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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中药资源不仅维系着中医药行业的生存与发展,而且

失调的趋势,千篇一律的低水平重复生产方式造成多数药材供

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迄今为止,许多研究人员

大于求,非道地药材和地方品种在贸易环节中存在严重的“占

围绕如何保护我国野生中药资源提出了诸多建议,而且我国中

位性病变”。如“浙八味”之一的杭白芍因质实沉重、有效成

央和各地方政府为保护野生中药资源也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的

分高而备受一些知名企业青睐,但由于其生长周期长(需 3 年

法律法规。如国家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森林法》、《草

以上)、成本高、产量低、价格高而缺乏市场竞争力,目前种植

原法》、《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野生植物保护条

面积萎缩到不足 2 000 亩,且仍有不断减少的趋势。一方面白

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等；地方政府制定的

术、延胡索、丹参等药材产区的盲目扩大,次产区的形成,影响

有《湖南省野生植物资源保护条例》、
《吉林省野生植物保护管

药材的质量；另一方面,道地药材由于产量低、生长周期长、

理暂行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草资源保护管理暂行规

价格相对高,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不

定》、《(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保护甘草资源的规定》等。

得不违心地使用较多的农药和化肥,转变传统的加工方法,以

通过这些法律法规,初步实现了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

增加产量、节省成本,其品质也随之下降。

的有法可依,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野生中药资源保护也起到了

1.2.2

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参与国际交

如传统道地药材安徽宣州的太子参落户于福建、贵州等；浙白

流和贸易的迅猛增加,我国野生中药资源被乱采滥挖的趋势没

术在河北安国、江苏盐城、安徽亳州、湖南衡阳等渐成规模,

有得到有效遏制。这不仅对野生中药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也

但在发展的同时也不乏部分道地药材逐渐减少。如亳州自古以

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尽管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

药都著称,自华佗以来,其药材种植更是久盛不衰,迄今已成为

很多(如现行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等),但其中最关键的则是错综

我国最大的药材生产基地(药材面积达百万亩,占全国药材种

复杂的利益集团的相互竞争。有鉴于此,笔者基于国家利益的

植面积的 1/10),但这样大的生产基地,其道地药材亦屈指可

诉求,提出保护我国野生中药资源的国家战略。

数(药典上冠以亳字命名的仅 4 种,即“亳芍、亳桑皮、亳菊花、

1

亳花粉”)。资料表明,亳州境内药材 430 余种,其中道地药材占

我国野生中药资源现状

1.1

野生资源的危机

道地药材产量急剧萎缩

虽然药材种植浪潮遍布各地,

1/100 左右。其中除亳芍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 75%外,亳花粉、

随着我国传统药物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药材的供求矛盾

亳菊花、亳桑皮的现状都不容乐观。亳菊花在历史上曾是与祁

会日益突出。目前,我国年消耗药材 40 万 t,绝大部分仍然依

菊、怀菊、滁菊齐名的亳州传统道地药材,如今在亳州几乎荡

靠野生药材来满足市场的需要。由于对动植物药材资源的过度

然无存,其原因是价格低、产量低,相应的则是产值低、效益低。

开发已经致使大面积植被毁坏,导致生态不断恶化、野生药材

在亳州的菊花大面积种植的是杭白菊(相对产量高、价格高),

资源加速枯竭,许多药用动植物处于濒危状态,给自然环境和

而亳花粉和亳桑皮两个品种在亳州恐怕是少之又少,其主要原

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如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西方国家从我国

因是亳花粉既没有改良花粉(短脖一号)产量高,也没有江苏花

大量进口紫杉醇原料,导致我国西南地区生长了上百年的大片

粉价格好。因此,传统道地药材亳菊花、亳桑皮、亳花粉如不

紫杉林严重被毁；另外,由于石斛的需求量剧增,使该类植物的

加以保护,这些道地品种将逐渐萎缩甚至有灭绝的可能。

野生蕴藏量大量减少。而药用动物的濒危情况更加严重,被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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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 162 种药用动物中,林麝、黑

2.1

国际社会有关生物资源保护立法现状
《生物多样性公约》

熊、马鹿、蛤蚧等 40 个种类的资源显著减少,其中麝香资源比

1992 年通过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
(Convention on Biosafty

20 世纪 50 年代减少 70%,虎骨、犀角等物种的濒危已影响了近

Diversity,CBD)是当今世界保护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国际公

30 种动物药材的市场供应。

约,它旨在通过多方面的工作和途径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其中

1.2

包括对传统知识的保护。CBD 通过其第 8(j)、10(c)、15.1、

1.2.1

道地药材的困境
道地药材难以“地道”

全国药材发展已出现结构性

16.3、17.2 和 18.4 等条款规定了涉及传统知识利用与保护的
诸多方面。在这些条款中,尤以第 8(j)条最为重要。该条款规

基金项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建设计划资助项目

定了传统知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一个基本框架。首先,它从

(SYS100270430、JD100270539、SYS100270659)

可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用角度描述了传统知识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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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提供了保证传统知识持有人能够参与传统知识利用并从

3.2

中获益的两个机制,分别是“同意与参与”和“利益的公平分

3.2.1

享”。其他条款则分别规定了与传统知识利用相关的一些方面。

特别的职权,平时更多地是促进各机构分享信息,在处理遗传

这些条款已经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关立法的依据。CBD 实际

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申请时,进行初步审查并向主管部门

上对《联合国本土居民权利宣言草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它

作出是否批准的建议。如菲律宾《第 247 号行政令》专门设立

首次提出了“土著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是知识财产

了“生物与遗传资源跨部门委员会”(隶属于菲律宾环境与自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延伸,因而有权得到平等急迫的

然资源部)作为执行和实施该项法令的主管机构。该机构并非

保护”。CBD 是迄今唯一特别认可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在生

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家主管部门,而是环境与自然资源部、卫

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需要对它们进行保护的国际公约。

生部、农业部和科技部共 4 个国家主管部门的协调性机构。该

2.2

委员会的宗旨是将政府各相关部门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相关

《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

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
《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并公正和公平分享通过其利用所产

协调主管模式
建议型协调机构

该机构针对其它原有部门并不享有

者联合起来,其人员组成采取了利益相关者多元参与的战略,
既包括环境与自然资源部(担任主席)、科学与技术部、农业部、

生的惠益的波恩准则》(简称《波恩准则》)的目标是：提供缔

卫生部、外交部等主要相关政府部门,也包括科学界、非政府组

约方和利益有关者一个透明的框架来促进获取遗传资源和公平

织和土著社区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包括

分享惠益(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of genetic resources

处理学术和商业研究协定的申请、审查申请,并就相关政府部

and traditional knowledge,ABS)；特别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门是否应予批准提出建议；确保研究协定的条件得到主管部门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能力建设,以确保有效

和申请者的遵守；确保遵守事先知情同意并颁布相关指南等。

谈判和实施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安排；加强资料交换所机制；帮

3.2.2

助各缔约国建立保护土著社区知识、创新和实践的机制及获取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申请的权限,无需再向其他主管

与惠益分享制度。《波恩准则》要求每个缔约方均应指定一个

部门提出建议。如哥斯达黎加《生物多样性法》设置了“生物

获取和惠益分享方面的国家联络点和一至数个国家主管部门,

多样性管理委员会”(简称“管理委员会”)和“国家保护区系

审批型协调机构

此类协调机构通常具有处理和审批

进而根据本国法律、法规和政策,负责批准获取遗传资源。《波

统”两个负责生物多样性事务的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是遗传

恩准则》还规定了遗传资源使用者和遗传资源提供者在执行共

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家主管部门。管理委

同商定条件时应有的责任。
《波恩准则》提出遗传资源获取和

员会组成基本包括了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惠益分享过程中的步骤,这包括“事先知情同意制度”和共同

其主要职责是接受、批准、拒绝和控制获取生物多样性成分与

商定条件。“事先知情同意程序”要求获取遗传资源需要取得

遗传和生化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申请；协调任何与保育区、

资源提供国的事先知情同意,内容包括：给予知情同意的土管

私营部门、土著人和农民社区获取活动相关的事项；同时也负

部门,时间规定,用途说明,取得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与利益

责组织和维持获取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申请的最新登记。

相关者的协商机制等。共同商定条件则是遗传资源提供方和获

相对于管制权力分属于各个相关部门的分散主管模式,协

取方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包括：遗传资源的类型、数量、活

调型主管模式具有以下优势。①新设立的常设性协调性机构,

动的地理区域,对材料用途的可能限制,原产国的主权,能力建

基本上维持了现行管理体制,避免了因大规模变动而带来的部

设要求,向第三方转让的规定,尊重土著社区的权利,保密资料

门阻力和其他代价。其中,建议性质的协调机构完全保留了现

的处理,如何分享惠益(惠益类型、惠益时间性、惠益的分配和

有的各相关主管部门及其管理权限,而审批型的协调机构也因

惠益分享机制)等。

确保了现行各相关主管部门的参与而最大程度地尊重和维护

3

他们的管理权限和积极性。②确保各相关主管部门在处理遗传

3.1

国外对生物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管理体制的模式
分散主管模式

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相关事项时及时交流、相

采用这种管理模式主要是那些迄今没有就遗传资源获取

互勾通,从而弥补各部门间在管理权限和政策上的漏洞,化解

与惠益分享制定综合立法或专门立法的国家(如老挝、厄瓜多

其重叠或冲突之处,最终有利于作出协调、一致的决策。③这

尔),所以,也就没有指定或者设立新的国家主管部门,而是沿

种协调性的机构在确保相关主管机构参与的前提下,还承认其

用现行的有关管理体制。该模式的主要优点就是各个主管部门

他利益相关者在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重要作用,大量吸收了这

对本部门管辖范围内的业务事项较为熟悉、具有相应的管理经

些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这种设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确保获取决

验。因此,通常可以迅速、准确地审查和批准获取与惠益分享

策的透明度、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惠益的公平分享。

建议书及其相关申请。然而,这种条块分割的部门主管模式的

但协调主管模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就建议性的协

缺陷也非常明显。最主要的就是因没有具有针对性的获取申请

调机构而言,由于本身不具有批准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

程序和要求,在这种条块和部门体制下获取遗传资源及相关传

取的权利,因此,只能就是否批准提出建议,最终的决策依然要

统知识在多数情况下意味着获取实际上是自由和免费的；另外,

由业务主管部门作出,无形之中增加了负责机构的数量及申请

各部门在管理权限上存在漏洞或重叠,又缺乏有效的协调,在

的步骤和环节,对行政主管部门和管制相对人都不太有利。如

应对复杂的惠益分享安排时,通常缺乏必要的谈判能力。

菲律宾的主管模式在实践中已经受到了批评,业务主管部门认

2008 年 12 月第 15 卷第 12 期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7·

为,跨部门委员会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其责任和负担,

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伪造冒用。②明确管理主体。虽

申请者也认为申请程序太过复杂。这两种形式的主管还有一个

然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原产地域产品保护规

共同的不足之处,就是在各相关部门依然享有一定管理权限的

定》和国家商标局实施的《商标法》中的证明商标都可用来保

前提下,协调管理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管制漏洞或重叠的问题。

护道地药材,但从中药材具有的药品属性来看,道地药材的管

3.3

理主体,应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宜。③道地药材专用

单一主管模式
该模式是由国家指定或新设一个专门的主管部门,由其对

标志认证过程中切忌盲目追大求洋。道地药材是经过人们长期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所有相关事项行

的实践而逐步形成的,体现了采集时间、加工方法等特点。因

使排他的管制权。如印度通过《生物多样性法》设立了一个全

此,在其专用标志的认证过程中要尊重道地药材的生长规律,

新的国家主管部门——国家生物多样性总局。该局有权对外国

切忌盲目追求集约化和规模化,而应注重药材的质量。④加强

个人、机构或公司为了研究或商业利用、或生物勘查和生物利

道地药材品种选育。道地药材由于种植历史悠久,积累了不少

用而获取印度境内的任何生物资源或相关传统知识的事项、所

地方品种和品系,对选育道地药材新品种十分有利。目前,各地

有与向外国人转让研究成果有关的事项,以及在印度国内外就

已从中选出不少好品种,政府主管部门应依法加强对新品种的

与在印度所获得的生物资源的研究信息所产生的发明申请知

保护,并鼓励育种单位对道地药材进行良种选育。

识产权等相关事项进行管理,并有权作出批准从事上述活动的

4.4

决定；同时,在批准进行上述活动时,该局有权就申请批准者、

强化野生药用植物基因资源的保护
野生药用植物多样性基因资源存在于多种多样的物种(品

相关地方机构和惠益主张者之间设立获得公平与合理分享相

种)及其亲缘植物中,包含了在漫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里积

关惠益的条款。

累下来的多种变异,是创造未来财富的源泉。另外,基因资源作

单一政府部门集中行使管制权的模式是一种较彻底的制

为一种不同于常规意义的资源已经成为可争夺的又一重要战

度安排,具有其他两种主管模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首先,有效

略资源。全面开展基因功能的研究(功能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

的单一主管部门在管制方面保持了更大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

学研究)已成为后基因组时代生命科学最重要的前沿领域,生

避免了多部门之间相互掣肘所带来的弊端。其次,单一主管部

物资源功能基因研究正向实际应用转移。基因序列是基因研究

门在组织、财政、人员等行政资源方面,要优于协调型的主管

的基础,而基因专利则是基因产业的基础,虽然对基因专利还

模式、更优于分散型的主管模式,这种优势可以使其集中处理

存在种种看法,随着注册基因的不断增多,我们不能不对药用

获取与惠益分享或更广泛地处理与其相关的问题,结果是管理

植物基因资源及相关基因产业的未来予以特别的关注。

效率更高、效果更佳。这反过来也有助于该部门更好地开展业

4.5

务知识和提高执法能力。
4
4.1

我国野生中药资源保护的国家战略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①规范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采集、收集、研究、开发、

确立利益分享机制
①明晰产权。我国《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水流、森

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由法
律规定属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可
见,我国的资源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所有。野生中药资源属于

贸易、交换、进出口、出入境等活动。②使相关法律法规协调

土地山岭上的附着物,也归国家和集体所有。但在我国,由于

一致。

“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两种资源所有形式在事实上

4.2

的虚化,使资源得不到应有的利用和保护,因此,必须首先实现

强化管理制度
①为加强横向的协调议事,克服以前囿于部门利益、权责

资源所有权的具体化和实体化。在资源产权制度上,将野生中

不清、遇事难以达到共识和共赢的弊端,应将原来诸多担负不

药资源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所有权归村集体；而对野生中

同职责的部门合并在一起,通过财政和行政手段进行协调,将

药资源所在的山林、山地、草场实行承包经营。②利益分享。

外部协调困难和利益摩擦内部化,我国应设立一个高层次的议

由野生中药资源产生的任何收益应由野生中药资源所在地集

事协调机构——国家野生中药资源保护委员会；并成立国家野

体和承包户分享以及用于改善当地经济和维护当地生态环境。

生中药资源管理局。②将野生中药资源列为国家战略资源,由

5

结语

国家野生中药资源管理局统一管理。③除有计划地满足国内临

美国的 Alfred Thayer Mahan 在 19 世纪末就强调：
“自身

床和科研需要外,严格控制直接商品化利用野生中药资源,鼓

利益是国家政策不仅合理而且根本的缘由所在,对此不用做什

励优先使用人工培育的生物物种资源；严禁野生中药资源的出

么虚伪的掩饰。按自身利益行事作为一个原则,一般不需要任

口贸易；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采集或转让野生中药资源及

何证明,虽然针对具体事例或许需要如此。”资源的稀缺性以及

其相关遗传资源；严禁携带野生中药资源参与国际交流。

相关产业对其严重的依赖性,使各国对资源不择手段的争夺已

4.3

趋白热化。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诸多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的纠缠,

发展道地药材
①设立道地药材专用标志。这种专用标志不仅表明该产品

我国的野生中药资源迄今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为了国家的战

产自特定的原产地域,而且还能表明该产品经过特殊的质量监

略利益,我国需要对中药资源尤其是野生中药资源采取严格的

控、加工工艺而具有特殊的质量特色。道地药材专用标志所有

管制措施。

权属于国家,是国家监控企业使用的法定产品标志,受国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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