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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

本报记者 原金

当归真堂 2 月 1 日出现在 IPO
申报企业基本信息表时，谁也没有想
到，一场有关“活熊取胆”讨论的话题
会在网络上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虽然从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半
月有余，但由于归真堂正处于上市缄
默期，所以外界根本无法得到归真堂
的任何回应。反倒是中国中药协会与
亚洲动物基金成为对垒双方，针对
“活熊取胆”争得面红耳赤。

虽然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反复
强调“中国中药协会不是一些中药企
业的利益代表方”、“我们不是代表中
药厂利益的一个相关方”，但毫无疑
问中药协会已经成为舆论口诛笔伐
的对象。

而这种舆论风险，也正在不可避
免地笼罩归真堂。

归真堂拒绝收购

自从归真堂再次谋求上市的消
息传开之后，动物保护组织以及各方
面的专家都开始呼吁取缔“活熊取
胆”的这种形式，然后，谋求发动舆论
的力量阻止归真堂上市。不过，归真
堂并没有正面回应。
除了之前一直在呼吁取消“活熊

取胆”的亚洲动物基金，其它动物保
护组织也开始行动。2月 14日下午，
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向中国
证监会递交了一份吁请函，这份名为
《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吁请
函》的函件是由 70多位名人联名提
交的，其中包括全国政协常委冯骥
才、著名歌手韩红、著名主持人崔永
元等。这份吁请函中细数归真堂不能
上市的三大理由，从合法性上质疑归
真堂的上市申请。

2月 17日是中国 SOS 求助创始
人白一鹏向福建归真堂发出股权收
购函的截止答复日期。此前，白一鹏
曾向福建归真堂及其部分股东发出
股权收购函，以求通过收购归真堂部
分股权的方式来得到自己在公司内
部的话语权，从而达到影响其上市，
阻止“活熊取胆”事情发生的目的。但
白一鹏并没有收到任何答复，也就意
味着通过这种途径来阻止归真堂上
市的计划失败。

白一鹏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还未收到归真堂及其创投股东的
答复，但不会放弃，接下来还会跟几
个股东召开商讨会来商讨下一步的
方案，并表示，如果可能将会提出更
有诱惑力的方案，扩充资金量。
尽管动物保护组织通过多种途

径像归真堂发难，但取得的成效甚
微。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关键时期的
压力对企业 IPO 是否成功起到重要
作用。在 2011年，就是因为当时巨大
的舆论压力，才使得归真堂上市失
败。

但已经有媒体报道，福建归真堂

将于 20日左右在位于惠安县的归真
堂生物园召开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式
回应外界对其“活熊取胆”工艺的质
疑。据称，这次发布会将向外界开放
其黑熊养殖基地，而国家药监总局、
国家林业局、中国中药协会等领导及
行业协会负责人也将出席此发布会。

争议上升至整个行业

就在舆论将矛头指向归真堂不
久，舆论传出一条消息，让整个局势
发生戏剧性转变。

2月 6日，中国中药协会给一些
主要媒体发出沟通函，函件称，“受西
方利益集团资助的、由英国人创办的
亚洲动物基金，假借动物保护名义，

长期从事反对我国黑熊养殖及名贵
中药企业的宣传”，其目的就是“胁迫
我国取缔养熊业，以限制熊胆粉入
药、削弱中药竞争力、为西方利益集
团垄断中国肝胆用药市场谋取更大
利益”。

此言论一出，立刻挑动了大众最
敏感的神经，舆论矛头指向了中药协
会。中药协会替归真堂承受了一定的
舆论压力。

中国中药协会的内部人士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透露，这份声明是在
去年 12月份出发的，他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来。但中国
SOS求助创始人白一鹏面对《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完全是归
真堂在做公关，并且公关手段相当拙
劣。

2月 13日，事件进一步升级，亚
洲动物基金正式向中国中药协会发
出“制止函”。《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亚洲动物基金那里得到的函件中
称，要求中国中药协会撤回此前向
媒体发出的沟通函中有损亚洲动物
基金声誉的内容，向亚洲动物基金
正式道歉并不再向媒体或公众作出
关于亚洲动物基金的任何不实陈
述。

16日下午，在中国中药协会举行
媒体沟通会上，房书亭对记者追问的
沟通函问题避而不答，称“关于我们
和有关媒体的沟通函里面提的一些
话，这些问题我们正在进行研究，研
究完了之后我们请教有关方面的人
士，会给一个答复。”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观察，在整
个事件始末，无形中的舆论压力全部
压在中国中药协会身上，而并没有针
对归真堂这一家企业。

事实上，单独针对归真堂上市的
争议已经升级为针对“活熊取胆”整
个行业的质疑与非议。

利益纠葛成为舆论口舌

16日下午，中国中药协会举行媒
体沟通会，房书亭就有关“活熊取胆”
以及黑熊养殖、熊胆应用等问题作了
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而这次沟通会
也是中药协与相关媒体针对“活熊取
胆”行业诸多问题的第一次正面交
锋。

在这次沟通会上，房书亭的一些
言论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房书亭在
新闻发布会上称，“取胆汁过程就像
开自来水管一样简单，自然、无痛，完
了之后，熊就痛痛快快地出去玩了。
我感觉没什么异样！甚至还很舒服。”
此言论一出，立刻遭来舆论唾骂。甚
至在晚些时候，中药协会的官网发生
被黑客攻击的现象，页面大标题出现
“中药协：‘活熊取胆’无痛，熊很舒
服”的字样。

在这次沟通会上，房书亭回应记
者称福建归真堂并非中国中药协会

会员，但就在 2月 16日晚，中药协会
在其官网上发布更正声明：“经查，福
建归真堂股份有限公司系我会会员。
另：房书亭会长 16日下午在媒体沟
通会上表述有误。特此更正，并致歉
意。”

福建归真堂是否是中国中药协
会的会员牵扯到两者是否有利益纠
葛。曾有媒体称，查证归真堂是中药
协会的副会长单位。但据《中国企业
报》记者证实，福建归真堂确实是中
药协会的一般会员单位，每年需向中
国中药协会缴纳会费 5000元。

17日晚，《中国企业报》记者得到
消息，中国中药协会打算开放部分养
熊场，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但在
此前的媒体沟通会上，房书亭否认了
要开放 100 个养熊厂请大家自由参
观的传言，仅承诺，如果媒体朋友感
兴趣，会在大家方便的时间促成此
事。

终于，归真堂顶不住舆论压力，
在 18日晚间归真堂在其公司官网宣
布，将于 2月 22日和 24日两天对外
开放熊场，预计接待人数为 100名左
右，并特别对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
等 72位意见领袖和动物保护组织人
士发出邀请。但邀请函发出后不久，
网站陷入瘫痪。

约定的开放日还未到来，之后局
势究竟会如何发展，谁也无法预料，
但舆论压力之下，信息公开是必然
的，也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归真堂深陷舆论漩涡
“活熊取胆”折射
中药产业之困
本报记者 原金

“活熊取胆”已经挑动普通公众的神经，动物保护组
织与企业和协会之间的争论至今越演越烈，仍然没有结
论。

熊胆究竟为何物？有何功效让人们如此偏爱？

熊胆不可或缺？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我国的养熊业最早是始
于 1984 年，自从邻国朝鲜引进活熊取胆技术之后，就开
始圈养黑熊。根据中国中药协会的介绍，我国黑熊养殖
企业的数量，已经从 90 年代初的 480 多家，规范整理成
现在国家林业局核发的养熊和各种准许证的一共有 68
家。

而在药用方面，当前跟熊胆有关的产品主要有熊胆
粉、熊胆酒、熊胆胶囊、熊胆茶及解酒、保肝、明目等方面
的药品和保健品。

在舆论的争论中，有关熊胆滥用的话题被广泛提及，
熊胆茶等一系列保健品令人诟病。活熊取胆应用于保健
品让人无法接受，如果从保护中药资源这个角度讲，熊
胆应该满足必需的临床需求就可以了，开发成保健品就
成为熊胆的滥用问题。

不过在这一点上，中国中药协会会长房书亭也在本
月 16 日举行的媒体沟通会上指出，有一些阶段有关方面
曾经批准过熊胆粉等用熊胆制成的保健品。但在 2004 年
7 月 1 日，卫生部专门发文，不再批熊胆粉做保健品和食
品。

不过，熊胆跟中药有什么渊源？为什么在中药里非要
用熊胆这一味药？不用熊胆可以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药学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
医学会常务理事金世元教授来了解熊胆跟中药之间的关
系。

金世元教授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重点
介绍了熊胆的历史以及在中药中的地位和作用。“熊胆
是一种传统中药，熊最早入药是在《神农本草经》中有记
载。根据《图经本草》的记载，熊胆主要治疗时气寒热，今
天的说法是急性热病，相当于传染病”。

据记者了解，我国中药的来源主要是动物、植物和矿
物。根据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期进行
的全国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的结果，目前我国有 1.2809
万种中药资源，有 11146 种是植物药占资源的 87%，有
1581 种动物药，占中药材的 12%。

对中药来讲，当下药源面临紧缺的局面也是事实，尤
其是动物类的药材资源稀缺，形成了中药发展的瓶颈，
再加上近年来动物保护意识的提高，中药发展与动物保
护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这次熊胆事件就是一个例
子。

人工熊胆不等于中药？

一位从事中医中药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在中药中，一种药具备一种功能，有些药虽然
药效相同，但是病因病理不同。熊胆毕竟是跟其他草药
不一样，虽然中药有很多种，并且分类很多，但是珍贵药
物是代替不了的。

上述业内人士这样认为，合成的中草药虽然在药用
效果上看是可以达到原本的效果，但是功效其实是不行
的，达不到原有药物的药效，合成中药不值得提倡。

除了中草药替代之外，还有一种替代活熊取胆的方
式是人工合成熊胆。与人工熊胆一起陆续进入研究的，
人工麝香、人工牛黄、人工虎骨，上世纪 90 年代末都纷
纷投产，但人工熊胆却迟迟没有研究出来。

资料显示，我国的人工熊胆项目从 1983 年开始立
项，由当时的沈阳药学院和辽宁省医药研究所共同参
与。

从 1983 年开始，六年实验室阶段，1990 年就经国家
药监局审查合格，按照指定的 6 家药品试验基地医院开
展临床试验，1992 年报请国家药监局审批。然而，在此之
后的 10 多年内，人工熊胆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房书亭说，“到目前为止，这项工作还仍在紧张的进
行中，并且我可以这么讲，即使研究成果经过验证，它可
以有天然熊胆的某些方面的功能和疗效，但是毕竟和天
然的熊胆在临床上是有差距的。”

不过，亚洲动物基金张小海认为即便是用活熊取胆
的方式取出来的熊胆也是不能食用的，他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很多熊胆是从患有肝炎甚至肝癌的黑熊
肝脏里流出来的，这种取胆方式，本身就会使取出来的
熊胆受到污染。

在《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些中药专家都
表示人工合成的熊胆在某些方面可以达到跟天然熊胆相
类似的功效，但是，依靠现在的科学技术条件，还远远达
不到完全取代的程度。

没有人工替代品就意味着现阶段必须要采用活熊取
胆的方式来解决熊胆的消费问题。但这其中夹杂着动物
福利等等问题。

在中国中药协会的媒体沟通会上，房书亭对熊胆汁
的获取有一番自己的理解，“从科学检测结论和实践工
作看，种群管理到位，营养合理，取胆熊的各项生理指标
与非取胆熊基本是一致的。这表明引流取胆未对黑熊健
康状况产生影响。”

同时，房书亭表示，国家林业局正在大力规范黑熊的
养殖行为，包括：取缔“铁背心”，改善养殖设施设备和环
境，淘汰“有管造瘘”技术，制定科学营养标准，鼓励开展
繁殖工作等。房书亭认为近些年，我国黑熊养殖条件已
经得到极大改善，技术也得到很大提升。

但张小海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活熊取胆这种
制药方式是非常残忍的，他认为动物福利问题实际是人
与动物关系的问题。

张小海说，“大规模动物福利问题，最早还是来自西
方开始的大规模动物饲养等。我反对因为中国有活熊取
胆产业，就说中国人是残忍的民族。但我们更不能说，别
人也残忍，我们就容忍自己的残忍行为。活熊取胆这个
问题是应该得到解决的。”

虽然从事件发

生到现在已经半

月有余，但由于归

真堂正处于上市

缄默期，所以外界

无法得到归真堂

的任何回应。反倒

是中国中药协会

与亚洲动物基金

成为对垒双方，就

“活熊取胆”的话

题争得面红耳赤。

专业人士称，许多中药
面临药材紧缺、药材药性不
可替代的瓶颈

中药协力挺“活熊取胆”再引舌战

相关链接

归真堂
福建归真堂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一家以
稀有名贵中药研发、生产、销售
为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中药制
药企业。公司主营业务为黑熊
养殖、熊胆系列产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

归真堂拟登陆资本市场
相关责任方
拟登陆创业板（提取熊胆的企
业也能上创业板）

上市保荐机构：
万联证券

会计师事务所：
天健正信

律师事务所：
国浩律师(上海)
创投机构：
江苏鼎桥创投 7650万元入股

对于上市企业来说，关键时期的压力对企业 IPO是否成功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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