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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长白山人参的基本属性 

人参（Panax ginseng C.A.Meyer）也称“人衔、鬼盖、玉精、神草、

地精、黄精、土精、孩儿参、棒棰”等，是五加科人参属多年生宿根草本

植物。喜阴凉、湿润的气候，多生长于昼夜温差小的海拔 500～1100 米山

地缓坡或斜坡地的针阔混交林或杂木林中。由于根部肥大，形若纺锤，常

有分叉，全貌颇似人的头、手、足和四肢，故而称为人参。 

人参被人们称为“百草之王”，是闻名遐迩的“东北三宝”（人参、

貂皮、鹿茸）之一，是驰名中外、老幼皆知的名贵药材。人参主要含人参

皂苷、人参多糖、人参蛋白等生物活性成分，是其具有“百草之王”美誉

的物质基础。《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早在两千多年前，人们就发

现人参有“大补元气、宁神益智、益气生津、补虚扶正、延年益寿”之功

效。 

吉林省长白山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成为人参的天然

产区，生长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长白山人参，以其优良的品质、独特的功

效而享誉海内外。长白山人参 含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和人参中药等有效成

份。具有补肾益气、键脾安神明目、生津养血、大补元气、改善食欲、促

进新陈代谢、滋补强壮之功效，用于病后体虚疲乏无力等症状，长期服可

防病治病，益寿延年，一年四季均可服用。 

人参为阴性植物，喜凉爽温和的气候，耐寒，怕强光直射，忌高温热

雨,怕干热风，适宜人参生长的温度为 20-28 ℃，地温 5 ℃时，芽开始萌

动，10 ℃左右开始出苗。人参种子有休眠特性，湿度为 10%-25%条件下，

需经一个由高温到低温的自然过程才能完成生理后熟，一般先经高温 20℃

左右,1 个月后，转入低温 3-5 ℃ 2 个月，才能打破休眠。发芽适宜温度为

12-15 ℃，发芽率为 80%左右。种子寿命为 2-3 年。人参生三年开始开花，

伞形花序顶生，小花淡黄绿色，花期 6-7 月，7-9 月果实成熟，浆果鲜红色，

俗称“亮红顶”。 

人参的质量标准具体主要区分为农药残留标准（根据国家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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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加工品中 666≤0.10μg/g，五氯硝基苯 PCNB≤0.10μg/g）和人参皂

甙指标（在国家标准中，人参加工品[红参，生晒参]的总皂甙含量≥2.5%）。 

二、 长白山人参的历史渊源与分布 

我国 早记载人参文献是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的宰相范蠡（公元

前 465 年）著《范子计然》一书中云“人参生上党，状类人者善”。人参

是珍贵药材之一，早在战国时代，良医扁鹊 对人参药性和疗效已有了解；

秦汉时代《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药中上品；明代著名中医学者龚居中在

《四百味歌扩》中列为第一条：“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营养

卫”，成为无数中医入门的第一句背诵歌诀。 

人参大约起源于中生代的白垩纪，距今约一亿多年前，是古老孑遗植

物。由于第四纪大冰川期的到来，地球气候的变迁和地貌的变化，使人参

分布区域大大缩小。目前，仅存于中国、朝鲜、韩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而

野生人参只有中国的长白山区、朝鲜的白头山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尚有少

量分布。我国人参历史上可分为两大主产区，以上党郡（今山西、河北、

山东等省）为代表的中原产区，和以辽东（今吉林、辽宁、黑龙江省）为

代表的东北产区。 

长白山区的人参历史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那时便有了人类采挖野山

参的活动，逐渐被列为朝廷贡品，岁时朝贡。公元三、四世纪辽河流域的

鲜卑族建立前燕国即有人参赠与晋朝官吏的记载，唐代以后长白山人参便

成为向中原进贡的珍品。至明清时期，东北人参已经取代了上党人参，据

史书记载明万历年间仅建州女贞烂掉的人参达十余万斤之多，可见东北长

白山人参资源极其丰富。明清的诗文著述中也多次记载了有关人参的形态

特征、加工方法、入药等。由此可见，长白山人参至少也有 1700 多年的应

用历史。 

我国人参栽培距今至少有 1660 年以上的历史。食用人参 有代表性的

人物则是康熙和乾隆等皇帝，对野山参实行噙化含服，每天平均为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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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山里人及地方官员便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丰年多收的人参在土壤

里埋藏起来，用来弥补低产欠产年。久而久之，人工栽培园参的生产活动

及生产方式便形成了。 

今天，我国栽培的人参主要分布于长白山脉延伸的北纬 35°～48°区

域，南起辽宁宽甸，北至黑龙江伊春，其中心产区为吉林省的抚松、长白、

靖宇、集安、敦化、安图等县（市）。从人参生态气候条件来看，我国的长

白山地带及其三江(松花江、图们江和鸭绿江) 一河(新开河) 流域是世界

盛产优质人参的 佳产区，吉林长白山区人参的栽培面积、单产、总产量

均居世界首位。 

三、 人参的分类和流通形式 

世界上的人参可分为“四大家族”。即中国—长白山人参，朝鲜—高丽

人参，美国、加拿大—西洋参，日本—东洋参。目前中国市场上前三个品

种比重大。按照人参的品质状况和产地及生长环境的不同，可以把人参分

为野山参、园参、高丽参三个品种。 

野山参是长白参孕育的天然瑰宝之一，它生长在海拔一千五百米到两

千米的原始森林中，是东北三宝之首，具有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

惊吓、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延年益寿，野山参在我国应用有

上千年的历史，目前越来越稀少，是一味难得的天然绿色补品。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人参产品有原状参、人参茶、人参粉、胶囊、人参

精液、切片等形式。 

四、 长白山人参功效与应用 

人参的学名是Panax giseng C.A.Mey.,其中Panax希腊文的含义是“万

能药”，人参的满语发音为“奥尔厚达”，是“百草之王”之意，可见其

药用价值和神奇功效早已被世人所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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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医药史上，使用人参的历史十分久远。远在二千年前，我们的

祖先就把人参用于临床。战国时代，良医扁鹊对人参药性和疗效已有了解；

秦汉时代的《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药中上品，曰：“主补五脏，安精神，

定魂魄，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李时珍

在《本草纲目》中称其为“神草”。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编著的《伤寒论》

中记载了 113 个药方中，人参配伍的药方达 21 种。三国时期名医华佗用人

参治疗“偏枯不遂、皮肤不仁、心肺烦而呕血”等病症。《药性本草》载：

“人参主五劳七伤，虚损痰多，止呕 ，补五脏六腑，保中守神，消胸中痰。

治肺萎。冷气逆上，伤寒不下食“凡虚而多梦纷纭者加之”。《寿世保元》

载：“人参味甘，大补元气，止渴生津，调荣养卫”。其他记载不胜枚举。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参除具有滋补强身外，在预防肿瘤、抗衰老、

抗心律失常、抑制细胞凋亡、降糖降脂、改善记忆、增强性功能、提高免

疫力及解毒等方面均有疗效，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青睐。 

  1、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人参能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改善大脑的兴奋与

抑制过程，使之趋于平衡;能提高脑力和体力劳动的能力，具有抗疲劳的作

用。人参能加强大脑皮层的兴奋过程，又能加强大脑皮层的抑制过程。以

三醇类人参皂苷 Rgl 和二醇类人参皂苷 Rbl 为主要有效成分，其机理与促

进脑组织蛋白质和 RNA 的合成有关。 

  2、提高记忆力。人参中增强记忆能力的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其中主

要是人参皂苷 Re、Rb1 和 Rg1。实验表明：人参皂苷对正常大鼠学习、记忆

过程有促进作用，对电休克所致的大鼠记忆障碍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3、改善心脏功能。人参能增加心肌收缩力，减慢心率，增加心输出量

与冠脉血流量，可抗心肌缺血与心律失常。对心脏功能、心血管、血流都

有一定的影响。人参有明显的耐缺氧作用，可有效地调节窦性心率失常。

人参皂苷有降低血液黏稠度、降低血沉、抗血小板聚集、抗凝血、抗血栓

形成的作用，并可加快脂质代谢，并具有明显降低高胆固醇的作用。小剂

量人参可使麻醉动物血压轻度上升，大剂量则使血压下降。试验证明：人

参对动物心脏有增强其功能的作用，并可改善其心室纤颤时的心肌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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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降血糖作用。人参中含有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尤其是人参皂苷 Rb2、

Re 有明显的降血糖作用。此外，人参多糖、人参糖肽类物质也是人参中的

降血糖成分。人参多糖的降血糖机理：一是降低肝糖原。人参多糖可降低

肝糖原的含量,同时增加腺苷酸环化酶活性,并增加 cAMP 含量;二是促进胰

岛素分泌。人参多糖可以促进胰岛素的释放,并促进机体肝脏及组织细胞的

有氧氧化过程。 

  5、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是人参调节免疫功能的

活性成分，不但对正常人，而且对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均有提高免疫功能作

用。临床观察证实：人参对恶性肿瘤有一定的疗效，有明显的升白细胞作

用，在放化疗期间服用人参，能够减小放化疗的毒副作用，加快损伤组织

的修复，预防白细胞减少。人参具有提高内分泌功能，人参皂苷对垂体—

肾上腺皮质功能和性腺功能有促进和提高作用。人参能促进骨髓 DNA、RNA、

蛋白质、脂质的合成，促进骨髓的有丝分裂，刺激骨髓的造血功能，提高

外周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和血小板的数量。可用于贫血和化疗后骨

髓抑制。人参皂苷和人参多糖对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有刺激作用，可以

增加人体血清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从而降低老年病症的发生。 

  6、抗肿瘤作用。人参中的人参皂苷、人参多糖、人参烯醇类、人参炔

三醇和挥发油类物质，对肿瘤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参皂苷能抑制癌细

胞的增殖、抑制癌细胞 DNA 和 RNA 的合成，具有明显的抑制肿瘤转移生长

的作用；人参多糖对人喉癌细胞和人肺癌细胞均有细胞毒作用，使肿瘤细

胞发生坏死；人参烯醇类挥发油有较强的抗肿瘤活性，对胃癌、艾氏腹水

癌有抑制作用。 

  7、抗衰老功效。人参中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人参皂苷、人参聚乙炔

类和人参二醇皂苷化合物等。这些化合物有抗脂质过氧化作用，是抗衰老

作用的基础。 

  8、抗疲劳作用。人参对大脑皮层的机能活动有明显影响，可在短时间

内加强皮层的兴奋和抑制两种神经活动过程。人参能增强兴奋过程的灵活

性，降低兴奋过程的疲惫性，而使机体不易疲劳，并加强机体记忆力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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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力。 

  9、抗应激作用。人参的抗应激作用与兴奋剂的作用有本质区别，而与

人参对神经、内分泌、免疫及代谢等方面的影响均有关系。人参能增强机

体对各种有害刺激的抵抗力，可增强肾上皮质激素的分泌量，使血浆肾上

腺皮质激素浓度明显升高。 

  10、增强肝脏解毒功能。人参皂苷对肝脏的解毒、排泄、代谢和免疫

功能均有促进作用，可使机体对许多药物的代谢能力增强，对肝细胞微粒

体具有诱导作用，对肝脏琥珀酸脱氢酶和苹果酸脱氢酶的活性具有双向调

节作用。 

11、人参作用的双向性。人参的多种活性有效成分，使人参的药理作

用存在双向性。（1）人参既能增强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过程，也能增强抑

制过程。一般情况下，人参使麻醉动物的血压降低，但对因失血休克等引

起的血压下降却有明显的升高作用。（2）人参对正常血糖无明显影响，但

对血糖高者有降低作用，而血糖过低时人参却可表现出升高血糖的作用;人

参对正常饮食者可降低肝糖原，而对饥饿者却可促进糖原的合成。对因肾

上腺素引起的高血糖动物有降低血糖的作用；对糖尿病患者除能自觉改善

症状外，还有轻微的降血糖作用，并与胰岛素有协同作用。（3）人参可提

高机体的应答能力。当机体遭受长时间的应激刺激时，人参能使垂体-肾上

腺皮质系统免于发生功能衰竭，若机体已经进入衰竭期，人参又能加速垂

体-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的恢复，表现出“适应原样”作用。（4）人参对心

肌及血管有直接作用。一般在小剂量时兴奋，大剂量时抑制。亦有抗过敏

性休克及强心的作用。（5）长期服用小量，可使网状内皮系统机能亢进；

剂量过大，则呈相反作用。人参在身体一切正常时，只表现出强壮作用，

不影响正常的行为，但一旦机体受到损害或功能受到影响，人参就会表现

出巨大的增强人体对不良因素的耐受性和恢复能力的作用。 

人参除了根作药用外，其茎、叶、花、果以及加工副产品都是轻工业

的原料，加工出诸如含有人参成分的烟、酒茶、品、膏等商品，深受国内

外欢迎。目前，人参的主要加工产品已开发出五大类近千个品种：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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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型初级加工产品，以人参为主要原料生产的药品，人参食品，人参保

健品和人参护肤品。 

五、 长白山人参的采收、加工与存储搬运 

人参种植基地适宜采收年限、采收期的确定与当地的土壤、气候、光

照等生长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各地的 佳采收时间是不同的，应根据产

量、折干率、有效成份含量研究结果科学的确定 佳采收时间。实验证明，

人参 佳采收期为 8 月 25 ～10 月初的 40 天左右，长白山人参 佳采收期

为每年的 9月 7日到 9月 20日。人参道地药材的采收方法通常为人工采收，

目前没有较为适宜的采收机械。 

企业初加工场所的卫生环境要符合药材加工卫生标准，晾晒场周边没

有污染源；企业的设备数量、晾晒场面积要与人参种植基地的产量相匹配；

加工方式应采用传统加工工艺，人参刷洗设备视企业的实际，应选择不伤

人参表皮的机械；应有足够面积的干燥间，干燥工艺应经过工艺验证。包

装前质量管理部门要取样检测，符合企业标准后进行包装；包装前检查并

清除劣质品及异物，包装时要有批包装记录。外包装上要有标识和产品合

格证。贮藏仓库要有温湿度监控、除湿机、通风设施、灭蚊蝇灯、驱鼠器

等设备，并且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运输工具要符合卫生要求，保证运输

不造成与其他有毒、有害、易串味物质混装。 

人参要想放的久，主要是需要环境适宜，一般应该存放在阴凉干燥处，

密封干燥保存。一般来说人参中药的保质期限是 3—5 年，经过处理之后，

人参可以保存 5 年以上。野山参常温通风干燥防虫，可以放置 3～10 年以

上。人参泡在高度酒密封，可以放置百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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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长白山人参市场的产业链构成  

 

 

 

 

 

 

 

 

 

 

 

 

 

图 1： 人参的产业链图 

我国是世界上人参生产的大国，也是人参消费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参在产量和质量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提高。尤其是上游

人参种源培育和人参种植发展在不断完善改进。人参产业在经历了几百年

的分散种植后，开始走上了规范化的道路。为了从根本上保证中成药的质

量，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原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02 年 4 月发布了《中

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从种子来源、种植环境、栽培技术、

农药使用等方面对中药材的生产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中药材生产企业本着

自愿的原则，选择一定的种植基地，通过“公司+农户”等形式开展中药材

生产，并向国家申请通过 GAP 认证。 

七、 世界及中国的人参产量 

由于人参这种植物对于日光、水分、土壤、温度等环境条件要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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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因而生长范围比较狭小。野生人参在世界上只有我国、朝鲜、日本，

以及前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才有生长，且数量稀少，现已很少发现。在我

国主要分布在长白山脉和小兴安岭的东南部，以及辽宁省的东部山区。 

人工栽培人参在朝鲜、日本、俄罗斯均有种植。在我国主产区主要集

中在东北地区的东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南起辽宁省宽甸县，北至黑龙江省

勃利县一带。其中以吉林省的抚松、集安、靖宇以及辽宁省的宽甸、桓仁

为著名。随着国家对人参产业的推广以及人工栽培技术研究的不断深入，

现在华北、华东、华中以及西北等地区也在发展人参产业。 

中国人参产量居世界首位，占世界产量的 80%以上。我国人参主要分布

在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产量占全国的 90%以上，其中吉林省栽培人

参面积 大，人参产量占世界７０％，出口量占世界６０％。人参世界年

产量约 6000 吨，中国人参年产量约 5000 吨，吉林长白山地区产量约 4000

吨。 

目前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把人参作为食品应用，特别是韩

国９０％以上的人参通过食品形式消费，其产品多达６００余种，是人参

应用比较发达的国家。 
 

 

 

 

     

 

 

 

图 2、2003 年-2011 年我国人参及野山参种植面积统计 

 

  9



 

 

 

 

 

 

 

 

 

图 3、2003 年-2011 年我国人参及野山参种植面积趋势图 

 

从图 2 和图 3 中我们可以看出，东北三省野山参播种面积，从 2003 年

-2007 年，野山参播种面积年均增幅达到 26.60%，从 2008 年开始播种面积

骤减，截止 2011 年，野山参种植面积基本维持在 40 k ㎡，增长已基本停

滞。由于野山参可种植面积无法增加，根据其 50 年内不可续养的生长特性，

未来几十年内野山参的总体产量也将随之减少。 

八、 长白山人参的生产发展情况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人参生产国，产量居世界第一位。我国人参主要

集中在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吉林省长白山区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

自然条件，成为人参的天然产区，生长在吉林省长白山脉的长白山人参，

以其优良的品质、独特的功效而享誉海内外。在 1987 年第三十六届世界博

览会上，“长白山红参”获得了尤里卡金奖，摘取了世界上第一块人参金

牌；1982 年抚松县北岗出土的世界上 大的野山参“珍珠疙瘩”存放于人

民大会堂。2002 年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准“吉林长白山人参”

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09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又批准了“长白山人

参”为证明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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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是我国栽培人参的主产区，其栽培面积 大，年产成品人参 4000

吨左右，人参产量已占全国的 80%，占全球人参产量的 70%，辽宁、黑龙江

也有相当的产量。吉林全省野生人参年产量在 30 公斤到 50 公斤，占世界

的 60%，年产值在 1000 万元左右；人工栽培人参占全国产量 80%，占世界

产量的 70%，年总产值 10 余万元人民币。年出口干参近年来逐年增加，年

均创汇 3000 余万美元。 

我国人工栽培人参面积和产量均占世界的 40%左右，占全国产量 70%以

上的人参大省吉林省把人参作为优势支柱产业，开发了一批以人参为主要

原料的新药。人工种植人参进入食品试点工作已经获得国家卫生部批准，

在全省启动实施，首批确定了 25 户试点企业，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同时，

向食品、礼品、美容等其他领域延伸，除红参、生晒参、大力参、精制参、

保鲜参外，还有人参精、人参茶、人参蜜片、人参口服液、参一胶囊（一

类新药）等 300 多种产品，在市场上占有相当的份额。 

1983 年, 国家科委、计委、农业部、国家医药管理局联合下达了国家

攻关课题“吉林长白山人参与高丽人参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吉林长白

山人参和高丽参在内在质量上完全相同，但在世界上的品牌、价格和影响

力远不如高丽参。原因在于（1）、吉林长白山人参农田栽参, 参粮轮作技

术研究不够, 没有普及推广。仍然是伐林栽参, 参后还林栽培方式,虽然

产量较高,但破坏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 综合效益不高。（2）、宏观严重失

控,市场运作不规范, 机制不合理.导致多头经营,市场混乱,参价低而不

稳, 资源严重流失,经营效益不高。吉林白山人参深加工产品单一,特别是

功能性系列保健食品的开发远远不够。已开发的 300 多种产品工艺落后,

产品粗糙，包装差，宣传力度小, 绝大多数没有形成品牌。 整体上仍处

于卖原料参阶段。缺少新产品和对市场的深度开发, 没有形成产业化经

营。 （3）、优质无公害栽培技术和规范化加工技术,普及应用率低,缺少现

代化的管理手段,导致人参产品农残超标,产品质量很难保证,影响了长白

山人参的声誉。另外，吉林长白山人参企业规模小,分散,实力弱,没有强大

的企业作为龙头, 企业主体的带动作用不强.对投资周期长、效益高的山

  11



 

参林下栽培重视不够,造成山参的严重短缺。  

吉林省人参规划发展目标：到 2015 年，参业产值实现 400 亿元，人参

产品普遍达到绿色、有机标准，精深加工量占总量比重达到 70％以上。到

2020 年，参业产值实现 1000 亿元，参农收入在 2015 年的基础上翻一番。  

九、 长白山人参未来市场需求预测 

随着市民生活水平、自我保健意识的提高，把人参作为保健食品的消

费群体日益增加。人参不仅仅用于单纯的药物，而且还用于化工，美容、

食品、饮料、礼物等广泛的领域。由于人参的药用价值高，所以应用的范

围广，国内人参市场的需求量也呈现出逐步增长的趋势。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中国国内的人参市场主要是广东、浙江、江苏、

上海等沿海地区，每年人均人参食用量为 0.2Kg 左右。实际上，中国国内

已经出现了人参供不应求的局面。借韩国风的力量，在中国韩国的人参备

受欢迎。据韩国农产品流通公司反映，2006 年 1-7 月份，韩国人参的销售

额达到了 4471 万美元，同比增加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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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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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卖店
2%

其它
7%

 

图表 4 华东地区问卷调查—人参购买地点 

通过问卷调查显示，较多的人主要通过药店、健康食品专卖店购买人

参。他们的主要优势是专业性强、产品质量有保证。药店和健康食品专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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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相比较，人们对老字号店持有更多信任和好感。所以药店比健康食品专

卖店更具有优势。 

根据调查数据，25%的消费者喜欢人参茶；喜欢整棵和切片的人数差不

多，占 22%；其它粉末状、胶囊、液体状的各占 5%、18%、3%。人参茶服用

简便、快捷，口味佳，所以成为消费者优先选择的产品，是年青人喜欢的

产品。人参切片以独特人参味道使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充满信心，是中年人

喜欢选择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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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5 华东地区问卷调查—喜欢的人参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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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 华东地区问卷调查—人参购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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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 华东地区问卷调查—人参购买时重要因素 

 

将消费者的购买意向和购买时的这些重点结合起来分析，绝大部分的

人认为人参是普遍的健康食品，所以产品效果 重要。可以说，效果是人

参产品的根本。真正有效果才能诱导消费者的购买力。 

十、 贸易方式 

目前国外贸易采用国家物种核准制下的贸易方式，具体贸易合同按照交

易双方的约定进行。国内采用自由贸易方式。 

十一、 长白山人参的价格走势 

2004年到2008年,由于人参价格暴跌,产地种植户大幅减少种植面积和

数量,直接导致 2013 年人参产量大减,从而价格飙升，据调查了解广州市内

各大药房发现,2013 年长白山山参价格涨价幅度很大。2013 年年初以来,长

枝规格为 20 克的长白山山参采购价涨了 30%，高丽参采购价也涨了 10%。

零售价格也因此而水涨船高,但消费者仍趋之若鹜。2013 年 2 月份以来，长

白山市山货市场销售的人参价格连续上涨。以规格为 32 支/公斤的人参干

货为例，2 月份批发价格为每公斤 400 元；3 月份批发价格达到每公斤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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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再次创下去年以来新高。 

十二、 影响长白山人参市场的因素 

1、宏观因素 

    长白山人参是高档消费品和药材的原料，其需求量与经济形势密切相

关。经济增长时，长白山人参需求增加从而带动长白山人参价上升，经济

萧条时，长白山人参需求萎缩从而促使长白山人参价下跌。  

    在分析宏观经济时，有两个指标是很重要的，一是经济增长率，或者

说是 GDP 增长率，另一个是农业生产增长率。 

2、微观因素 

    长白山人参的生产成本是影响市场供应的微观因素，生产成本是衡量

商品价格水平的基础。长白山人参的生产成本包括原料成本、人工费、加

工设备折旧费用、运费等构成。 

3、供给关系 

根据微观经济学原理，当某一商品出现供大于求时，其价格下跌，反

之则上扬。同时价格反过来又会影响供求，即当价格上涨时，供应会增加

而需求减少，反之就会出现需求上升而供给减少，因此价格和供求互为影

响。 

十三、 影响长白山人参进出口价格因素 

1、进出口政策  

    进出口政策，尤其是关税政策是通过调整商品的进出口成本从而控制

某一商品的进出口量来平衡国内供求状况的重要手段。我国以逐步降低长

白山人参出口退税率，这本身也要求我们国内的生产经营企业转变方式、

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2、长白山人参消费的拓展和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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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是影响长白山人参价的直接因素，而用长白山人参行业的发展也

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长白山人参的药用与保健作用是影响长白山人参

消费的 重要因素，我国长白山人参产量和质量都居世界前列。产量占世

界总产量的 70%以上，国内及国外高级消费者都习惯食用长白山人参。说明

该品种在市场流通上还是占据一定地位的。随着长白山人参产业规模的扩

大，产品销售市场压力逐渐增大，大众产品销售不畅。为满足不同消费需

求，越来越多的长白山人参加工户开始探索和尝试新产品和新技术，生产

更加安全和营养的长白山人参产品。长白山人参生产由追求产量的规模效

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随着新技术的不断突破，其应用领域将得以更广

泛的拓展。  

3、汇率波动  

国际上长白山人参的交易一般以美元标价，而目前国际上几种主要货

币均实行浮动汇率制。至今国际外汇市场形成了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

立之势。 由于这三种主要货币之间的比价经常发生较大变动，在国际贸易

中长白山人参价也必然会受到汇率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 1994-1995 年美

元兑日元的暴跌和 1999-2000 年欧元的疲软及近年以来美元的持续贬值中

反映出来。      

根据以往的经验，日元和欧元汇率的变化会影响长白山人参价短期波

动，但不会改变长白山人参市场的大趋势。美元汇率对长白山人参价的影

响正日益加深。但决定长白山人参价的根本因素仍然是基本面的供求关系。 

十四、 长白山人参相关行业政策 

1、国家政策     

2002 年 4 月发布了《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 

2、省级政策 

《吉林省人参管理办法》2011 年 3 月 1 日正式实施。 

关于印发《科技人参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2011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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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方及行业政策 

地方及行业严格遵循国家及省级政策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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