过同样带有一个“豹”字也就算是

豹了。后来，猫属的金猫也用上了，为什么会用金猫呢？也是有理由的，因为金猫

在农村和商品市场上也称豹，根据不同毛色称红春豹，龟纹豹或理豹、芝麻豹，黑

豹等，这样不也带上“豹”字了吗？其骨当然也可代虎骨了。这里并无科学可言。

所以能流传至今，无非是人们心理上的需求，对它有所期待，毕竟有酒和药在发挥

作用。以上表明，虎骨也不过是骨类的一种而已。

曾有一个单位自己处理了一头老虎，将虎骨浸酒，第一次1000斤的酒，售给职工

和作为礼品赠送，取尽后第二次再加1000斤，只售给“走后门的”熟人，第三次又加

入1000斤，才公开出售。这就是在利益启动下的开发，自然赚钱不少。试想，浸过三

次后的虎骨能渗出了多少成份，这些成份在每斤酒中占有多少，能有多少作用？但

是，只要喝的是有虎骨的酒，心理的感受是特异的。

既然虎骨并无特殊疗效，且有不少代用品，当然，不必对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进

行开发了，这种开发即使有点效益，也是建立在损害社会效益的基础上的，不值得提

倡。

五、养殖虎的出路

既然虎骨药和其它骨类药相比，仅有类似作用和效果，并无独特的疗效，其它骨

类药完全可以取代虎骨。那就没有必要非用虎骨入药。由此，建议如下：

1. 计划养老虎。根据观赏、科普展出、科研等为目的的限量饲养。为经济效益开发养

虎，是以损害社会效益为代价的，得不偿失，不宜提倡。

2. 现有饲养单位的多余老虎的出路，部分用于教学科研或陈列；其余的可与他国交换

其它动物或作礼物赠送。

3. 主管部门应当机立断，尽快向养虎专业户表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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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是野生动植物贸易监视网络，致力于确

保野生动植物贸易不会对自然保护构成威胁。它在全球大部分地区设有代

表处，同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大会秘书处密切合作，携手开展工

作。

欲了解进一步的信息，请接洽：

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

香港中环士丹利街22号登宝大厦2001室

电话：（852）2 530 0587

传真：（852）2 530 0864

Email：trafficea@biznetvigator.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