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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皮磊

近三分之二网友认为应淘汰养熊业
近日， 关于“养熊业应否淘

汰”的话题又火了起来。
据澎湃新闻报道，不久前，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网站上发
布了《我国活熊取胆的现状与养
熊业战略转型的建议》调研报告。
报告建议 2020 年后，通过发展替
代技术、做绝育手术、发放财政补
贴等方式，争取在 2035 年甚至更
早时间淘汰养熊业。

对此， 中国中药协会药用动
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委员会（以下
简称专委会）称，国研中心的报告
与刚刚通过的新修订的《野生动
物保护法》、即将通过的《中医药
法》的大背景相悖。

专委会向国研中心发函称，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对
动物入药予以肯定”，明确了人工
繁育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经科学论证，纳入国
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
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 不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

在专委会看来，上述两部法律
相互呼应，为包括黑熊在内的野生
动物入药提供了法律支撑。专委会
认为报告中关于 2035 年甚至更早
时间淘汰养熊业的相关内容并没

有得到相关法律的支持。
然而， 相关研究者以及动保

人士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8 月 8 日，多位野生动物保护

专家及野生动物保护组织负责人
表示，“活熊取胆” 应属于虐待动
物行为，已经被新修订的《野生动
物保护法》明确禁止，并且在该法
实施细则及相关名录还未公布的
前提下， 专委会拿该法为其“辩
护”还为时过早。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
究员解焱认为， 黑熊能否列入人
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还不确定，因为《野生动物保护
法》中有一条明确规定“禁止虐待
动物”，凭这一条黑熊养殖很难通
过专家的认可。

解焱强调，即使黑熊被列入人
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可以人工繁育，但也并没有任
何一条法律规定允许“活熊取胆”。

而目前管理部门的态度依旧
不明确。 此前，国家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后的管理需要把握
好如何区别对待这两类野生动
物， 这在执法当中增加了鉴定和
认定的难题。 法律通过后，我们作
为执行部门， 就要不折不扣地去
执行，既要把野外的管理好，又要

让产业发展，这是一种兼顾吧。 ”
就此话题，《公益时报》 联合

新浪公益、 问卷网和凤凰公益联
合推出本期益调查———你认为养
熊业是否应该淘汰？

调查自 2016 年 8 月 11 日
15 点发布，截止到 8 月 15 日 10
时 45 分 ， 共有 1116 名网友参
与。 数据显示，约有 66%的网友
表示应该淘汰养熊业，认为活熊
取胆过程非常残忍，药用价值再
大都应该被禁止，而且可以发展
代替技术和药品。 有 34%的网友
认为不应淘汰养熊业，因为天然
熊胆有人工合成品不可代替的
药效，应该在保护和利用间找到
平衡点。

关于“活熊取胆”是不是虐待
动物的行为， 有 72%的网友认为
“活熊取胆” 限制了熊的活动自
由，对熊的健康产生终身影响，是
虐待动物行为。

对于应如何解决关于野生动
物入药的争议，52%的网友表示应
加快立法， 对野生动物是否能入
药作出明确规定；23%的网友表示
应完善养熊业标准， 发挥监管部
门的作用；25%的网友认为， 应借
鉴国际经验与技术， 用创新手段
推动中医药行业发展。

截至 8月 15日 10时 45分

网友留言：

市北区新都心开发办 ：
很多人专门去中药店买 ，需
求摆在那里。 禁绝活熊取胆，
只会鼓励野外盗猎， 法律不
是那么健全， 少数群众还有
些迷信愚昧的时候， 现阶段
只能维持现状。

icetree 伺机待发： 还是
慢慢引导吧，现在就业难啊，
那些养殖场的工人的就业也
要考虑的， 设置个期限慢慢
退出市场。

Wo 家有只洋：应该被淘
汰， 因为据说已经研制出可
以取代熊胆的药物， 只是没
有被大量运用。 虽然现在的
取胆技术已经得到改善 ，但
这仍然是一种对熊的长期伤
害。 而且熊胆的作用只是用
在醒酒药、眼药水这种地方，
完全没必要。

@ 虚实之间： 坚决支持
取缔， 容忍虐待动物就是社
会不文明的表现。

1.你认为养熊业该被淘汰吗？
A. 应该淘汰， 可以发展替代技术和产品；

31%
B.应该淘汰，取胆过程残忍，药用价值再大

都应被禁止；35%
3.不应该，天然熊胆有人工合成品不可代

替的药效；14%
D.不应该，不能“一棍子打死”，在保护和利

用间找到平衡点。 20%

2.你认为“活熊取胆”是虐待动物的行为
吗？

A.是，限制了熊的活动自由，对熊的健康产
生终身影响；72%

B.不是，现有养殖企业都必须按国家规定，
采用无痛“无管引流”技术。 28%

3.在目前的情况下，你认为应如何解决关
于野生动物入药的争议？

A.加快立法，对野生动物是否能入药作出
明确的规定；52%

B.完善养熊业标准，发挥监管部门的作用；
23%

C.借鉴国际经验与技术，用创新手段推动
中医药行业发展。 25%

全国首家“失独养老院”将投
入运营 10 位老人入住

据《北京晨报》报道，考虑到“失独”老人多不愿与
有子女的老人同住，北京市特将“第五福利院”改造成
专门接收“失独”老人或独生子女伤残老人的福利院，
入住申请工作 7 月中旬启动，8 月办理入住手续，首批
投入运营的床位不少于 50 张，目前已完成 10 位申请
入住老人的公示工作。

点评：“失独”老人集中居住是否合适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问题，后期运营效果有待观察。

公益性组织派发过期食品
最高可罚 10 万元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广州市临近
保质期和超过保质期食品管理办法》规定，社会福利
机构、 慈善机构等公益性组织派发超过保质期食品，
食品生产经营者捐赠超过保质期食品，食品经营者将
超过保质期食品退回食品供应商、未销毁超过保质期
食品等行为，将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或者造成食品安全事故的， 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
元以下罚款。

点评：公益慈善不是施舍 ，高标准严要求才能真
正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近 90%民众愿意购买来自
更高福利养殖场的猪肉产品

8 月 11 日，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联合中国兽医协
会、新华公益在京发布《中国公众猪肉消费意愿调查
报告》，这项涵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共 2070
个样本的报告显示， 近 90%民众表示愿意改变自身
消费和饮食习惯， 转而购买来自更高福利养殖场的
猪肉产品。

点评： 公众越来越意识到动物福利的重要性，所
有的动物都有享受免于痛苦的生活的权利。

7月全国灾情总体偏重
7018万人次受灾 612人死

民政部、 国家减灾办发布的 2016 年 7 月份全国
自然灾害基本情况显示，今年 7 月，我国各类自然灾
害共造成全国 7018 万人次受灾，612 人死亡，192 人
失踪。 与 2011—2015 年同期均值相比，因灾死亡失踪
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倒塌房屋和直接经济损失
均偏多一倍以上。

点评：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需要更多本
地化的应急救援组织投入救援。

时间 捐赠方 金额或物资数量 捐赠方向 受赠方

2016年 8月 10日 山西潞宝集团董事长韩长安 100万元 未成年帮教工作 登封慈善总会

2016年 8月 11日 安钢集团 174万元 暴雨受灾救助 安阳市慈善总会

2016年 8月 11日 北京生根慈慧公益基金会 500万元 康定市“11·22”地震重建 康定市政府

(2016 年 8 月 8 日至 2016 年 8 月 14 日)
（制表：王勇）

8 月 13 日，为了给患有噬血细胞综合征的 4 岁
儿子一凡筹集医药费，广东河源的邹先生在北京街
头穿着《植物大战僵尸》中向日葵的服装，5 元一张
求与路人合影。“花样”求助越来越多，这是求助者
的无奈，更显示出常态救助机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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