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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猴引发资本市场牟利乱象对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

带来的借鉴意义

文/华小夏

摘要：我国有丰富的野生灵长类资源，在野生动物利用（贸易）的政策下，更是全球第一大

实验猴供应国，存栏量在 2013 年达到高峰 30 万，此数量一直维持至今。2020 年后，宣扬

实验猴短缺的文章和产业链人士的呼声不断，称短缺局面已经阻碍中国生物科技的发展。与

此同时，也有权威人士指出：实验猴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扭转，且存在养殖企

业近年来恶性竞争等问题。

本文探究了实验猴在我国的局面，也探讨了知名头部生物资产公司猴子的买卖和存栏情况，

特别是上市公司通过购买大量猴子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的案例。

文章还简述了中国实验猴出口及海外实验猴的情况和野外灵长类的状况。最后，文章还分析

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野生动物养殖和贸易的条款，并呼吁相关部门对资本市场通过野

生动物买卖牟取暴利等行为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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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丰富的野生灵长类资源，在野生动物利用（贸易）的政策下，更是全

球第一大实验猴供应国，存栏量在 2013 年达到高峰 30 万，此数量一直维持至今。

种类主要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食蟹猴（25 万）和中国本土猕猴（5万）。2020 年后，

宣扬实验猴短缺的文章铺天盖地，实验猴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人士都现身宣扬：

中国实验猴数量供不应求，价格飞涨，短缺局面已经阻碍中国生物科技的发展。

这些文章的背后有何玄机，实验猴在我国的局面到底如何，值得探究。

2017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种质资源中心主任的专家表态：我国实

验用的食蟹猴，猕猴产能过剩，供过于求的现象十分突出。国内对非人灵长类动

物的需求不大，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很难在短期内扭转。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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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 月，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向国家林草局递交了《关于实

验猴（食蟹猴，猕猴）普查的请示》，阐述养殖企业近年来恶性竞争，中间商恶

性压价。 如图：

这说明一直到 2019 年底，实验猴行业的问题仍然是供过于求，需要恶性竞

价来促销，以至于行业协会要向国家林草局求助，解决实验猴销售低迷的问题。

下面是我国实验猴的一些数据：

存栏量：30 万只，其中三分之二存栏是为了出口。这是 2021 年上海林业局

给出的数据。

生产量（新出生猴子数量）：2015 年是 9.43 万只。也就是生产与存栏比例

为 31%（9.43/30）。这是 2015 年官方普查数据。近期的生产量未见官方数据，

不过参考 2015 年的比例，和一些大型实验猴养殖企业的网站，可供销售量一般

为存栏量的 20%-30%，也就是 6-9 万只。

销售量：2016 年，共计销售 4 万只ii，其中国内销售 1 万只，出口国外 3

万只。2018 年，共销售 3.8 万只iii，其中食蟹猴销售 3.5 万只，猕猴销售 0.3

万只。2019 年，无官方数据，非官方来源说是 2-2.8 万只。从 2019 年年底，医

药研发合同外包（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 简称 CRO 公司）的上市公

司开始拓展上游产业链，大量买入猴子储存甚至收购养殖企业，买入的猴子并非

真正的实验用消耗量，详见后文。

综上所述，我国实验猴产能可达 6-9 万只，国内的需求 2-2.8 万只，剩下的

出口。国内的供应非常充分。而在 2020 年，因为新冠疫情，野生动物进出口被

叫停，3万只实验猴不再出口，供应方多出 3万只。同时因为新冠疫苗的研发，

对实验猴的需求增加，根据 2021 年 1 月的《上海科技报》，我国研发新冠疫苗和

药物，使用了 0.6 万只实验猴。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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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2.4 万只，因为新冠疫情的多重影响，跟往年相比，实际额外增加了

2.4 万只实验猴可供国内销售。这样看来实验猴供过于求的情况应该更加严重。

那么究竟是供过于求，还是短缺，最可靠的数据是全国存栏量的变化，如果

真的如产业链人士所说：需求大幅增长，生产量无法跟上，一直在消耗存量。相

比两年前，全国的存栏量应该显著下降，而实际上，全国存栏量持平，仍旧是

30 万只（出口的猴子份额留存在国内，抵消了国内生物医药的使用增长），这说

明实验猴短缺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那么为什么产业链上的人要宣扬实验猴短缺呢？实验猴又是如何从低价竞

争到所谓的“一猴难求”的？

国内的销售情况：

我们先看看过去两年谁在大量买猴子，又是谁在猴价上涨中获利.

涨价自然是对卖方有利，不过这次买方也赚的盆满钵满。

卖猴子的就是上游实验猴养殖企业，因为我国多年来一直实行野生动物利用

政策，也就是鼓励野生动物贸易，所以相关产业非常发达，头部实验猴养殖企业

的存栏量能高达 2万只，年出栏量 5000 只左右。它们的大客户一般是医药研发

外包 CRO 上市企业，近两年甚至被 CRO 企业收购，成为其子公司。下游客户：CRO

企业和一些科研院所，医院，大学等。

我国实验猴最大的销售商是广西雄森灵长类实验动物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广西雄森），从 2004 年起，国家林草局每年分配给广西雄森的实验猴销售限额

就远高出同行，根据林草局网站，2021 年，广西雄森向下游客户销售了 5140 只

实验猴（不包括销售给其他养殖企业用于优化种源的猴子）。此轮涨价，如果实

验猴单价上涨 5 万元（每只从 1 万元涨到 6 万元），广西雄森这样的大养殖商，

每年收入可增加 2.5 亿元。广西雄森总销量的 70%，3666 只销售给了同一家企业

--昭衍新药。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昭衍新药，603127）和无锡药明

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药明康德，603259）这两家 CRO 上市公司，是实验

猴产业最大的客户。

大量购买实验猴或者收购养殖企业，主要是为了降低使用猴子的成本

吗？而实验猴价格飞涨, 是否对 CRO 企业不利，造成营业成本上升，利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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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市场能否起到调节作用？当实验猴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下游企业会考

虑改用其他更便宜的实验动物或者其他替代方法，从而减少猴子的需求，最终使

猴子的价格回落呢？答案都是否定的。囤积了大量猴子的 CRO 上市公司是涨价的

获利者。答案就在其财务报表中：在财务上，实验猴属于生物资产，在价格的上

涨中，生物资产产生了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直接成为企业的利润。生物资产越庞

大，价格上涨越多，变动收益——利润就越大。（比如：1 万只猴子，初始单价

为 1万元，上涨到 3万元后，上涨的 2万元 X1 万只猴子=2 亿元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属于利润。）

药明康德的财报表明：食蟹猴和猕猴是公司唯一的生物资产。药明康德

是全球市值最大的 CRO 企业之一，2015 年从纽交所退市后，2018 年在 A股上市。

当年年报尚未出现生物资产的项目， 2019 年年底收购了实验猴养殖企业：苏州

康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苏州康路）及它的子公司广东春盛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简称广东春盛），苏州康路是 2019 年 9 月新成立的公司，半个月后收购

了实验猴养殖企业—广东春盛，11 月份就被药明康德收购，可以推测广东春盛

的 2万余只实验猴就是苏州康路的全部存货和生物资产。

2019 年财报显示，苏州康路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75 亿，而药明康德

支付了现金 8.04 亿，除了 1.06 亿为商誉外，净资产公允价值被估值为 6.98 亿

元，其中主要的溢价为实验猴资产（存货+生产线生物资产），这两项在苏州康路

的账面原值是 1.1 亿，而药明康德支付了 5.9 亿，高出账面价值 4.8 亿，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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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实验猴养殖协会还在为实验猴的价格低，企业恶性竞价发

愁，为什么此项收购中，实验猴被估算了如此高的公允价值？对这项公允价值和

账面价值的重大差异，药明康德未在年报中说明依据。

养殖猴子的多卖了几个亿，多掏钱的药明康德是不是吃亏了呢？非也。

高价买入猴子后，药明康德 2019 年年报上生物资产达到了 7.1 亿。随

着猴价的一路上涨，两年后，到 2021 年底，药明康德的生物资产达到近 15 亿，

并且产生了巨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利润）：2019 年为 500 万元；2020 年为

2.9 亿元；2021 年半年为 6.3 亿元，累计近 9.3 亿元，这 9.3 亿虽然不是真金白

银的流入，但是公司的净利润增加了 9.3 亿，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买入公司的股

票，从而推高股价，实实在在地增加大股东的财富。而只要猴价继续上涨，生物

资产的基数会越来越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也就是利润将会加速上涨。所以虽

然买猴子时多掏了钱，但是和股价上涨的收益比，实属小菜一碟。

昭衍新药紧随其后。

昭衍新药主业为：药物临床前安全性评价服务，主要使用灵长类实验动

物进行实验，完成药物的安全性，有效性评价。除了有少许实验鼠和比格犬，昭

衍新药重要的生物资产只有实验猴。昭衍新药购入实验猴数量的变化在广西一省

如下：2020 年，是 2932 只；2021 年，是 5986 只，购买量翻倍。而与此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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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飞速增加的生物资产，从公允价值的变化可知，昭衍新药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

在两年的时间内，从 3,094 万上涨到 2.3 亿，增加了两个亿，年化收益率为 180%，

猴子成了暴利的投资工具。

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越来越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也越来越多。

下面饼图是昭衍新药的归属母公司净利润，绿色是生物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单位：万元）

由此图可见，绿色部分生物资产涨价带来的收益不仅绝对值越来越大：

2019 年，1307 万元；2020 年，5472 万元；2021 年，12,532 万元。并且在母公

司净利润中占比显著增加，从 2019 年的 7%，到 2020 年的 17%，再到 2021 年的

22%，公司对此项利润的依赖在加大。

那么 CRO 企业消耗掉的猴子和存栏猴子的比例怎么样呢？

2021 年 1 月，昭衍新药发布公告，对 2020 年年报做出重要的会计政策

的变更，对生物资产的计量由成本法变更为公允价值计量，并对 2019 年的数据

进行追溯调整。

昭衍新药虽然在年报上说实验猴的用途很多，用量大，但是从 2021-008



— 7—

号公告可看到生物资产计量会计政策的变更对2019年和2020年1-9月营业成本

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如下：

单位：万元 2019 年
2020 年 1-9

月
总计

营业成本调整 350 102 452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利润）调整 1,307 2,728 4,035

上图可见，近两年里，消耗实验猴调增的成本只有 452 万元，而存栏猴

子的生物资产，因猴价上涨，调增的利润是 4035 万元，是调增成本的 9倍。而

涨价后，生物资产增加了 5283 万元，如下：

存货的数据还包括其他试剂等货物，并非只有猴子，但是影响金额的增

减只与实验用猴相关。也就是假如一只实验猴涨价 1万元，昭衍新药 2020 年 1-9

月，消耗掉 102 只猴子，同时大致有 5283 只猴子存栏。当实验猴的年消耗量和

存栏量高达 1:40，意味着即使不繁殖，昭衍新药的现有存栏量也够它使用 40 年。

（昭衍新药宣扬猴子不够用，财报却显示使用的实验猴很少，就此疑问笔者电话

及网络留言给昭衍新药，没得到回复）

可以得出结论：上市公司买入大量实验猴作为生物资产，通过猴价大涨，

公司获得的利润，远大于实验用掉的猴子成本。这才是 CRO 企业对实验猴渴求的

真正原因。虽然所有的报道都对此三缄其口，但是上市企业的财报，明白地揭示

了这一点。上市企业有个特点，最好是每年的利润增长率同比（上一年度）都要

增加，才显得有投资价值，一旦增长率放缓，投资者会认为企业后劲不足，是负

面消息，会引起股价下降，从而使股东财富缩水。

而猴子的公允价值上涨收益，是由实验猴数量和涨价幅度两个因素决定

的，而无论是实验猴继续被 CRO 企业括入囊中，还是价格继续上涨，又可继续造

成实验猴供不应求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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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出现奇特的一幕：一边实验猴产业链人士大喊一猴难求，一边是

CRO 上市公司实验猴生物资产快速从几百万攀升到了十几亿。昭衍新药正在广西

布局自己的 15,000 只实验猴的养殖基地。另一家 CRO 上市公司康龙化成

（300759），在 2021 年收购了两家实验猴养殖公司，存栏量大约 7,000 只以上。

收购猴场后，这些公司不仅很少对外销售，自己使用的实验猴也在继续

外购，并不使用自己的存栏，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上猴子短缺的景象。

下图为 2021 年收购猴场后，康龙化成对投资者的回答

目前在新三板挂牌的还有两家实验猴养殖企业：北京的中科生物

（833207）和四川的横竖生物（871020），他们正等待在 A股的创业板上市。

关于生物资产的涨价，我们联想到生猪养殖业，2019 年，因为非洲猪

瘟，猪肉价格从年初的每斤十几元，飙升到年末的每斤三十几元v，而龙头养猪

上市企业的生物资产有几十亿之多，如果他们因为价格上涨，采用公允价值来计

量生物资产，不仅资产规模可扩大两倍多，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利润）

更将达到上百亿，而这些龙头企业的年利润也不过是几十亿上百亿，如此可轻易

地实现利润翻番，实现躺赢。

而实际上，所有的养殖企业都采用的是谨慎性原则，采用成本和价格更

低的一方来计量生物资产，更没有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下图节选于温氏股份 2019 年的年报：

出口及海外实验猴加剧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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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猴产业链人士的另一诉求还包括解禁出口，加大销售端。在国内短

缺的情况下，仍旧要出口。

实验猴的需求方主要是美欧、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供应方是非洲、南美、

东南亚等有丰富野外灵长类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全球最大实验猴供应国，除了自身有丰富的灵长类外，主要是从

东南亚进口食蟹猴，培育成为实验猴后出口给欧美。

美国是全球最大实验猴需求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于 2018

年发布了报告《非人灵长类动物评估与分析》（Nonhuman Primate Evaluation and

Analysis）vi, 报告阐明：2015 年全美实验猴存栏量为 10 万只，年使用量为 6

万只。年自产实验猴 3.7 万余只，2013-2017 年平均每年进口实验猴 2.3 万余只，

九成为食蟹猴，主要来自中国。

除了 CRO 公司的商业用途外，在医学研究方面，哪一领域是使用实验猴

最多的呢？

《非人灵长类动物评估与分析》指出：使用实验猴最多的领域是艾滋病

治疗的研发。在 2013-2017 年间，43%的猕猴用于 HIV/AIDS 的研究。美国国家过

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对 HIV 的疫苗研发和治疗研究，远远比基础研究学需

要数量更大的实验猴。

美国的 10 万只实验猴，都是进口之后人工圈养繁育的，美国并没有自

己的野生灵长类和栖息地，大量使用实验猴，必然要从野外掠夺灵长类资源，破

坏当地的生态平衡，但是这不会破坏美欧、日本国内的生态环境。

近年来中国减少出口后，美国更多地转向了毛里求斯和越南。国内实验

猴产业链人士呼吁放开出口，主要是为了每年十几亿的出口收入。不过在他们鼓

吹实验猴短缺的情况下，拿什么出口？这是他们抛向决策者的一个烫手的球。

所以终极问题是：猴子从哪里来？ 猴子从哪里来？ 猴子从哪里来？

有三个途径：

自己繁殖，

从国外进口，

国内从野外猎捕

自己繁殖，灵长类的特点就是繁殖力低，一年一胎，根本满足不了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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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产业链的人士大力呼吁放开进口，来源是东南亚的野生猴子。而猎捕中

国的野生猕猴，是羞羞答答但呼之欲出的答案，这几乎是无本生意。

所以那些宣扬实验猴短缺的文章，最终的目的是：

猎捕野生猴子，扩大人工养殖数量，扩大供应端

进入 CRO 上市公司，放开出口，扩大销售端

从供应端和销售端一起扩大实验猴--野生动物贸易

有人说：实验猴都是野生猴的子二代，不再是野生猴子了，而实质是野

生猴如果不被猎捕，将在野外繁衍，它们的后代及后代的后代都会诞生在野外，

而实验猴贸易改变了这些猴子的命运。

野外灵长类需加大保护力度

因为全球的人口增长、城市化、砍伐树木和商业狩猎，全球 634 种灵长

类中的 50%面临灭绝危险。而灵长类基本处于非洲、南美洲、东南亚等发展中国

家，这些国家本身缺乏足够资金、技术和管理，来保护灵长类动物。

我国的野生猕猴，因为是实验猴常用动物，野外数目从 1998 年的 25.4

万只下降到 2008 年的 7.7 万只，十年间下降七成。vii 这是 2016 年 10 月西北

大学李保国等科学家在 SCIENCE 期刊上发表的题为《Save the world's primates

in peril》的文章，文章同时指出那些没有野生灵长类的发达国家，却要投资巨

额资金将野生灵长类实验化，而非保护其栖息地。

我国有灵长类 26 种，除猕猴、藏酋猴、短尾猴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其

他全部是一级保护动物，这说明它们处于濒危境地，需要保护而不是变成实验猴。

2004 年，国家林草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实验用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林护发 2004-124 号），表明要“严格限制从野外猎捕猕猴用作繁育种源。”由

2016 年的文章《我国灵长类部分种群数量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viii 可知：2016

年全国的金丝猴 2 万多只，比 20 年前增加了 5000 只，年增长率只有 2%。这说

明野外灵长类种群分散，面临栖息地破碎，种源交流困难，新生猴存活率低等各

种生存威胁，而实验猴贸易会使它们的命运雪上加霜。更可怕的是若要将野外猴

子实验用途化，最理想的猎捕对象是育龄母猴，也就是实验猴产业链人士提出的

“尽可能地让更多的适龄母猴进入繁殖种群”ix，而野外种群若丧失了育龄母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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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群的维持是灭顶之灾。

似乎为了呼应实验猴短缺的报道，宣扬某地野猴泛滥的新闻应运而生，被大

肆宣扬的贵阳黔灵山猴子，其实最初是由科研院所的实验猴逃逸来的，这恰恰可

以 推 定 ， 有 泛 滥 风 险 的 不 是 野 生 猴 子 ， 而 是 30 万 实 验 猴 。

用个别公园的人猴冲突，渲染整个野生猴类泛滥，为猎捕野猴实验化造

势，非实事求是之举。

下图源于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 2021 年 7 月的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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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的如其所愿，开发国内猕猴资源，在资本的加持下，我国努力多

年的“野外灵长类部分种群数量缓慢上升”的态势不仅要逆转，十年间下降七成

的局面恐将重现。

野生动物养殖或与疫情根源有关

扩大实验猴的供应端，意味着更大的存栏量，在 30 万的基础上，增加

更多的野生动物养殖，当更多的野生动物被圈养后，公共卫生风险在上升。这则

新闻并不令人意外：2021 年 7 月中疾控报告了我国首例人类感染猴 B病毒病例：

3月份，北京一家灵长类繁殖和实验研究机构的一位兽医，在解剖了两只死猴子

后，出现发热及神经系统方面的症状，两个月后死亡。这是中国首例人类感染猴

B病毒病例。猴 B病毒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原体，它在猴群中广泛存在，感染后可

导致脑脊髓炎等，对人的致死率较高。

自 1932 年首例确诊之后，全球报告了 50 起人类感染猴 B病毒病例，21

人死亡，感染者主要从事灵长类兽医及实验室工作，发生人传人现象。x 如何控

制猴 B 病毒对人的感染呢？对策是开发疫苗及抗病毒药物，当然，这就需要养

更多的实验猴。xi 这是多么讽刺。

当有人渲染实验猴多么重要时，我们不要忘了那些大疫情本身是如何发

生的，艾滋病、埃博拉病毒、SARS 和新冠肺炎都是人类和野生动物过密接触后，

病毒从野生动物身上传播给人类的，当养殖的野生动物数量和密度越大，病毒传

播的概率越高，发生疫情的风险就越大，当然一旦疫情发生，我们又需要更多的

实验动物来研究疫苗和药物，这就需要养更多的野生动物。进入下面这个循环：

野生动物养殖 ——传染病——更多的野生动物养殖——更大的疫情—

—更多的野生动物养殖——更大的疫情

如果我们不反思疫情的根源，是人类滥用野生动物的结果，就不能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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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恶性循环中走出，我们就无力摆脱下一场灾难。我们需要减少野生动物养殖和

贸易，如果不对此有行动，那么唯一的胜利者就是野生动物产业链。

主管单位国家林草局需有所作为

终于要提到国家林草局了，是否要猎捕野生猴子实验化，以及统筹实验

猴销售给谁，权力在国务院野生动物主管部门国家林草局手中。

2004 年国家林草局发布的《关于加强实验用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林护发 2004-124 号）xii，第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上报各实验猴养殖单位的

出口申请和审批国内销售数量。实验猴的销售要优先满足国内医学等领域科学实

验对其的需要。国内各需要实验猴的单位，将需求数量逐级上报其主管部门，汇

总后直接向国家林业局提出，由国家林业局下达调剂方案，由省级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调剂方案具体审批。各养殖单位在优先满足国内调剂需要后，限额的剩

余部分可予以出口。

从此条款可知：每年各单位对实验猴的需求，国家林草局是预先知道的，

并以此统筹实验猴的分配，而每一次猴子的销售、运输，都需要获得地方林草局

的审批准许，甚至拥有猴场的上市 CRO 公司对自己内部销售猴子也需要审批，作

为野生动物主管部门的国家林草局，对实验猴的管理，从上到下都有极强的控制

力。

那么令人迷惑不解的是：

何以出现数万数万的猴子被企业买走充作生物资产，而科研部门大喊短

缺的局面呢？

如果实验猴是战略性资源，国内短缺，为什么不像稀土一样，支持收紧

或者取消出口？

这样扩大消费端的统筹，目的何在？

2004 年林草局表明要“严格限制从野外猎捕猕猴用作繁育种源。”

距离这一表态已二十多年了，这期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显著

增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

如今难道要猎捕野外的猕猴，将其变成生物资产，输送给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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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的自然资源为代价，猎捕猴子将其后代卖给欧美？

全球最大实验猴供应国，是不是今日中国值得炫耀的桂冠？

对比 2020 年初实验猴养殖协会向国家林草局的求助，再看看 2022 他们

的“可喜的成绩”“国内市场历史以来的最大成绩”

在实验猴行业协会大获全胜的的两年，其实就是野生动物利用，即野生

动物贸易的胜利。下图节选自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的 2021 年 7 月的会

议纪要。（广东春盛和成都药明康德都属于药明康德集团）

野生动物保护法

我国的野生动物贸易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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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毛皮产业多年连续下滑，已无力回天，食用动物产业被人大禁止。

如果国家林草局仍旧要大力发展野生动物产业，药用、观赏及宠物和实验动物是

剩下的三个方向，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短短的两年里，实验猴的价格上涨这么多，

正如实验猴养殖协会自己所称：协会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支持。某些大的野

生动物贸易商，横跨实验动物、观赏、药用多个产业，前文提到的昭衍新药的大

供应商，广西雄森，其法人周伟森不仅经营实验猴，另外拥有桂林雄森熊虎山庄

娱乐城，拥有上千只老虎和几百只黑熊，销售虎骨和熊胆制品。

林草局有关实验猴的审批，归于“科学研究”一类，所以无论是猎捕野

猴，还是销售实验猴，都顶着着造福人民大众的光环，但在这神圣光环之下，是

生物多样性的危机和公共卫生风险的上升，在只要囤积猴子，就可以“财源滚滚”

的大好钱途中，人民群众真的被造福了吗？

涨上天的猴价会不会跌下来，一旦下跌，对资本市场是否会产生冲击？

如果猴价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对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好事吗？

这场财富的盛宴是否会被复制和推广，扩张到其他野生动物，将上市公

司和野生动物养殖联合起来，让其在涨价中躺赢？

2018 年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仍旧侧重于野生动物养殖和贸易，

在 2020 年疫情后，人大认为其不能适应国家未来发展的需要，但是《野生动物

保护法（修订草案）》的修改版至今不能出台，背后的利益博弈可想而知，为了

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笔者呼吁符合国家安全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

尽快出台。

笔者亦呼吁政府监管出手：

呼吁国家出台政策堵住灵长类及其他野生动物上市的通道

上市公司的业务不能包括销售野生动物，及来源是野生动物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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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的生物资产不能包括野生动物，及来源是野生动物的动物。

呼吁国家林草局降低实验猴的出口份额

呼吁国家林草局禁止猎捕野生灵长类娱乐化及实验化

为防止有人哄抬价格，呼吁国家发改委介入，管控实验猴的价格。

实验动物的 3R 原则（减少，优化，替代）是多年来人类利益的平衡，需要

监督相关机构落实到位，发展实验动物替代方案

后记：某位业内人士在采访中说国内实验猴现在的生产量是 3-4 万，按照这

个数据，生产量与存栏量（30 万）之比为 10%-13%，远低于业内的数据 30%；但

是在谈到美国 NPRC 有 2.5 万实验猴存栏量，他预估了每年近 1万的新生猴数量，

即近 40%，这符合业内的数据。鉴于养殖业在此问题上巨大的利益，业内人士有

动机低报存栏量和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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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lascn.net/Item/89791.aspx
http://www.lascn.net/Item/9075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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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3632960

[15]国家林业局关于加强实验用猴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5925/20200414/090421726311648.html

后记：某位业内人士在采访中说国内实验猴现在的生产量是 3-4 万，按照这

个数据，生产量与存栏量（30 万）之比为 10%-13%，远低于业内的数据 30%；但

是在谈到美国 NPRC 有 2.5 万实验猴存栏量，他预估了每年近 1万的新生猴数量，

即近 40%，这符合业内的数据。鉴于养殖业在此问题上巨大的利益，业内人士有

动机低报存栏量和生产量。

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3632960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5925/20200414/09042172631164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