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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Greater Mekong Subregion，GMS）各国在传统医药领域交流甚密。而且，

GMS 极其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医药文化的共通性以及药材资源和消费市场的互补性使中国与 GMS 各国在药
材和中成药研发合作和贸易方面潜力巨大。本文对中国与 GMS 各国传统医药联合研发近况进行简要概述，并

针对目前可进一步合作的工作方向进行展望。中国与 GMS 各国深入合作开展传统医药研发可为解决中国企
业制药原料不足问题及临床药物供不应求问题提供有效途径，还可有效促进 GMS 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以及传
统医药技术和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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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湄公河次区域（GMS）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
地带，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重要的亚洲经济潜在增长
点，亦是中国实践“亲、诚、惠、容”外交理念的重要对
象，是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互通互联建设的重要地
区，是“一带一路”向南开放、开展区域合作的重要门
户。整个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处于从北向南倾斜的
斜坡上，因受到复杂地貌地形结构和海洋季风、大陆季
风影响，形成了寒带、温带、亚热带和热带等多种气候
带，
造就了极其丰厚的生物资源。

据了解，中国常规中药材货源仅能满足约 8%的市

场需求[1]，且随着中医药产业发展，国内多种野生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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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濒临灭绝。而次区域内药用生物资源极其丰富，医
药文化的共通性、药材资源和消费市场的互补性使中
国与 GMS 他国药材和中成药贸易、研发合作潜力巨
大。中国海关总署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云
南省的景洪、河口、天保、瑞丽 4 个边境口岸作为国家
级中药材进口通关口岸，为中国与 GMS 他国的中医药
交流、贸易提供了有力条件。本文将对中国与 GMS 他
国传统医药传统医药合作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的地位
和作用及合作研发近况进行简要概述，提出当前存在
问题，并对当前可进一步合作开展的工作进行展望。
1 中国与 GMS 他国传统医药合作在“一带一路”合
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古至今，传统医药就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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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合作的重要内容，已成为沿线民众共享共建的医疗
卫生资源。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和健康意识的改变，
传统医药在防治慢性病、多发病及重大疾病中的作用
逐步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2]。因此，传统医药可作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良好媒介和载体 [3]，
不仅提供了特色鲜明的文化传播新途径，同时也再造
了传统医药海外发展的丰厚土壤。
GMS 连接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地理位置特
殊，是“一带一路”向南开放、开展区域合作的重要门
户，最为可贵的是该区域内药用生物资源多样、民族文
化多元，且 GMS 各国都拥有独具特色的传统医学理论
体系、治疗方法、传统医药及中医药的使用历史，同时
又重视传统医药的保健功能。近年来，中国与 GMS 他
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传统医药学术交流、合作。在各
方努力下，传统医药产业投资、产品贸易及健康旅游等
方面均取得了重大成效，这将为实现互利共赢与多元
平衡的经济目标添砖加瓦，符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经济融合与文化包容的理念[4]。
中国与 GMS 他国传统医药合作有利于实现中国
软实力与巧实力的外交目标[4]。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精髓和瑰宝之一，中医药学凝聚着中华民族上千
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通过中国与 GMS 他
国传统医药合作可推进祖国传统医药国际化传播，充
分展示中医药文化的巨大魅力和价值，对实现“一带一
路”战略的文化目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2

中国与 GMS 国家传统医药合作历史、基础和近况

2.1 中国与GMS国家的传统医药交流和贸易根深蒂固
中国与 GMS 国家的中医药交流始于秦汉时期，魏
晋、隋唐宋元及明清时期进一步扩大、加深，至今交流
与往来已非常频繁，这些交流与贸易也已使双方互惠
互利[4-7]。
对中国来说[5]，GMS 他国所产药材流入中国，丰富
了中医药宝库，如唐代的《千金方》所载 6 500 个医方中
有数十个采用海外香药；北宋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卷一载医方 89 个，海外香药占 20％；据宋代各种医学
著作记载，以香药作汤剂和成药的至少有 200 种。此
外，传统医药的交流亦使中国中医药治疗技术得到进
一步提高，如荜澄茄、荜拔用于治疗消化道疾患；官营
的医药加工场和剂局把苏合香油与沉香、青木香、丁
香、安息香及乳香等配伍制成苏合香丸；
《集验背疽方》
中把丁香、乳香及没药等香料配伍治疗癌症；
《本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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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拾遗》记载清代从越南引进的丁香油及胖大海等药
材很快就被中国医家应用。
对 GMS 他国来说，中国的医药技术传入 GMS 他
国，不仅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还推动
了其社会进步。可见，中国与 GMS 他国的中医药交流
不仅促进了次区域的经济文化交流，还增强了次区域
内各国友好邻邦的世代友谊，为维护地区政治安全、经
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
2.2 GMS 内药用生物资源丰富，中国正与 GMS 各国
合作开展生物资源合理利用和保护
大湄公河次区域集中了从热带到高寒地带的生物
资源上万种，仅大湄公河澜沧江段的野生果树种类已
居世界第一，据调查，澜沧江段有高等植物约 8 000 余
种，其中有药用价值的 4 000 余种[8]。随着人类医药保
健事业快速发展，全球已兴起了回归自然、崇尚应用天
然药物的热潮，药用生物资源需求量急剧增加，次区域
成为各国天然药物研究的热点和竞争点。
近几十年来，GMS 内生物多样性已受到严重破
坏，仅湄公河澜沧江段的森林、草原及高山生态系统中
已经灭绝的种类已达 5%以上[8]；且由于不合理采摘，次
区域内很多药用野生资源种类和数目正骤减，如龙血
竭、重楼、砂仁、石斛、黄草、假荜茇及紫果云杉等。近
些来，次区域国家正开展生物资源开发保护合作，并取
得了显著成效，如“中泰中草药与水果示范种植”、
“老
挝南塔省那哄地区农业生态系统恢复与社会经济发展
规划研究及实施示范项目”等 [9]。中国也正与 GMS 他
国合作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开展了“中越老三角地带生
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研究”等项目，研究该地区生态环境
与药用资源多样性保护的合作问题，合作开展生物多
样性联合科察，制定保护措施。
2.3 GMS 各国十分重视传统药物研发，各国合作研
发以形成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
在 GMS 的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等国，由
于居民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呼吸性、代谢性及
心血管等疾病在这些国家居民中非常普遍，而中医药
治疗这些病症疗效确切、不良反应低且治疗成本低廉，
故中医药早已被这些居民广泛接受且日渐流行。因
此，中医药在 GMS 他国已有较好民众基础，且当地传
统医药资源极为丰富，一些国家已着手对传统医学（中
医学）立法。这些国家对传统医药都极其重视，大多数
国家已把传统医药纳入了医疗卫生体系，传统医药与
现代医药享有相同地位，并互为补充，为当地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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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据统计，2015 年，中国出口中药
37.7 亿美元，
其中东南亚、
南亚等地区既是主要市场[10]。
因此，中药尤其是中成药在 GMS 国家的市场看涨，有
较好的发展潜力。
近些年，区域国家对传统药物的研究也十分重视，
对在民间广泛使用的药材进行深入的研究，建立了一
些传统药物研究机构，已出版《泰国草药药典》、
《泰国
药用植物》等，对血竭、苏合香、沉香、石斛、血腾等区域
常规药材进行研究，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南
亚地区发挥重要作用。泰国研究者目前已经对多种区
域广泛使用的药材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研究，穿心莲、姜
黄、海巴戟、木蝴蝶、翅荚决明、番石榴等具有明显特色
良好活性的药物在人类或动物的药品、化妆品或食品
添加剂的应用上已经显示出了巨大潜力。其他 GMS
国家政府也开始对备受青睐的传统医药进行开发利
用。越南政府已在河西省设立了传统药物研究所
（Traditional Medicine and Pharmacy Institute）；马 来 西
亚的一家企业 Borneo Plant Technology Sdn. Bhd.正与国
营的马来西亚森林研究所（Forestry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laysia）合作，以沙劳越 Iban 部落的传统药物为依
托研发健康产品。
2.4 云南药材资源丰富，与 GMS 国地缘相近、医药文
化相通，药材资源、市场互补性极突出，是当前中国参
与 GMS 国传统医药合作的主体和前沿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陲，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省份，
与缅甸、老挝和越南接壤，地理位置特殊，生物性多样
和民族文化多元，是“一带一路”向南开放、开展区域合
作的重要门户。云南的中医药、民族医药源远流长，历
代名医辈出。
《滇南本草》流传至今 500 多年，
《哀牢本
草》、
《玉龙本草》系统总结了彝族、纳西族的医药经
验。云南药用生物资源极其丰富，被誉为“百药之乡”、
“药物宝库”、
“植物王国”等，中草药品种达 6 157 种，为
[11]
全国之首 ，利用中草药制成的“云南白药”、
“ 血竭”、
“青蒿素”、
“ 灯盏花”系列产品等名贵中药驰名中外。
因此，中草药产业是云南发展特色经济的重要部分，加
之云南与 GMS 他国地缘相近、语言相通、医药文化相
似，
致使药材资源、市场互补性极其突出。
据统计[12]，文山州 1995 年至 2002 年从天保口岸进
口药材 1 599.7 吨，主要有三七、八角及草果等，从天保
口岸进出口的药品及医疗器械总额 1 480.9 万元，其中
进口 296.2 万元，出口 1 184.7 万元；西双版纳州 2002 年
至 2007 年共进药材 8 705.6 吨，出口药品（中成药制剂、

抗生素、解热镇痛类药等）货值 59.75 万美元；德宏州
2002 年至 2007 年进出口药品（包括药材）39 300.08 万
元 ，其 中 中 成 药 出 口 3 980.46 万 元 ，中 药 材 进 口 4
156.08 万元。出口药材的种类主要有抗生素及中成药
等，进口药材中的儿茶、诃子及大腹皮等量较大，单个
品种进口量每年均有 1 000-3 000 吨，进口药材主要进
入国内各制药厂和药材批发市场。由此可见，云南是
中国参与 GMS 国家传统医药合作的主体和前沿。
为尽快将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尤其是中医药产
业打造成云南省的支柱性产业，把云南打造成面向南
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在 2014
年发布了《云南省加快中医药发展行动计划（20142020 年）》
（云发〔2014〕56 号），提出“建立符合中医药
特点的科技创新体系、评价体系和管理体制，整合中医
药科技资源，鼓励支持省医药企业与医药科研机构、大
专院校合作，开展中药新药研究和开发，促进重大新药
创新资源在省内直接实施产业化”；另外，中共云南省
委在 2016 年也发布了《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着力推进重点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云发
〔2016〕11 号），提出“发展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的重
点任务是以新药研发为重点，整合全省生物医药领域
创新资源，以原创性突破和二次资源开发为核心，提升
新药研发水平，重点发展中药（民族药）、生物技术药、
积极发展功能性保健品”。可见，云南省委、省政府正
加快步伐健全各项体制、整合各方资源着力推进本省
中医药产业发展。与次区域国家广泛开展传统医药合
作，整合双方科技、人力等资源，是促进云南生物医药
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为将云南打造成面向
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也将进一步促
进 GMS 各国传统医药技术和资源的优势互补与资源
共享。
3

中国与 GMS 国家传统医药合作存在的问题

3.1 次区域生物资源正遭严重破坏，
种类、数量骤减
当前 GMS 各国对传统药材的种类和数量需求不
断增加，且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及人为等因素，生物生存
环境已遭严重毁坏，数量及种类均骤减，使得野生药用
生物资源不断减少，尤其是一些珍稀野生药材处于濒
临绝灭的境地，如重楼、龙血竭、越南人参、假荜茇等。
3.2 次区域内无统一的传统药材质量标准，药材质量
参差不齐
当前，GMS 各国都按各自药品质量标准进行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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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贸易，但对同一品种，GMS 各国标准均不同，致

4

是 GMS 各国均仅制定了在本国广泛使用的常用药品

4.1 合作建立濒危药材种质资源库和种植基地，以利

使药品不能在次区域各国进出口常态化；最为关键的

质量标准，而对于他国广泛使用的常用品种却不能进
入本国流通，如缅甸的假荜茇，越南的越南人参，老挝

的鸡蛋花以及泰国的龙血竭等均由于中国没有相应质
量标准而不能进口中国。为此，也致使许多药品仍以
边境自由贸易方式进行交易，这些产品可能存在质量
问题而未经任何检验、检疫，直接威胁居民生命安
全。一些不法分子还会非法走私药品及假冒伪劣药
品等，甚至藏匿夹带毒品及其他有害物品，严重威胁
边境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另外，无统一药材质量标
准也致从事药品（药材）进出口的企业较少，且数量有
限，品种单一，严重影响国家所需进出口药品（药材）
的渠道通畅和“云药”产业发展，也使药品质量监管难
度增加[12]。此外，在中国进口药材管理实施中，存在一
些药材质量不可控、植物来源不清（同名不同物）、品种
名称混乱（同物不同名）等问题 [13]，致使检验工作不能
正常进行，进口药材品种质量也无法保证。如由于中
国进口药材标准中胖大海药材标准低 [14]，致使中国从

与 GMS 国家联合研发传统医药的工作展望

于生物资源保护及可持续利用
通过对本地区特色大宗药用生物资源现状进行调
查和种质资源收集，进行本地药材、少数民族药材及珍
稀濒危药用生物资源选育、迁地保护和繁育技术研究，
以科学培养的生物资源替代野生药材资源，实现对濒
危药材的保护，促进其可持续利用。目前，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已在老挝建立了龙血竭种植基
地，实现了该药材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4.2 建立次区域内统一的传统药材质量标准，把好药
材质量关
制定或提升次区域各国均认可的统一的药材质量
标准，为区域国家间药材（药品）贸易提供质量检定标
准，为传统药物的相互认证、推广使用提供技术保障，
同时把好药材（药品）质量关，保障次区域居民用药安
全有效及本地区社会稳定。
4.3 合作研发、推广与应用传统医药，以助传统医药技
术和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共享
长期并深入开展中医药相关领域合作，同时需建

次区域他国进口的胖大海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劣质药

立一批研发、成果转化、新药临床研究评价及贸易等合

材也进入中国市场。

作平台/中心，并培养一批相关医技人员，以助于实现

3.3 南亚、东南亚国家在传统医药的研发、推广与应用

传统医药技术和资源的优势互补与共享。

方面较中国尚显薄弱，制约传统医药技术和资源的优

4.4 开展次区域内投资环境及医药政策法规研究，以

势互补与共享

助传统医药交流、贸易畅通

中医药在南亚、东南亚国家属补充/替代医学，暂

目前，可具体开展以下方面工作：①建立次区域传

无明确行医资格标准和相应法律保障，行医者水平参

统医药国际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论坛，定期召开传统

差不齐，中草药基础研究（药效物质、药效评价及作用

医药国际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论坛及各分支领域问题

机制等）薄弱，中成药药品种类和数量有限，传统医药

的研讨会。可汇聚中国、次区域他国和其他海外政、

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弱，质量控制缺乏技术及标准；当地

学、商界人士就涉及传统医药文化与产业合作方面的

传统医学也比较普遍，但无系统知识，无统一且标准的

各类信息进行深度沟通，对阻碍和困扰国际合作的各

中医药传统医药文献，医疗水平较低；各国的医学教育
尚未形成体系；
中医药教育匮乏，
中医师多由中国培养；
对于中药贸易合作，多无成套法规条例；等。以上这些
[10]

都已成为中医药在次区域健康持续发展的障碍 。
3.4 中医药在与国外医药管理法规的对接上存在一定
技术难题，
制约医药交流、贸易
由于国内外文化、宗教信仰等差异，中医药在与国

种问题展开研究和探讨；②搭建传统医药国际专家智

库，吸收中国、次区域 5 国及其他海外高级专业人士加

入，囊括传统医药研发、传统医药产业链和文化社会、

政策法律等领域的智力支持；③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
对传统医药国际文化交流和产业合作方面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提供解决方案；④利用合作论坛机制，着力扶持

在缅甸或老挝组建一个跨次区域特色传统药用植物种

外医药管理法规的对接上存在一定技术难题，可能致

植产业联盟。联通培训、种植、加工、贸易上下游产业

使境外药品及健康产品的推广、认证以及药材质量标

环节，推动信息互通交流，加强产业链各环节的相互支

准进入外国药典标准等工作受阻。

持，提高生产效率，减低跨境贸易成本，促进产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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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形成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⑤开展中国与

国地缘相近、医药文化相通，药材资源、市场互补性极

合作、传统文化资源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政策法律制

沿。尽管中国与 GMS 他国的传统医药联合开发已有

GMS 他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在传统医药投资贸易、国际
度的比较研究。
5

突出，是中国参与 GMS 国传统医药合作的主体和前

一定基础，但在诸多方面仍可继续深入合作开展研发，
如建立濒危药材种质资源库和种植基地；建立统一药

总结与讨论

品质量标准；合作研发、推广与应用传统医药；开展次

中国与 GMS 他国的传统医药交流和贸易根深蒂

固，开展传统医药合作对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
目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常规中药材货源不

能满足国内医药市场的需求，且一些药用资源正面临

区域内投资环境及医药政策法规研究等。可以深信，
中国与 GMS 他国不断深入开展传统医药联合开发，不

仅能为急需制药原料的中国企业以及中国临床用药需
求提供有效途径，而且还能有效促进次区域生物资源

枯竭，而 GMS 他国传统医药资源极其丰富，且次区域

可持续利用以及传统医药技术和资源的优势互补与资

药材和中成药潜力巨大。云南药材资源丰富，与 GMS

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内居民广泛青睐中医药，与 GMS 各国合作研发、贸易

源共享，为保障本地区居民用药安全有效，以及维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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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from Great Mekong Subregion
(GMS) is extraordinary frequent. Due to the extremely abundant medicinal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GMS, intercommunity

of medical culture and complementarity of medicinal material resources and consuming market, the commerce and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of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Chinese medicinal prepa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GMS countries are tremendously potential. In this review, the progress on R&D cooper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GMS countries were briefly summarized, with the future perspectives on the current

work that can be further cooperated. The deep R&D cooper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cine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GMS
countries can provide an effective approach for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that urgently need pharmaceutical raw materials

and the requirement of Chinese clinical medication. Additionally, it can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nd the advantage complementarity and sharing of traditional medical technologies and
resources in the GMS.

Keywords: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Traditional medicines, Cooperativ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ne Belt and One
Road,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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