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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物种 
虹雉  Lophophorus spp. 
鸟纲 AVES  鸡形目 GALLIFORMES  雉科 Phasianidae 

物种简介：  虹雉属包括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棕尾虹雉（Lophophorus impejanus）和白尾梢虹

雉（Lophophorus sclateri），主要分布于我国青藏高原海拔 2500‐5000 米的区域，为高原雉类的

代表，其中绿尾虹雉是我国特有鸟类。虹雉体形肥大，以雄鸟羽毛有金属性光泽而得名。常

以小群活动于林线附近，觅食于高山草甸。雄鸟求偶时作精彩舞姿炫耀，尾扇形展开上下拍

动，两翼抬起，并偶尔跃入空中。 
分布区域：  从西藏喜马拉雅山脉，东抵云南西北部，四川西部、甘肃南部及青海东南部。国外分布于从

阿富汗东至不丹及印度阿萨姆邦地区。 
保护级别：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虹雉属所有种）。   
CITES附录：  附录Ⅰ（虹雉属所有种）。 
IUCN Redlist：易危 VU（白尾梢虹雉、绿尾虹雉），无危 LC（棕尾虹雉）。 
致危因素：  偷猎；牧区扩大，砍伐和采草药等造成的栖息地破坏和丧失。 

 

棕尾虹雉    绿尾虹雉    白尾梢虹雉 
虹雉属鸟类识别特征（引自 CITES鸟类鉴别手册） 

 

封面摄影： 
董磊，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设计系讲师，野性中国摄影师，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讲师。在高

校从事摄影与设计课程教学，摄影题材主要针对中国西南地区野生动植物的自然史摄影。作品曾入选海峡

两岸鸟类摄影联展，全国鸟类摄影年会及全国野鸟摄影优秀作品展等。 

图片支持： 
野性中国——2011 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2010 年始，野性中国发起并实施“中国濒危物种影像计划”，

旨在抢救性地拍摄中国濒危特有物种。通过这一计划，野性中国组织中国一流的自然摄影师对中国的濒危

物种进行系统拍摄；同时为有志于濒危物种拍摄的人士提供资金、技术指导等方面的支持；建立中国自己

的濒危物种影像库，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独特的珍稀野生物种以及壮丽的自然景观。从而唤起公众的自然保

护意识，促进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美好的世界。2010‐2011 年度，濒危物种影像计划由 SEE基金会资助，在中

国支持 24 位摄影师超过 50 个濒危物种的拍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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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濒科委开展CITES注册单位论证 
   

2011 年 8 月，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濒危物种科学

委员会(国家濒科委)受中

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

出口管理办公室(国家濒管

办)委托，并按照《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的有关规定，组

织专家对深圳市兰科植物

保护研究中心和深圳市中

国科学院仙湖植物园实施

了“CITES 注册科学研究单

位”论证。 

CITES 公约对经选择物

种标本的国际贸易给予特

定控制。其文本第三、

四、五条规定了公约针对

其所列附录Ⅰ、Ⅱ、Ⅲ物

种所规定的商业性国际贸

易的管制措施。这些物种

的所有进口、出口和海上

引进必须经过许可证和证

明书制度的查验。 

但公约也做出了减免

管理措施的“豁免”规

定。在文本第七条第 6 款

和 Conf.11.15 (Rev.12)号

决议规定，公约文本的第

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

各项规定不适用于在本国

管理机构注册的科学家之

间或科学机构之间进行的

非商业性出借、馈赠或交

换的植物标本或其它浸制

的、干制的或埋制的博物

馆标本，以及活的植物材

料。 

公约提出，“豁免”

可用管理机构颁发的“标

签”代替“进、出口许可

证”等，如此能够让科研

标本更便捷的出入境，不

阻碍国际科学交流。但由

于种种原因，包括我国在

内的许多 CITES 缔约国并

未实

述豁免适用于注册

科研

我国仅有

中国

科研单位

的野

年国家濒管办委托

国家

家

濒管

  

行“标签”体系，而

是依然采用“进、出口许

可证”制度。但是，无论

出境国还是入境国，均以

较高的信誉度对待有“注

册”身份的科研单位，有

关审核也较宽松。 

上

单位所拥有并合法获

得的动植物标本；而豁免

对象的范围也被扩大到所

有根据本国科学机构意

见，真正达到一定标准的

科研单位。正因其需达到

一定标准，目前不少国家

的科研机构甚至已将其作

为一种“资质”，要求在

其他国家的对方必须具有

这种“注册”，才能开展

全面研究合作。 

2010 年前，

科学院的四家单位进

入科学研究单位注册。近

年随着我国经济、教育、

科学水平的提高和实力的

壮大，涉及濒危动植物的

科学交流更为频繁。对比

其他国家，如美国 105

个、印度 32 个、瑞士 31

个、菲律宾 4 个，我国的

注册数量显然与其国际地

位和国内有关的单位数量

不相称。 

为方便我国

生动植物标本交流活

动，促进我国科学事业和

野生动植物保护事业的发

展，国家濒管办鼓励各有

关科研单位积极申报 CITES

注册。我委也积极助推各

科学研究单位申报注册。

2010 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

物研究所标本馆和北京大

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注册成

功。 

今

濒科委对位于深圳的

两家科研单位实施论证。

论证会上，申请者对本单

位有关标本的收藏、异地

保护、近期研究成果和注

册对该中心研究和发展的

重要性等都做了详细的介

绍，专家对此做了认真的

讨论和现场检查，并一致

通过了有关科学论证。 

根据论证结论，国

办即可进行审核、注

册，并报CITES秘书处登

记。可在CITES秘书处网站 

上 查 阅 名 单 。
          (孟智斌 文/图) 

注册 

截至 2011 年夏， 

我国在 CITES 秘书处已

注册了： 

6 家科学研究单位； 

2 家商业性目的人工

繁殖附录 I 动物物种的

设施； 

28 家鱼子酱生产企

业。 

深圳市兰科植物保护研

究中心 

为我国濒危兰科植物种

质资源保育基地；拥有

保存中国兰科植物标本

最多的专业标本馆。 

深圳市中国科学院仙湖

植物园 

由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

政府共建，是我国植物

科研重要基地，也是我

国苏铁保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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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物种制品识别知识培训交流会 
 

   

研讨印缅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生态系统 
   

7 月 26 日，濒危物种

制品识别知识培训交流会

在中国林科院举办。会议

旨在对海关检疫工作人员

进行木材树种识别知识培

训。 

中国濒危物种进出口

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周亚非

携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

澳门海关、澳门民政总署

和澳门经济局组成的港澳

履约和执法代表团出席会

议，中国林科院副院长陈

幸良出席并主持会议。 

陈幸良副院长向与会

代表 增加

讨

论，

法和

介绍了中国林科院的

基本情况，以及中国林科

院在服务国家履行《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

用。他希望通过濒危物种

制品识别知识培训交流会

这个平台，为中国林科院

与港澳地区的合作打下良

好的基础，从此以后，进

一步加强合作，密切联

系，尤其是在林产品履约

和执法等方面加强交流与

合作，并肩携手，共同为

我国监管濒危林产品

资源、提高履约能力做贡

献。交流会上，中国林科

院木工所木材构造室主任

殷亚方博士讲授了木材树

种识别技术，介绍了中国

林科院木工所近期在履约

方面所开展的工作。会

后，与会代表参观了木材

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与

木材标本馆。中国林科院

相关所负责人及专家参加

了交流会。 (源自 人民网) 

2011 年 10 月 12-13

日，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

物园 KFBG 和关键生态系统

合作基金 CEPF 在广东深圳

举办了印缅生物多样性热

点地区(中国南部)持份者

（注：利益相关方）咨询

研讨会。国家濒科委常务

副主任蒋志刚研究员出席

了这次咨询研讨会。 

印缅生物多样性热点

地区覆盖了东南亚大陆，

包括缅甸、泰国、柬埔

寨、老挝和越南，同时还

包括中国南方的部分地区

（滇东南、广西南部、广

东南部、海南、香港和澳

门）。印缅生物多样性热

点地区是全世界 34 个热点

地区中面积 大的，区域

内的物种具有高度的特有

性，也是受到威胁 严重

的区域之一，仅有 5%的原

始植被得以保存至今。由

于该热点地区的生态系统

为这里快速增长的人口提

供不可缺少的生态系统服

务，它们所受的巨大压力

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经 过 深 入 咨 询 与

CEPF 于 2003 年与各利

益相关方制订了《生态系

统投资概要》，并以此为

资助方案，自 2008 年 7 月

以来开设了多个印缅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保护的资

助项目，并分别在泰国曼

谷、中国昆明、缅甸仰

光、越南河内、老挝万象

和柬埔寨金边举办了六次

咨询研讨会。 

深圳研讨会针对印缅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内的

相应政策、相关机构及社

会经济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

性威胁、生物多样性面对

的威胁及其驱动力、参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民社

团、以及 CEPF 在印缅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内的中国

南部地区现有项目的保护

成效和自然保护资助模式

等展开介绍和讨论。 

该项目认识到，印缅

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生物

多样性损失的主要驱动力

来自过度开发。而野生生

物狩猎和贸易、林业产品

过度开发、过度捕鱼、合

非法伐木是这一地区

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

胁。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

增长和消费增加、能力受

限、自然资源的经济驱

动、低估生态系统服务、

不恰当的土地使用权分配

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野生

生物狩猎和贸易是 重要

的威胁因素，其成因在于

政治上缺乏野生生物保护

的意愿、执法机构能力低

下、传统食物和药材对野

生生物的需求、城市人口

增加、变得富裕、传统和

文化惯例，以及当地人缺

乏其它发展模式作为替代

等。 (曾岩  文 , Gunter 
Fischer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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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濒危物种国际贸易监管体系基本建立 
   

乌鲁木齐调查实体场所非法交易濒危物种 
近日，国家濒 •管办乌鲁木齐办事处常务副主任安尼瓦尔 木沙同志率领工作组，对新

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重点县市、霍尔果斯口岸及阿拉山口口岸开

展实体场所非法交易濒危物种调查工作。 

工作组召集了工商、建设规划、林业、边防、公安、海关、检验检疫等部门召开了座

谈会，通报了目前国内外濒危物种保护形势、国家及我区开展的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执

法宣传和打击走私濒危物种等工作，对各部门配合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建议和要求。工作

组在伊犁州林业局、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对伊宁市和霍尔果斯口岸的部分古玩市

场、贸易市场、商场、外贸商店等进行了调查，并在霍尔果斯口岸的大型贸易区向商家发

放了保护濒危物种宣传品。工作组调查了解了博州林业局开展相关工作的情况。此次调查

没有发现濒危物种非法贸易活动，工作组要求伊犁州和博州按照国家濒管办编制的《实体

场所非法交易濒危物种调查方案》继续深入完成调查工作，并将统计调查成果及时上报。 
                                                                  (源自 人民网) 

7 月 5 日，濒危物种国

际贸易管理培训会在辽宁

大连举行。国家林业局副

局长、国家濒管办主任印

红指出，经过 30 年努力，

我国的濒危野生动植物国

际贸易监管和履约工作取

得全面进步，贸易监管体

系基本建立，履约法律法

规体系趋于完备，进出口

管理全面加强，履约国际

影响不断扩大，公众保护

意识显著提高。 

印红说，“十一五”

期间，濒危物种进出口管

理系统始终坚持生态保护

优先的发展思路，坚持国

家利益至上的工作原则，

坚持统分结合的管理体

制，坚持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工作目标，努力凝聚

各办事处的力量，增进系

统的合力，不断加强横向

联合，提高部门间履约的

整体协同性，在强化日常

管理的同时，积极应对国

际敏感问题，使濒管系统

履行职责的能力得到全面

提升，为“十二五”的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

是履约环境进一步优化。

二是工作系统性明显增

强。三是队伍建设不断强

化。 

调，今后，我

国濒

“十二五”

是我

发展

红说 ， 2011 年是

“十

印红强

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和

履约工作还将面临长期的

挑战。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产生的利用需求对野生动

植物保护的压力将长期存

在，走私问题难以杜绝，

在局部地区还比较严重，

这必将继续导致国际社会

对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的

高度关注，焦点、热点将

不断涌现。一些进出口企

业缺乏诚信、违法经营，

给管理工作带来巨大压

力。整体履约工作缺乏明

晰的战略布局，疲于应对

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

变。这些问题都需要在

“十二五”时期下大力气

加以解决。 

印红说，

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是深入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

期，也是加快林业改革发

展、全面推进现代林业建

设的战略机遇期和黄金发

展期。濒管系统要紧紧围

绕国家发展战略，围绕现

代林业发展大局，按照国

家林业局确定的履约五年

规划，全面强化各项

工作，实现濒危物种进出

口管理和履约工作的整体

性突破。一是继续完善濒

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监管

体系。二是建立科学有效

的濒危物种贸易监测评估

体系。三是实加强执法协

调和履约宣传。四是深入

开展对外交流合作。五是

继续强化履约能力建设。 

印

二五”的开局之年，

在全面推进工作的基础上

要突出抓好三项工作：一

是认真做好履约工作。二

是大力加强行政许可管

理。三是扎实推进执法协

调和宣传培训。通过一系

列行动，大力发扬艰苦奋

斗的塞罕坝精神，以更加

坚定的信心，用更加有力

的措施，全面开创濒危物

种进出口管理和履约工作

的新局面，为建设生态文

明、维护国家利益、促进

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源自 国家林业局) 

2010 年，上海海关驻

世博园区监管服务中

心受理濒危物种入境

申报。图片所示申报

入境的是 94 株新西兰

特有物种银蕨，上海

海关依据濒危物种贸

易管制的有关法律法

规对其实施现场查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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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物流环节控制濒危物种非法贸易研讨会 
 

   

福州办事处与福州海关联合举办培训班 
   

河南开展CITES知识宣传 
   

8 月 1 日至 3 日，国家

濒管办昆明办事处在昆明

云安会都举办了物流环节

控制濒危物种非法贸易研

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省林

业厅，省商务厅，昆明海

关，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邮政管理局，省旅游

局，省公安边防总队，武

警云南省森林总队，省森

林公安局，昆明海关缉私

局等履约执法协作单位，

昆明、西双版纳、普洱、

德宏、红河等州市林业局

野生动植物保护办，濒管

办南宁、拉萨办事处，国

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北

京办 管办

共存 富的宣传教育活动，

充 分

林业厅保护中心刘伯锋

同志

通过培训，进一步增

强了

事处的领导和专家，

18 家大型物流、快递公司

及国际旅行社的经理参加

了会议。 

会议由国家濒管办昆

明办事处万兆奇主任主

持，国家林业局云南专员

办连文海副专员、省林业

厅郭辉军副厅长、昆明海

关法规处王宏处长、国际

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北京

办事处石建斌主任分别围

绕本单位的履约职责做了

重要讲话，濒管办昆明办

事处、国际野生物贸易研

究组织北京办事处、省森

林公安、海关缉私局、濒

南宁、拉萨办事处就

物流环节控制濒危物种非

法贸易的内容做了专题发

言交流。 

会议还组织参会代表

观看了中国加入 CITES 公

约三十周年宣传片，参观

了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

博物馆，学习了解了生物

多样性、动物识别知识和

履行 CITES 公约宣传展

览。       (源自 人民网) 

近期，河南各地利用

各种形式，开展了《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 公约”）宣

传活动。 

濒危物种是地球生态

系统中无可替代的组成部

分，保护和拯救濒危物

种，对于保障生态安全、

建设生态文明、维护国家

声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是管理濒

危物种国家贸易的国际

法，今年是我国加入 CITES

公约 30 周年，国家林业

局、商务部、国家旅游局

日前下发了关于做好赴

（在）外人员 CITES 公约

知识宣传工作的通知，要

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

容丰

利 用 “ 世 界 湿 地

日”、“爱鸟周”等活

动，运用电视、广播、网

络等媒体以及自然保护区

宣教中心和野生动植物救

护中心等场所，向全社会

广泛宣传 CITES 公约规

定，普及 CITES 公约知

识。   (源自 国家林业局) 

2011 年 8 月 24-26

日，国家濒管办福州办事

处和福州海关在福建龙栖

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

举办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

培训班，来自福州海关一

线关员 30 多人参加了培

训。保护区科技科、保护

科、旅游科的全体干部旁

听了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由福建

省

和濒管办福州办事处

罗春茂同志主讲，分别就

濒危野生动物种类及常见

进出口物种识别和濒危木

材种类及常见进出口木材

识别等进行培训。同时，

培训班利用该保护区的室

内博物馆和野外天然“博

物馆”等开展了实习活

动，使理论与实践得到统

一。

一线关员对濒危物种

的认知。学员普遍反映，

此次培训班老师们的讲课

内容与海关业务联系密

切，针对性、适用性强，

使他们对濒危物种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受益匪浅，

希望多参加这种形式的培

训。       (源自 人民网) 

苏铁科 CYCADACEAE 

spp. 所有种(除被列入

附录 I 的物种)都被列入

CITES 附录 II，被列入

附录 I 的印度苏铁 

Cycas beddomei 在我

国也有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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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上引进”专题会议 
   

情况 中在

委协审专家上海海

洋大

议在下午充分自由

讨论

，CITES 公约和“从海

上引进”这一议题的发展

历程，以及召开此次专题

讨论会的目的。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樊恩源研究员在“海上引

进议题简介”的报告中介

绍了海上引进概念的背

景、议题的进展、议题的

分析和未来趋势展望。该

项管理政策的实施，有利

于提升国内的管理能力，

但同时可能会对我国远洋

渔业产业造成影响。 

国家濒科委平晓鸽就

“从海上引进和非致危性

判断的关系”做了专题报

告，介绍了非致危性判断

的定义，CITES 公约中有关

从海上引进和非致危性判

断的相关文本条款，以及

进行非致危性判断时需要

的相关数据等内容。 

随后农业部渔业局国

际合作处刘小兵处长就

“渔业管理和海上引进”

做了报告，他介绍了中国

远洋渔业发展和区域渔业

组织的情况，远洋渔业管

理有免税名单、合法捕捞

证明等多个措施，对 CITES

“从海上引进”证明书制

度是否有必要提出疑问。 

之后，上海海洋大学

黄硕琳副校长做了“国际

渔业管理趋势与 CITES 公

约”的报告，认为 CITES

公约与渔业管理的矛盾集

两个方面：“从海上

引进”这一概念的解读，

以及 CITES 公约与区域组

织共同管理情况。总结了

我国渔业管理的状况，指

出需要加强政府、科研院

所和企业间的合作，争取

在国际渔业管理的话语

权，并在国际渔业管理中

维护我国负责任渔业国家

的形象，利用各种机会，

合理合法地争取和维护我

国的远洋渔业权益。 

我

由国家濒危物种进出

口管理办公室和农业部渔

政指挥中心主办，上海海

洋大学承办的 CITES 公约

“从海上引进”专题会议

于 2011 年 9 月 14 日在上

海召开。来自国家濒管办

动物处和受理室、农业部

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

室、渔业局国际合作处、

远洋处、中国远洋渔业分

会、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

员会、外交部条法司、中

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上海

海关、香港海产进出口商

会以及上海海洋大学代表

共 30 余人参加会议。 

海洋渔业不仅关系到

物种保护，同时也是许多

国家和人民的生活支柱，

对沿海国捕鱼的管制，可

能给渔民带来经济损失和

生活上的不便。履行 CITES

公约在海洋渔业方面的规

定时，在实施其非致危性

判断、与其它渔业相关组

织合作、海关和执法部门

对原产地认证、估价和归

类，以及物种列入附录等

问题仍亟需研讨。 

会议由上午的主题报

告会和下午的自由讨论会

组成，由国家濒管办孟宪

林副主任和农业部渔政指

挥中心肖放副主任主持，

上海海洋大学黄硕琳副校

长致欢迎辞，孟宪林副主

任首先介绍了参会人员的

学戴小杰教授以“区

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RFMOs

对(濒危)中上层鲨鱼的管

理”为题介绍了区域性渔

业管理组织与鲨鱼管理的

关系。他介绍了金枪鱼渔

业中常见的鲨鱼种类，中

国在三大洋金枪鱼兼捕鲨

鱼产量，以及主要区域性

渔业管理组织对鲨鱼的管

理措施和决议， 后指出

了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

施。 

会

，并 后一致商定形

成专家组机制，做好信息

交流和部门间的合作，并

商定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

再举行第三次专题会议，

继续研讨和跟进相关问

题。         (平晓鸽 文)

“从海上引进”指从不

属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

中取得的任何物种标本

输入某个国家； 

从海上引进附录Ⅰ所列

物种的任何标本，应事

先获得引进国管理机构

发给的证明书。只有符

合下列各项条件时，方

可发给证明书 

(a) 引进国的科学机构

认为，此项引进不

致危害有关物种的

生存； 

(b) 引进国的管理机构

确认，该活标本的

接受者在笼舍安置

和照管方面是得当

的； 

(b) 引进国的管理机构

确认，任一活标本

会得到妥善处置，

尽量减少伤亡、损

害健康，或少遭虐

待。 

(c) 引进国的管理机构

确认，该标本的引

进不是以商业为根

本目的。 

从海上引进附录Ⅱ所列

物种的任何标本，应事

先从引进国的管理机构

获得发给的证明书。只

有符合下列各项条件

时，方可发给证明书： 

(a) 引进国的科学机构

认为，此项引进不

致危害有关物种的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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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遭受贸易暂停建议的国家 
近更新时间 2011 年 9 月 14 日 
国家 通告文号 依据 范围 有效期始自 

巴林 
(非缔约国)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猎隼 Falco cherrug 2007 年 1 月 22 日 

伯里兹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萼脊兰 Myrmecophila tibicinis 2010 年 6 月 15 日 

科摩罗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科摩罗残趾虎 Phelsuma comorensis; 
黑斑残趾虎 Phelsuma v-nigra 

2008 年 8 月 22 日 

刚果民主共

和国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好望角鹦鹉 Poicephalus robustus;  

豹龟 Stigmochelys (原属名 Geochelone) 
pardalis 

2001 年 7 月 9 日 

非洲李 Prunus africana 2009 年 2 月 3 日 

吉布提 No. 2011/010  国家立法 所有商业贸易 2004 年 4 月 30 日 

赤道几内亚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灰鹦鹉 Psittacus erithacus 2008 年 8 月 22 日 

非洲李 Prunus africana 2009 年 2 月 3 日 

加蓬 No. 2008/041  象牙行动计划 所有商业贸易 2008 年 2 月 13 日 

格林纳达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大凤螺 Strombus gigas 2006 年 5 月 12 日 

海地 
(非缔约国)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大凤螺 Strombus gigas 2003 年 9 月 29 日 

印度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檀香紫檀 Pterocarpus santalinus 2010 年 6 月 15 日 

老挝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黄额闭壳龟 Cuora galbinifrons 2009 年 7 月 27 日 

眼镜蛇属所有种 Naja spp. (=舟山眼镜蛇 N. 
atra, 孟加拉眼镜蛇 N. kaouthia, 泰国眼镜蛇 
N. siamensis)

2004 年 4 月 30 日 

金钗石斛 Dendrobium nobile 2009 年 2 月 3 日 

利比亚 No. 2011/036  年度报告 所有贸易 2011 年 9 月 14 日 

马达加斯加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马岛鹦鹉 Coracopsis vasa 1995 年 1 月 20 日 

诡避役属所有种 Calumma spp.和 叉角避役属

Furcifer spp.所有种 (除 安德里吉塔诡避役

C.andringitraense, 波氏诡避役 C.boettgeri, 异
鳞诡避役 C.fallax, 长鼻诡避役 C.gallus, 格劳

诡避役 C.glawi, 球鼻诡避役 C.globifer, 桂氏诡

避役 C.guillaumeti, 绿耳诡避役 C.malthe, 马
罗耶兹诡避役 C.marojezense, 欧氏诡避役

C.oshaughnessyi, 温瑟斯诡避役 C.vencesi, 
侧纹叉角避役 F.bifidus, 佩特叉角避役

F.petteri, 犀叉角避役 F.rhinoceratus, 纵纹避

役 F. lateralis,，沃斯特里蒂避役 F. 
oustaleti，豹纹避役 F.pardalis 和 疣鳞避役 F. 
verrucosus 和 威尔斯叉角避役 F.willsii 外)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1/E010.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08/E041.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1/E036.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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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趾虎属所有种 Phelsuma spp.(除大残趾虎

P.grandis, 科奇残趾虎 P.kochi,尾疹残趾虎 P. 
laticauda，线纹残趾虎 P. lineata，马达加斯

加残趾虎 P. madagascariensis 和四眼斑残趾

虎 P. quadriocellata 外) 

No. 2010/015  捕养设施监督 尼罗鳄 Crocodylus niloticus 2010 年 6 月 17 日 

马里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好望角鹦鹉 Poicephalus robustus 2001 年 7 月 9 日 

苏丹刺尾蜥 Uromastyx dispar 2008 年 8 月 22 日 

毛里塔尼亚 No. 2004/055  国家立法 所有商业贸易 2004 年 7 月 30 日 

莫桑比克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热带环尾蜥 Cordylus tropidosternum 2001 年 8 月 10 日 

苏铁科 Cycadaceae, 蕨苏铁科 Stangeriaceae 
和泽米科 Zamiaceae  

2006 年 12 月 6 日 

缅甸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蛇根木 Rauvolfia serpentina 2010 年 6 月 15 日 

所罗门群岛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所罗门蜥 Corucia zebrata 2001 年 7 月 9 日 

巨凤蝶 Ornithoptera urvillianus 1995 年 1 月 20 日 

维多利亚巨凤蝶 Ornithoptera victoriae 

索马里 No. 2008/041  象牙行动计划 所有商业贸易 2008 年 2 月 13 日 

No. 2004/055  国家立法 所有商业贸易 2004 年 7 月 30 日 

No. 2006/074  年度报告 所有贸易 2002 年 12 月 19 日

多哥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好望角鹦鹉 Poicephalus robustus 2001 年 7 月 9 日 

坦桑尼亚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费希氏情侣鹦鹉 Agapornis fischeri 1993 年 4 月 20 日 

薄饼龟 Malacochersus tornieri  
这一禁令不适用于从捕养或圈养繁殖单位出口

的标本，其年度出口限额需经管理机构和秘书

处商定同意 

1993 年 4 月 20 日 
 
1998 年 6 月 30 日 

非洲李 Prunus africana 2009 年 2 月 3 日 

越南 No. 2010/012  大宗贸易 克里斯丁兰 Christensonia vietnamica 2010 年 6 月 15 日 

马来闭壳龟 Cuora amboinensis; 黄额闭壳龟
Cuora galbinifrons 

2009 年 7 月 27 日 

苏铁科 Cycadaceae, 蕨苏铁科 Stangeriaceae 
和 泽米科 Zamiaceae  

2006 年 12 月 6 日 

 

(曾岩译自秘书处网站)

 

  

 2011 年 5 月被非法进口到阿布扎比的猎

豹； 
 第 61 次常委会讨论的拉美地区缔约国桃

花心木的合法来源 
 大白鲨是将近一百种被列入 CITES 附录

的鱼类之一 
 第 61 次常委会启动非洲象基金 
 第 61 次常委会认定盗猎犀牛和走私犀角

是犀牛面临的主要威胁 
 赛加羚羊被 CITES 和 CMS 列入附录 II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5.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04/055.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08/E041.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04/055.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06/E074.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http://www.cites.org/eng/notif/2010/E0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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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将监控来自马达加斯加和巴拿马的 91 种

珍贵硬木物种 

 

   

木材贸易背景信息 
   

2011 年 9 月 28 日，日

内瓦。CITES 公约秘书处应

马达加斯加和巴拿马政府

的要求，将 91 种硬木物种

列入 CITES 附录Ⅲ，通过

查证符合 CITES 标准的合

法来源记录来控制日益增

长的非法木材贸易。 

将乌木和酸枝木列入

CITES 附录Ⅲ将有助于探查

欺诈，为进口和出口国提

供严谨的贸易信息。CITES

附录Ⅲ的规定意味着所有

被列入名录的产品，其跨

境货物现在都需要伴有官

方文件，证明其来源。 

马达加斯加  

因为非法贸易在 2009

年增加了 25%，出口了近

2.5 万立方米的酸枝木(也

称玫瑰木)，该国要求将五

种 酸 枝 木 ( 黄 檀 属

Dalbergia)和 84 种乌木

(柿树属 Diospyros)列入

CITES。酸枝木因其红棕的

颜色和坚硬木质受到追

捧，被广泛用于高端家

俱、装修和乐器上。今

后，所有被列入物种的原

木、锯材和饰面用单板的

国际贸易都需要伴随确证

了原

CITES 的其

它 1 助他们

控 制

l

TES 秘书长约翰•斯甘伦

John

缔约国依靠 CITES 管理森

林 资 产 的 价 值 不 断 提

着采 过度

产地的 CITES 文件。 

巴拿马  

同样请求

74 个缔约国帮

该 国 达 连 黄 檀

Da bergia darienensis 和

微 凹 黄 檀 Dalbergia 
retusa 种群的贸易。微凹

黄檀也被称作黑酸枝，主

要生长在从墨西哥到巴拿

马的干热带丛林中。黄檀

属物种只有芯材可以生产

高品质木材，微凹黄檀特

别适用于船舶。因为其坚

硬美观，这些木材也被用

于手枪握把、台球杆柄和

象棋棋子。用微凹黄檀制

作的厨房刀具握把无需化

学处理就可以短时间浸泡

在水里不会变型。这种珍

贵的木材也被用去制作珠

宝盒、盒子的镶嵌物和饰

面板，高档毛刷的握把以

及保龄球设备。微凹黄檀

敲击起来会发出响音，因

而也是制作马林巴琴、单

簧管和木琴的优选材料。 

为迎接即将在 2011 年

12 月 22 日生效的新附录，

CI

 Scanlon 说“ CITES

将会支持马达加斯加和巴

拿马控制他们的木材贸

易，保证贸易合法和可追

踪。在 CITES 下监控这些

名贵木材将会帮助当地人

从贸易中获得利益，并有

利于整个生态系统。”斯

甘伦先生还补充道“这一

决定受到联合国 2011 国际

森林年的欢迎，也反映了 

 

 

 

 

 

 

 

 

 

 

 

升。”(曾岩译自秘书处网

站) 

众所周知，热带森林

正在遭受采伐和土地利用

方式转变的严重压力。据

联合国粮农组织估测，在

1980 到 1990 年之间，全球

每年损失 0.8%的热带森

林。从 1990 到 2000 年

间，覆盖了很多热带国家

的森林显著减少，每年的

损失量超过 1%。 

近年来，CITES 附录开

始收录更多木材物种。随

伐者逐渐深入森林并

开始转向珍贵木材，CITES

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其监管也获得了越来

越多的支持。 

CITES 缔约国一致通过

将拉丁美洲的大叶桃花心

木、东南亚的拉敏木(棱柱

木)和非洲的高大花檀列入

CITES 附录 II。 

附录Ⅲ包括了公约任

何缔约国为了预防或限制

开发，需要其它缔约

国协助贸易控制，而确认

将其作为监管对象的所有

物种。 

请求将物种列入附录

Ⅲ并不需要缔约国大会的

一致通过或三分之二投

票。 (曾岩译自秘书处网站) 

微凹黄檀 Dalbergia 
retusa 危地马拉种

群及其制成品已经

于 2008 年被列入

CITES 附录Ⅲ。 

 

 

 

  



 

濒危物种科学通讯 2011 年 第三期 9

  

 

野生生物执法特遣队开会

应对针对大象和犀牛的有组织犯罪
   

2011 年 5 月 17 到 19

日，CITES 大象和犀牛执法特

遣队在联合国环境项目 UNEP

总部开会，就针对这两种厚

皮动物的犯罪行为，讨论了

紧急应对措施。 

20 位顶级执法官员代表

了中国、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莫桑比克、尼泊尔、菲

律宾、南非、泰国、英国、

坦桑尼亚、越南和津巴布韦

等 12 个国家的野生生物机

构、海关、调查机构、国家

公园、警察和执法机构参加

了会议。特遣队还参考了由

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提

供的信息情报。 

 

 

 

 

 

 

 

 

 

 

 

近由 CITES、国际刑警

组织 INTERPOL、联合国毒品

与犯罪办公室、世界银行以

及世界海关组织成立的国际

打击野生生物犯罪国际联盟

ICCWC 也出席了会议，并为国

家机构与有组织犯罪团伙和

网络之间的战斗提供了支

持。卢萨卡协议负责东非区

域执法事务的代表也参加了

会议。 

虽然执法团体取得了显

著进展，但象牙走私一直维

持在很高水平。而非法贸易

并未因在边境执法中经常遭

受损失而受到遏制。仅在

2009 年，海关部门就拦截了

25 吨从非洲向亚洲走私的象

牙。会议前一周，肯尼亚官

员又抓获了一吨多准备从该

国走私出境的象牙。 

一些犀牛种群几乎绝

灭。一些现有相对较大的种

群也在不断增加的压力下走

 

  

向灭 来可

TES 秘书长约翰•斯甘

伦说

官约翰•

塞勒

管

大卫

亡。近年来南非犀牛盗

猎显著增加，2007 年有 13

头，2008 年 83 头，2009 年

122 头，2010 年 330 头，

2011 年头四个月就已经有

159 头犀牛被非法杀害。这种

盗猎规模对南非的 2 万 1 千

头犀牛产生极大压力。 

人们至今还不太清楚象

牙和犀牛非法贸易的市场动

态，包括导致了黑市价格飙

升的供需机制等。为此世界

银行提供了他们在反洗黑钱

和资产追回领域的经验，在

会上很受欢迎。 

特遣队意识到，他们应

对艺术品和古董贸易等犀角

的潜在新需求开展更多调

查。犯罪分子盗猎大象是为

了获取象牙。在新兴经济体

中，消费者愿意花费高价格

购买作为传统工艺品的象牙

雕刻。近年来东亚一些地区

的财富增加使得象牙需求增

长。另一方面，盗猎犀牛主

要源于近年来出现的犀角可

以有效治疗癌症的谣言，以

及为满足传统药材的需求。 

与会者一致赞同应在国

家与国际水平上采取更多沟

通、合作及协调，并准备增

加信息交换。对于那些声称

以合法狩猎为目的，但实际

上是为了获得动物身体在黑

市上销售而前往南非等国家

的旅行者，相关机构尤其需

要定期交换他们的资料。 

特遣队成员一致同意鼓

励执法机构延迟发布有关大

宗案件的新闻，直到信息备

份已提供给源头或目的地国

家以及国际执法团体。这样

做可以沿着犯罪链实施打击

行动，而不会造成过早警

报，使罪犯得到掩盖其行踪

的机会。特遣队对以此方式

支持执法机构工作，或者未

能会为此延迟发布相关

抓捕信息的媒体表示欣赏。 

CI

：“近年来，CITES 秘书

处已经向国家和国际执法机

构发布了不少通报和简报。

这些情报为相关机构提供了

可用于象牙和犀角非法贸易

的风险评价、目标确定和剖

析的信息。特遣队会议为我

们提供 及时的回顾，让大

家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以及该如何准备和传递 新

简报。会议也确证了我们过

去对犀角新‘市场’以及消

费地区的猜测。” 

CITES 首席执法

John Sellar 指出：

“可以理解，我们不能提供

特遣队讨论中的所有细节信

息。但很明显，有组织犯罪

团伙实施违法活动时除了利

益其它什么都不在乎。他们

经常剥削生活在大象和犀牛

分布区的贫苦人，而且毫不

夸张的说，他们驱遣盗猎者

去送死。今年在南非，有十

四名装备自动武器和大口径

枪支的盗猎者在与公园巡逻

队的遭遇战中被打死。” 

INTERPOL 环境犯罪主

•希金斯 David Higgins

也参加了会议，他说：“野

生物非法贸易对一个国家的

经济和安全具有显著影响。

在象牙和犀角违法交易中，

盗猎团伙全副武装，国际犯

罪网络也卷入其中，非法活

动可能将旅游者置于危险之

中，减少了当地旅游收入，

损害生物多样性平衡，而且

本质上是对法制的破坏。”

他还补充道：“与非法贸易

相抗争，我们急需建立和设

计良好的地方、国家和国际

策略，使前线能有效管理、

交换和分析犯罪情报。”
       (曾岩译自秘书处网站)

2011 年 5 月 17 到

19 日，肯尼亚 吉
吉里 CITES 象牙和

犀牛执法特遣队会

议与会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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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空森林” 
专家呼吁更有效的丛林动物肉贸易管理措施 

 

从土著和当地社区利益出发，国际会议确定解决丛林动物肉危机的创新性举措

   

 

会议由 CBD、CITES
和 CIFOR 召集，获得

欧盟资助，在联合国

环境署总部召开。参

加会议的其它组织包

括：联合国粮农署

（FAO）、国际狩猎

和野生动物养护理事

会（CIC）、中部非

洲森林委员会

（COMIFAC）、迁徙

动物公园（CMS）、

UNEP 领导的大猿生

存伙伴（UNEP-
GRASP）、国际自然

保护联盟（IUCN）、

以及国际野生物贸易

研究组织

（TRAFFIC）等。会

议详细报告在 CBD 和

CITES 网站上发布。 

1. 丛林动物肉联络组

报告全文请

见www.cbd.int/doc/
?meeting=LGB-01  

2. CBD技术系列第 33
号材料，野生物资源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丛林动物肉危机

（2008），英文、西

班牙文和法文版可

见：www.cbd.int/ts 

希望 德•朱国际团体和相关的国家

政府与利益方采纳一系列建

议，主要有： 

 实施社区野生物管理，

以及其它提高野生物管

理的途径，如动物狩猎

场或狩猎旅游； 

格拉夫 Ahmed Djoghlaf

说，“CBD 和 CITES 正在合作

力挽狂澜，现在亟需全球性

参与，以控制非法野生物贸

易和不可持续的丛林动物肉

狩猎。”  

2011 年 6 月 10 日内罗

毕、蒙特利尔、日内瓦。暴

利的野生兽类、鸟类和爬行

动物的肉与组织（丛林动物

肉）的非法国际商业贸易愈

演愈烈，导致大范围的生物

多样性丧失、危及全球多处

社区居民生计，破坏脆弱的

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CITES 秘书长约翰•斯甘

伦说：“控制不可持续和非

法丛林动物肉贸易的影响对

于保护贫困人生计以及保护

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野生

生物至关重要。这要求我们

在国际和区域水平上再加倍

努力。CBD 和 CITES 秘书处有

责任与当地社区和其它利益

相关者一起工作来解决这个

问题，推进可持续的解决方

案。” 

“我们需要多学科方法

来强化法律构架，可持续利

用野生生物、寻找替代食物

和其它生计。单独采用其中

任何一种方法都不足以解决

现 存 的 ‘ 丛 林 动 物 肉 危

机’，必须整合国家和区域

的可靠政策，才有可能使得

刚果盆地地区食用野生生物

具有可持续性。”国际森林

研究中心 CIFOR 森林和环境

项目主任罗伯特•纳斯 Robert 

Nasi 说。(曾岩 译自秘书处网

站) 

 增加“小型牲畜”繁

育，比如在小农场里繁

育蔗鼠； 

 支持可持续收获非木材

林产品，如养蜂等； 

会议也认识到，澄清和

确定土地保有权和使用权，

加强对丛林动物肉猎获和贸

易的监督，以及提升从林肉

相关法律执法的必要性。 

对热带和亚热带野生生

物的过度猎杀，危害了当地

土著人生计，也危害着森林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经济

价值，包括木材生产和碳储

存的长期稳定。比如超过 75%

的热带树木物种依赖于动物

传播种子。如果种子扩散者

被猎杀而区域灭绝，很多树

木物种也将不再繁衍。 

如果作为关键资源的野

生生物管理不当甚至枯竭，

国家经济和政府也会遭受大

量税收损失。例如在中非共

和国，未经监管的丛林动物

肉贸易据估计每年价值七千

两百万美元。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和

CITES 公约共同组织了这次会

议。“我们看到，对于热带

森林中濒危物种的合法适度

狩猎已经被商业狩猎和贸易

所取代”CBD 执行秘书艾哈迈

丛林动物肉作为食物，

在乡村和城市市场间的国内

贸易量在不断增长。其结果

是“空林征”对食物安全的

威胁正在加剧，这个情况在

中部非洲尤为严重。要阻止

森林动物的损失，就需要各

方包括森林和野生物管理、

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工作者

与野生生物贸易监管、执法

和卫生官员的协同合作。丛

林动物肉贸易的专家会议因

此召开。 

在刚果河盆地，人口增

长，从乡村到城市区域贸易

增长，以及大型家养肉用动

物短缺，使得猎捕一直维持

在一个不可持续的水平。如

果用本地牛肉替代丛林动物

肉消费，那就需要把 80%的刚

果民主共和国土地转变成牧

场才能支持。因此，提高食

用野生物的可持续性是不二

之选。 

2011 年 6 月 7-10 日期

间，代表 43 个政府、联合国

机构、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

当地社区组织的 55 名代表集

聚内罗毕。会议代表们意识

到，传统途径和国际投入并

没有扭转目前的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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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多边环境协定MEAs信息门户上线 

   

建设遵约和高执法能力的印度尼西亚绿色海关 
   

  

CITES 秘 书 处 参 加 了

2011 年 6 月 21-23 日在雅加

达海关训练中心召开的，由

UNEP 亚太区域办公室和印度

尼西亚政府组织的印度尼西

亚绿色海关计划培训班。 

培训班召集了群岛各关

口的 25 个海关官员，三个部

门，三个联合国机构以及两

个区域中心的咨询专家。这

个培训班为多边环境协定提

供了机会，为一线官员提供

CITES 相关的实践培训，如

鉴定标本、发现骗局、安全

操作，以及其它实用技术。 

“这些培训班为提高对

环境敏感材料贸易的意识，

提升海关官员在环境保护和

管理上的角色提供了绝佳机

会， 伴还

、 计

”CITES 秘书长约翰•斯

甘伦说。 

为加强多边环境协定的

遵约和执法，11 个国际组织

参加合作开展了绿色海关计

划。其目标在于提高海关和

其它相关执法人员监测和促

进合法贸易的能力，侦查和

避免消耗臭氧层物质 ODS，

有毒化学产品，有害废物，

野生动植物种等的非法贸

易。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

有，提高执法团体对所有国

际贸易协定的环境意识，为

其提供整合培训，辅助设备

和工具等。UNEP 技术，工业

与经济部通过其臭氧行动项

目协调绿色海关的工作。 

绿色海关计划的合作伙

包括以下多边环境协

定、联合国机构以及国际组

织：CITES、遏止危险废料越

境转移的巴塞尔公约、卡塔

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生物

多样性公约）、消耗臭氧层

物质蒙特利尔议定书、关于

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

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

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 PIC、

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

德哥尔摩公约 POPs、联合国

环境署 UNEP、联合国毒品犯

罪办公室 UNODC 以及世界海

关组织（WCO）等。绿色海关

计划也与很多区域和国际组

织紧密合作。(曾岩 译自秘书

处网站) 

2011 年 6 月 14 日，日

内瓦。新近上线的联合国多

边环境协定信息与知识管理

计划 MEA IKM 开发了联合国

多边环境协定的集成信息系

统，以帮助缔约国和环境团

体在此一个站点获得多边协

定的各种信息。该计划由

UNEP 支持，将从 3 个联合国

组织和 IUCN 主持的 12 个秘

书处获得 17 个多边环境协定

囊括其中。目前向多边环境

协定信息观察员和数据管理

开放。 

这第一项计划——联合

国多边环境协定信息门户

InforMEA 是在第二次指导委

员会会议上发布的。参加该

次会议的，有巴塞罗那公约

执行秘书玛利亚•路易莎•希

尔瓦 Maria Louisa Silva 女

项 划收集和展示直接来源

于 MEA 秘书处网站和数据库

的信息，保留了数据的拥有

权，从而以较低成本方式保

证了数据的准确及时。MEA

秘书处单独执行了定义的技

术上的解决方案。 

信息规格和形式的协调

整合将有助于开发公约间的

很多其它知识工具。例如迁

徙物种公约和 CITES 可以展

示被分别列入他们附录的物

种，或者斯德哥尔摩公约有

关遭受“关于持久性有机污

染物 PoPs”威胁的濒危迁徙

物种的决议。一旦这些应用

得以开发，这个工具就可以

以 小 花 费 运 行 下 去 。
     (曾岩 译自秘书处网站) 

士 CITES 公约秘书长约翰•

斯甘伦先生以及巴塞尔、鹿

特丹和斯德哥尔摩公约执行

秘 书 吉 姆 • 威 利 斯 Jim 

Willis 先生。 

“随着 InforMEA 的上

线，全球环境团体在信息使

用的透明性获得很大进步，

更有助于我们解决在信息时

代面临的复杂挑战，”联合

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

Achim Steiner 说， 

InforMEA 门户展示了缔

约国大会的决定和决议、新

闻、日程、大事、国家特殊

MEA 成员、国家焦点以及依

据 MEA 缔约国大会议程的一

套 200 条分层术语的执行计

划。 

与类似的工作相比，这

更多信息可联络CITES 的
Marcos 
Silva marcos.silva@cites
.org  和UNEP的Eva 
Duer eva.duer@unep.or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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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纸张许可证到电子技术 
更容易追踪全球经济中的野生生物贸易 

 

   

专家关注奢侈品蛇皮贸易以及生物医药研究用 
长尾猴、鲟鱼、海马和鲨鱼翅的监管 

   

能力 动植物贸易，并为保护工作

带来更多成效。” 

建设上独特和创新的伙

伴关系，新技术的引入，以

及经验和信息传播新技术的

分享。会议凸显了海关在保

证 CITES 物种贸易合法性和

可追溯性上的重要角色。

重要的是，会议制订了资金

联合计划，以协助开发国家

和区域 CITES 电子许可证系

统。 

巴西专家在会上分享了

他们在现有合作协议框架

下，向电子许可技术转变过

程中积累的知识。此外一些

国家也乐意分享他们在建置

单一窗口，即贸易相关信息

单次申报系统上的经验。缔

约国还受邀参加了另一个由

UNEP 开发的电子许可信息交

换 EPIX，这个新举措旨在提

高 CITES 许可信息数据在

CITES 机构与海关间的可验

性。 

CITES 秘书长约翰•斯甘

伦在总结会议成果时说：

“CITES 贸易流程的完全电

子化，将为 CITES 履约提供

新方向，可更好地控制野生

2011 年 6 月 29 日，马

那 瓜 。 海 关 高 级 官 员 和

CITES 履约机构召开用以确

保国际野生动植物贸易合

法、永续和可追溯的技术会

议，讨论如何从纸张凭证转

向电子许可证系统。新系统

将统一 CITES 和海关的管

理、信息标准，有效追踪持

续增加的野生动物贸易。 

6 月 27-29 日，在美国

内政部技术援助计划 ITAP 的

支持下，在中美洲环境与发

展委员会 CCAD 以及 CITES 秘

书处的合作下，来自巴西、

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

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

瓜和多明尼加共和国的超过

30 位与会者齐聚马那瓜，讨

论如何实行国家和区域性电

子许可证系统，如何使用单

一窗口 Single Windows 更好

组织和使用贸易相关信息，

促进与现有措施合作，并加

强海关控制和追踪国际野生

物贸易的能力。 

该 次 会 议 也 得 益 于

CITES 缔约国和国际组织在

美国内政部 USDoI 的詹

森•莱利 Jason Riley 先生表

示：“美国致力于与中美洲

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贸易伙

伴开展合作，加强 CITES 履

约。我被同事们在不断地探

索控制 CITES 物种贸易的新

技术时表现出的充沛精力和

不懈努力深深打动。” 

CCAD 玛格丽塔•萨拉扎

Margarita Salazar 女士对

CITES 秘书处与会表示欢

迎，并感谢美国内政部技术

援助计划提供的财政支持。

她指出：“委员会希望这次

研讨会的成果能够大大简化

管理流程，推动贸易信息的

实时交流。” 

后，会议主办方向与

会者介绍了由世界海关组织

WCO 和联合国贸易促进和电

子商务中心 UN/CEFACT 牵头

成立的电子商务新进展。这

些组织是开发符合国际标准

和规范的统一电子许可系统

的重要合作伙伴。(曾岩 译

自秘书处网站)

2011 年 7 月 22 日，日

内瓦。CITES 公约第 25 次动

物委员会在当天闭幕，委员

会对一些爬行动物、海洋物

种和两栖动物的保护与可持

续利用做出重要的科学判

断。200 位来自 55 个国家的

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表达

对经常被用于奢侈品的三种

蛇类皮张贸易和其它被用于

生物医药研究、食品或宠物

业的 20 种动物物种可持续利

用水平的关切。 

委员会回顾了近年来源

自东

th
眼 t

统中

南亚的三种蛇类：滑鼠

蛇 Ptyas mucosus、网纹蟒

Py on reticulatus 和南洋

镜蛇 Naja sputa rix 的
贸易记录。大宗贸易回顾是

CITES 开发的一项独特的同

行评议和遵约机制，目的是

评价贸易生物资源的可持续

水平。委员会很大程度上支

持前一阵在中国召开的工作

会议所形成的蛇类建议书，

收紧对蛇类繁育机构和皮张

贸易链供应的控制。 

蛇类在亚洲丛林生态系

扮有重要角色。如果蛇

类在亚洲稻田或其它庄稼地

景观中消失，那么他们的猎

物数量将不受控制，将对农

业生产、食品安全和国家经

济造成灾难性影响。人们为

了食物、传统药材和皮张获

取蛇类。蛇类还会被作为宠

物销售，或者作为昂贵奢侈

的皮制品或配件出现在欧洲

和北美的精品店中。蛇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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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加强执法，CITES取消其贸易暂停 
赞赏秘鲁的桃花心木贸易规定，并对犀牛角黑市估价做出校正。 

分

宣

   

 

布

合 C 那样

国，如阿塞拜疆和伊朗

称暂停 2011 年的野生鲟鱼

渔业。委员会认识到，该区

域鲟鱼渔业资源评价经验的

缺乏是履行过去要求进程中

的主要障碍，建议 CITES、

FAO 和其它国际组织提供培

训和能力建设等资源和技

术，以支持相关国家履行渔

业资源评估活动的三段式工

作计划。 

CITES 专家对鲨鱼表示

持续关注，要求 CITES 秘书

处与 FAO 紧密合作，回顾

FAO 渔业委员会 COFI 提出的

鲨鱼保护和管理国际行动计

划 IPOA-Sharks 的执行情

况，特别是贸易信息和区域

性渔业管理组织 RFMOs 采用

的鲨鱼规定，包括渔业资源

评估、生态威胁评价以及保

护和管理措施等。 

的

易

皮

家

张经常被再出口到几个国

进行加工。委员会还检查

了源于中国、印尼和柬埔寨

被用于生物医药研究的长尾

猴 Macaca fascicularis 的

国际贸易数据。这种猴子的

国际贸易自 2004 年起经历过

潮涌式变动（见左图），是

CITES 附录物种中 多活体

贸易的哺乳动物。 

动物委员会主席卡洛斯

• 艾贝罗 Carlos Ibero 先生

说：“本次会议回顾了分布

于东南亚的很多个物种，这

些都是野生生物贸易的热

点。”他还补充道，“这里

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种群

繁盛，而又有很多人的生计

依赖野生生物，所以也是野

生生物贸易的热点地区。” 

委员会还回顾了里海鲟

科物种（鲟鱼和匙吻鲟）的

渔业资源评估方法，为了销

售鱼子酱，人们对这些鱼的

鱼卵有很高需求。一些与会

  

委员会也认为应优先对

马达加斯加的一些变色龙和

蛙类的地方特有种，东南亚

海马等开展 CITES 大宗贸

回顾。 

动物委员会 后认识到

蒙古猎隼保护工作的成效，

支持中东地区将这一物种用

于狩猎活动的积极管理方

式。委员会通过了 2011 年蒙

古提出的 300 只活体标本的

限额。 

在会议结束时，CITES

•秘书长约翰 斯甘伦强调：

“可靠的科学成为公约的核

心，感谢动物委员和所有观

察员将他们的时间和经验奉

献给公约的工作。委员会在

过去五天中的工作一再凸显

了 CITES 在面对真实世界，

应对现实中保护和可持续利

用挑战时的可操作性和实用

主义的本质。” 

CITES 动物委员会为超

过 4 千 5 百种动物的活体、

组织和衍生物的国际贸易的

可持续性提供科学和技术依

据。(曾岩译自秘书处网站) 

2011 年 8 月 26 日，日

内瓦。CITES 秘书处当天宣

布，撤回自 2005 年起因尼日

利亚猖獗的非法野生生物贸

易和缺乏足够执法，而对其

暂停贸易的建议。 

图 2004-2008 年全球合

法活体食蟹猴贸易数量 

是桃花心木等珍贵木材

的主要出口国。秘鲁模式给

我们带来的经验在未来可以

被应用于其他国家。 

ITES 以及尼日利亚签署

的很多其它公约的履约职责

要求，”参加 SC61 的尼日利

亚 代 表 团 领 导 Ngeri S. 

Benebo JP 女士说。 
犀角黑市价格 

CITES 秘书长约翰•斯甘

伦说，“尤其在过去的一年

中，尼日利亚所展示的决

心、热情和政治诉求值得获

得认可和赞赏。尼日利亚政

府对履行公约所不断实现的

承诺鼓舞了我们。” 

CITES 常务委员会主席

奥斯丁•斯多柯森 Øystein 

Storkersen 先生澄清，在黑

市上每公斤犀角的估计价格

低于五万美元。在此前周五

有关市场的媒体简报中，他

所计算的挪威克朗而非美

元，造成了混淆。 

有关取消暂停的决定在

CITES 第 61 次常务委员会

SC61 上得到采纳。尼日利亚

指定其国家环境标准和规则

执法处 NESREA 作为新的国家

CITES 执法机构，并颁布了

完全遵从 CITES 要求的新野

生生物条例，如今在 CITES

立法项目中被评定为一类。 

“ 古 德 勒 克 • 乔 纳 森

Goodluck Ebele Jonathan

博士，GCFR，治下的尼日利

亚联邦共和国政府致力于其

改革议程。我们怀着复兴的

动力决心，驱使尼日利亚符

以桃花心木秘鲁方式为

参考 
CITES 另外同意印度取

消被用于制药的喜马拉雅红

豆杉(Taxus wallichiana)的
贸易暂停。(曾岩译自秘书处

网站) 

委员会也认识到，秘鲁

在过去六年中建立的限制性

木材出口限额和可靠查证系

统，保证了采伐的可持续和

贸易的合法。秘鲁不再像危

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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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动物宠物国际贸易与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曾岩 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 

   

一、无序国际贸易威胁野生爬行动物生存 
   

摘要 

 爬行动物是地球上重要的

生物类群，目前它们的种

群正在大量灭绝或迅速下

降，并可能对地球的生态

系统造成显著负面影响。

贸易，尤其是国际宠物贸

易是造成爬行动物野生种

群 灭 绝 的 重 要 原 因 。

CITES 是全球性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管理协议，已将

800 多种重要的爬行动物

列 入 附 录 。 严 格 执 行

CITES 将有利于爬行动物

的保护，也将有利于当地

社区发展与居民生计。 

原文发表于《水族世界》
2011 年 第 1 期 

  

全世界现在生活的爬

行动物已知有 6600 种以

上，是地球上分化 大，

占据生境类型 丰富的类

群之一，除了南极洲，几

乎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
[1]
。

爬行动物的历史可以追述

到 3 亿年前的石炭纪，但

很多古代爬行动物都在

6500 万年前，可能因宇宙

灾难引起的气候变化中灭

亡了。现生爬行动物分属

四个目：龟鳖目、鳄形

目、 动物

手套 苏拉
[

喙头目和有鳞目。有

鳞目包括蜥蜴亚目、蛇亚

目和蚓蜥亚目。其中蛇类

占爬行纲总物种数量的

42%、龟鳖目 4%、蜥蜴类占

51%，剩下的是鳄和蚓蜥类
[1]
。 

，占据食物链高级；

龟类也是生物多样性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其生

存的环境中可以起到清洁

水域，有效降低某些人类

血吸虫的中间宿主——螺

类的种群密度，传播植物

种子等生态作用
[3]
。全球气

候变化、酸雨、化学污染

以及臭氧空洞等各种原因

造成的环境退化都对爬行

动物的生存造成巨大威

胁。 

虽然这些动物常常不

为人注意，但其实它们很

多种类在生态上都占据重

要地位。如果爬行动物灭

绝，其它动物会随之灭绝
[2]
。蛇、鳄类是重要的捕食

以及艺术品，也有为

食用大量捕杀龟鳖动物。

虽然有些产品是源于人工

繁殖的动物，但仍有大量

产品的原料是来自野生种

群，已导致很多种群的数

量近年显著下降。 

在东南亚和东亚，几

乎一半以上的淡水龟鳖目

前是濒危或者接近濒危状

态，主要原因在于食用和

传统药用工业需求的采

集。总体而论，已经有四

分之三的亚洲龟类受到生

存威胁，其中一半是濒危

的
[6]
。上世纪九十年代，香

港进口活龟的量增加了 33

倍。在 1995 年从孟加拉进

口到新加坡、香港和中国

大陆的缅甸陆龟的贸易量

1991 年为 8 万公斤，1992

年增至 28 万公斤，1993 年

达到 72 万公斤，这个重量

相当于 50 万只个体。马来

闭壳龟的贸易增长量也类

似，1988 年从苏门答腊出

口 3.7 万只，1991 年仅从

维西出口的个体即达

20 万只
7]
。我国人工养殖

的龟鳖苗种，龟类中除乌

龟外，巴西龟的 50％、鳄

龟的 80％靠境外输入。而

我国年需近 5 亿左右的养

殖鳖苗，也有近 60％靠境

外输入
[8]
。每天自越南进口

中国的龟有 18.4 吨，而印

度尼西亚一位货主的长期

订单是每天向中国运送 1

吨龟类
[9, 10]

。而亚洲的需求

可能消灭全世界的龟种群
[11]

。 

爬行动物市场贸易，

除了满足食用与药用需求

外，也大量供应爬行宠物

爱好者。爬行动物是 主

要的跨地区宠物贸易和非

法贸易对象
[5]
。相对于大宗

消费贸易来说，宠物贸易

量的比例较小，但数量很

难进行估计，资料搜集也

比较困难。很难监测并禁

止野外采集爬行动物，尤

其是珍稀濒危物种。 

除 了 生 存 环 境 退 化

外，全球每年为获取皮、

肉捕杀大量爬行动物，并

用于商业贸易。如今爬行

动物正在经历全球性的衰

退，而世界范围的商业贸

易更对这样的种群下降造

成影响。野生生物贸易是

排在是毒品走私后的第二

大，与军火贸易等并称为

当今世界的三大非法国际

贸易。即便不考虑商业捕

鱼和木材工业，野生生物

的国际贸易依然是一项巨

大的商业，每年据估计价

值数十亿美元，并涉及到 3

亿 5 千万个动植物标本个

体
[4, 5]

。目前爬行动物面临

严重的灭绝威胁，每年都

有一些种类灭绝。历史上

对食物和皮革的采集已经

造成很多物种，例如陆

龟、大型淡水龟、海龟以

及几乎所有种类的鳄鱼灭

绝或严重的种群下降，如

有用鳄或者蛇类皮制成的

旅游制品、装饰品、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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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ITES公约管制濒危物种国际贸易 

   

 

还增 进入宠物贸易的野生盒龟

中只

建议 龟和

加了动物的死亡率。从

野外捕捉爬行动物用于宠物

贸易的主要方式是套索、网

或猎犬。虽然捕捉环节的死

亡率很少记录，但是动物可

能受到明显伤害，如因此瘫

痪、脚爪折断或扭伤、狗咬

伤以及身体刮伤，从而引起

较高的死亡率。很多个体在

被出售之前已经遭受脱水、

饥饿、衰弱或生病等损害。

爬行动物活体运输的平均死

亡率大约是 3.8%，损失 10-

15%的货物是正常损耗。以

此估计，每天可能就要失去

50 到 60 条球蟒。比如 1991

年三月在史基浦 Schiphol 

机场截获了一箱从坦桑尼亚

运进美国的货物中有 511 只

饼干龟和 307 只豹龟，其中

50%的龟在到达时已经死

亡；更多的幸存者因饥饿、

严重脱水或者龟壳破裂而奄

奄一息；箱底那些带卵的雌

龟已经流血死亡，卵壳因挤

压破碎而扎破了母龟的内

脏。野生盒龟在从捕捉到运

抵零售商这一过程的死亡率

一般不低于 20％，有时会高

达 50％。曾有人估计在 100

只

有 1 只在两年后依然存

活
[2]
。 

爬行动物宠物交易行为

也是外来种引进快速增长的

原因，并可能造成当地生物

多样性的破坏。对于阿根廷

和智利这样的地区而言，扁

虱是外来物种，却跟随球蟒

Python regius 的进口而进

入。另外人们也在从阿根廷

进口到乌干达的智利陆龟

Geochelone chilensis 身上

查到了不属于本土的寄生虫
[2]
。台湾调查发现市场上有

239 种外来种爬行动物
[17]

。

这些爬行动物宠物种类的具

体来源途径、状况不明。这

无论是对于保护濒危物种，

还是防止外来物种入侵，都

是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在

中国大陆，近年宠物巴西龟

（红耳彩龟）的逃逸或“放

生”也造成了外来物种入

侵，对当地特有野生淡水龟

鳖的生存造成威胁。寄生虫

可能随着跨地区的宠物贸易

传播扩散，为进口国本土的

爬行动物带来新的疾病和生

存压力。 

濒危和受威胁物种更容

易因为它们的稀有而引发人

们的收集兴趣
[12]

。非法的宠

物捕捉和贸易可能加剧野生

种群的灭绝风险。三线闭壳

龟在民间也称金钱龟，是香

港人 喜欢的宠物龟，据报

道，香港 2001 年在公园和

溪流中竟然发现 700 个用于

捕捉野生三线闭壳龟的装置 
[3]
。这些龟鳖动物依赖较高

的成体存活力以弥补野外龟

卵和亚成体的高死亡率。即

便只捕捉少量成体，也可能

造成整个种群的下降，或减

缓种群的恢复
[13, 14]

。在宠物

贸易中，价格和它的珍稀、

濒危程度有关，因此宠物贸

易对珍稀、濒危物种来说具

有更大的危险性。如仅分布

在 我 国 海 南 的 凭 祥 睑 虎

Goniurosaurus luii，一经

科学描述，便成为美国、欧

洲、日本和台湾宠物贸易的

热点，在进口地区价格高达

1500 到 2000 美元一只，而

在模式产地，其野生种群却

因遭到过度采集而几近绝灭
[9, 15, 16]

。 

CIT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Reptile-pets 

Abstract The wild 
populations of reptile 
are running into 
predicament of 
extinction sped up by 
pet culture and 
derivative illegal global 
trade. This business 
could also be harmful 
to the native 
population by invasion 
of alien species. 
Disordered markets 
encourage the illegal 
pet trade and could 
severely impact on 
conservation of 
reptiles. CIT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n 
protecting global 
biodiversity. CITES 
Appendices list more 
than 800 species of 
reptile, most of which 
are treated as pets by 
human. Strictly 
regulation of CITES 
will be advantag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livelihood of local 
people, but also to the 
conservation of 
endangered reptiles.。 

非法从野外捕捉和贸易

蛇，以及一些仙人掌与

兰花。列入附录 II 的物种

允许商业化国际贸易，但是

在 CITES 许可基础上被严格

控制。附录 II 包括 4460 多

种动物，28000 多种植物，

如未列在附录 I 中的那些灵

长类、猫科动物、鲸、鹦

鹉、鳄、兰花等。附录 III

包括一些成员国家在自己境

内受到保护，同时希望其它

国家予以协助保护的物种。

附录 III 包含近 300 个物

种。随着贸易对一个物种的

种群影响增强或减弱，该物

种可以被添加进 CITES 附

录，或从中删除，或从一个

附录级别转入另外的级别。 

。这些国家机构与海

关，野生生物部门，警察和

类 似 机 构 密 切 合 作 负 责

CITES 的执行。截止 2010 年

底，CITES 拥有 176 个缔约

国，通过规范野生动植物贸

易而成为世界 有力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国际公约之一。 

无约束的野生生物贸易

会严重损害物种的种群，尤

其是那些已经因其它因素，

如生境丧失等很脆弱的种群

过度利用有损于野生动植物

的保护。对许多物种进行贸

易会危及其生存。为应对全

球贸易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的

毁灭性影响，各国政府在

1973 年缔结了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以规范国际野生生物贸易，

保证其维持在可持续水平

上。CITES 要求每一个成员

国家或地区通过国内立法和

正式指定管理机构发放贸易

许可，同时必须指定一个科

学机构以对进出口提供科学

CITES 以其附录形式提

供了三种规范选项。除了特

别特殊的情况外，被列入附

录 I 的野生动植物禁止国际

商业性贸易。附录 I 包含大

约 530 种动物和 300 多种植

物物种，如大型猿类、大型

猫科动物，众多捕食性鸟

类、鹤类以及雉鸡类、所有

的海龟、很多种类的鳄、陆Aquarium 2011，1:22-
27 



 

16 ISSUE 3, 2011, ENDANGERED SPECIES SCIENTIFIC NEWSLETTER 

 

   

三、CITES支持爬行动物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数据 取充

，列入附录 II 实际上可

以通

物的美学、

科学

易。只要商业性贸易在不

损害有关物种的生存的水

平上进行，它就会造福物

种及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或

当地人民的发展。认识到 

执行公约附录调整的决定

应考虑它对贫困阶层生计

的潜在影响。 

这些决定必须建立在

明确的生物学资料上，分

析不同的保护类型如何影

响特定种群，并确定物种

状况充分符合各个等级的

附录标准，如这些物种是

否确实存在贸易？贸易量

是多少？种群下降或上升

的科学依据是什么？以及

如建议者是否与其它周边

国家或地区充分商议过等

其它技术事宜上的相关标

准。值得一提的是，当一

个物种从附录 I 转入附录

II，其保护工作并不需要

“降级”。因为降级是成

功保护的信号，说明该物

种种群数量已经增加到可

接受严格监控贸易的规

模。另外，通过允许物种

在可持续水平上的商业利

用

过给当地人在物种生

存上提供巨大支持而促进

保护。 

野生动植

、文化、娱乐和各种

形式的利用对全球各地都

极其重要。野生动植物种

的可持续利用，无论是消

耗性的还是非消耗性的，

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经济

有效的土地利用方式。寻

求保护和利用的大多数野

生爬行动物大都分布在发

展中国家（图 1），合法利

用的收益可为支持管理野

生动植物，和消除非法贸

易提供资金和激励。CITES

公约要求确保野生动植物

的可持续利用和合法贸易

不会增加该物种的非法贸

图 1。2004-2008 年全球

合法爬行动物活体贸易的

主要出口地区 

分的保障措施.每个捕

养项目的所有产品 (包括

活体标本)都必须予以标记

和登记，以确保人们可以

很容易地将这些产品与其

它产品区别开来。 

分析，CITES 公约执行

后，美国的爬行动物贸易

量显著下降，而且在 1980

年代始终保持较低水平。

常见的贸易物种是作为

宠物豢养，人工繁育成功

的 美 洲 鬣 蜥 科 绿 鬣 蜥

Iguana iguana 。在 1970

年，绿鬣蜥的进口仅占所

有爬行动物活体进口量的

8%，而到 1995 年则占总量

的 45% 
[18]

。 

CITES 将全球 800 多种

爬行动物列入附录，包括

鳄目、陆龟科、海龟科、

闭壳龟属、蟒科、雷蛇

科、多个属的避役、蜥

蜴、鬣蜥等爬行动物类群

整体列入控制商业贸易的

名单，其中多数都是国际

宠物贸易对象。如 CITES

全球贸易数据库显示，近

几年来，活体爬行动物以

美洲鬣蜥科为主，其次是

蟒科和陆龟科（图 2）。而

美洲鬣蜥与陆龟活体主要

贸易目的即为满足各国宠

物市场的需求。 

图 2。2004-2008 年全球

合法爬行动物活体贸易的

主要类群 

CITES 鼓励人工繁育动

物的国际贸易，目前全球

合法宠物国际贸易主要来

源于人工繁育和捕养（图

4）。很多爬行动物的幼体

在野外存活至成体的可能

性很低，“捕养 Ranched”

即从野外采集卵或幼体动

物置于受控制的环境中饲

养，确保在必要的情况下

并在适当的地方，将适当

数量的捕养所获动物再返

回野外。捕养项目建立适

宜的档案管理和猎取量控

制制度，并具有监督野生

种群的机制。捕养项目采

CITES 的执行规范了全

球宠物贸易和濒危动物宠

物市场。美国是全球 大

的活体爬行动物宠物工业

消费地区（图 3），1995

年进口超过两百五十万只

活体爬行动物。1998 年美

国的国际贸易记录了约 100

种活体爬行动物，而受

CITES 监 管 的 则 占 大 约

82%
[2]
。根据美国联邦渔与

野生生物署 USFWS 的贸易

图 3。2004-2008 年全球

合法爬行动物活体贸易的

主要进口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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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爬行宠物贸易仍处无序状态

   

  

近年来，我国爬行物种

宠物的家庭养殖和市场刚刚

兴起，尚未引起有关部门和

组织的足够关注，各个机构

尚缺乏足够信息，难以采取

有效管理或宣传模式，控制

或引导爬宠行业发展。却一

直没有受到法规和管理的足

够重视。仅仅几年前，我国

各地养殖场饲养爬行动物品

种还相对较少，单种规模较

大。如 2003 年八月发布的

《国家林业局关于发布商业

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

熟的梅花鹿等 54 种陆生野生

动物名单的通知》里仅列有

巴西 (按种

灭 的

龟、大鳄龟、中华鳖、

尼罗鳄、湾鳄、暹罗鳄、中

国林蛙、黑龙江林蛙、猪蛙

及虎纹蛙等两栖爬行动物，

饲养目的以供食、药用市场

为主。近年来两栖爬行动物

宠物饲养和贸易已成不可遏

制的潮流，并逐渐成为一大

文化产业。 

目前，我国爬宠饲养者

主要集中在大中型城市，其

爬宠来源基本以市场购买为

主。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徐州

各类市场中有售的爬行动物

不到 10 种，但至 2002 年已

达 40 种，一个花鸟市场里每

天龟类、蜥蜴类及两栖动物

蝾螈类的贸易量均可达百只

以上
[4]
。而北京的两栖爬行

动物宠物种类多达 132 种，

甚至包括一些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动物、IUCN 红色名录评

估为极危与濒危的动物，以

及 CITES 附录 I 和附录 II 物

种
[20]

。龟鳖动物目前是北京

地区 重要的宠物类群，物

种数 多(64 种)、价格高

类平均 1703±540 元人

民币)，市场供应量大(平均

每天 411±232 尾)、饲养的

普及程度也较高
[20]

。但很少

有人考虑到市场所售爬行动

物宠物的来源及销售是否合

法。 

我国爬行动物宠物国际

贸易处于无序状态。很多爬

行动物爱好者认为，诸如国

外已成功人工繁殖绿鬣蜥、

球蟒和四爪陆龟 Testudo 
horsfieldii 等常见珍贵爬

行动物宠物，很多国家都可

以合法销售（图 5）这些动

物，豢养宠物不会对野生种

群产生影响。但在我国，家

庭饲养这些珍贵动物却属于

非法甚至违法行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2004 年修订)》、《陆生野

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和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

例》等法律规定，驯养繁殖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含

CITES 附录物种时，应当持

有驯养繁殖许可证。 

在有利于增加野生动物

种群，或者在维持野生种群

稳定的情况下，捕养项目会

推动该物种栖息地的保护。

自公约生效以来，人们在世

界各地建立并注册了很多鳄

类繁育基地和饲养场，并采

取“捕养”的保护和利用方

式供给商业利用，使已经接

物近 绝的野生鳄种群受到了

保护。 

CITES 公约还规定，在

核发出口许可证、再出口或

巡回展出证明书之前，管理

机构应确信标本的准备和装

运能将受伤、损害健康或遭

受虐待的风险降到 低程

度，要求活体动物运输满足

《活体野生动植物装运准备

和运输指南》、国际航空运

输协会 IATA 的《活体动物

规则》的要求，尽可能降低

贸易运输对动物活体尤其是

宠物生存的影响。这一系列

规定保证了国际宠物的合法

贸易不至于威胁特定物种的

生存。 

但是仍有大量野外捕捉

的爬行动物，其贸易都未受

管制。人们一直忽视爬行动

管理和监控。由于利益

和政治原因，一些物种 丰

富的地区却是 难进行保护

和贸易控制的地区，也是生

境破坏 严重的地区（图

1）。而且，很多进出口国家

并没有严格执行 CITES 的要

求。此外，庞大和相对分散

的贸易方式导致完整持续的

监管非常困难，即使在在美

国，也只有 25%的活体动物

运输受到了政府监管。当政

府部门发现货物出现违规情

况时，通常只是给予警告。

即便其中的少数案例遭到联

邦法庭审判，法官也经常不

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19]

。 

图 5。2004-2008 年全球

合法爬行动物活体贸易的

主要物种 

图 4。2004-2008 年

全球合法爬行动物活

体贸易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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