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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15 日至 25 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

主任蒋志刚研究员应邀参加了在墨西哥

坎昆举行的 International Export 
Workshop on Non-Detrimental Finding 
of CITES，即 CITES 公约无损害判断国

际专家研讨会。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对所有列入该公约附录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的

国际贸易进行管制。我国是 CITES 公约缔约

国。濒科委是我国履行 CITES 公约的国家机

构。CITES 公约要求缔约国科学机构对每一项

拟开展的所有濒危物种贸易进行科学决策，即

由各国科学机构对每一项CITES 公约附录 I 物
种的进口与出口、每一项 CITES 公约附录 II
物种的出口进行该项贸易将无损害该物种的野

外生存之科学判断，简称无损害判断

（Non-Detrimental Finding，NDF），以确保濒

危物种的野外生存不会受到国际贸易的影响。

CITES 公约秘书处召开这次国际专家会议的

目的是： 

 分析和总结各国科学机构进行出口无

损害判断案例研究的途径和方法； 
 给缔约国提供无损害判断研究的细节

以及他们如何进行无损害判断案例研

究的程序； 
 2009 年向 CITES 动物委员会与植物

委员会提交本次研讨会的结果，

CITES 动物委员会与植物委员会将

评估这些结果的可操作性，以及提交

下一次缔约国大会讨论表决的无损害

判断程序的可行性。 

会议的预期结果是： 

以分类单元为基础的，以最少和优化信息，

按照以下三种主要原则为在贸易中常见生物类

群（物种或一组物种）制定无损害判断原则的

指南： 

1、 以物种的生物学/生态学为基础考

虑的准则/参数； 
2、 能够用于测度这些准则/参数的方

法学； 
3、 数据分析以做出关于物种利用的

决定。 

将背景文件、案例研究以及研讨会衍生的

讨论和建议汇编成册，以会议论文集或正式出

版物出版。 

编制会议专家通讯录以便未来进行

CITES 无损害判断过程的合作。 

研讨会分为树木、多年生植物、苏铁类、

地下芽与附生植物、水生无脊椎动物、鱼类、

两栖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 9 个工作组，

广泛研讨了潜在贸易物种的生物学/生态学为

基础考虑的准则/参数；测度这些准则/参数的

方法学；数据分析和无损害判断决定程序等。 

蒋志刚研究员在会议上做了名为：CITES 
Non-detrimental Finding Case Study for 
Exporting Macaques, Macaca fascicularis 
and Macaca maluntta, from China 的报告。报

告了由国家濒科委、国家濒管办参与完成的中

国出口猕猴、食蟹猴无损害判断案例研究。研

讨会还进行了大会交流。（报道 蒋志刚） 
 

 

 

 

食蟹猴 
Macaca 
fascicularis 
CITES 附录 II 
（拍摄 曾岩）

 蒋志刚常务副主任参加 CITES 公约无损害判断国际专家研讨会 国

内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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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内蒙古、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 

象是国际高度关注的濒危物种。正确处理

好象保护与象牙合理利用的关系，对维护我国

象牙雕刻传统工艺这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

兼顾象保护和象牙雕刻传统工艺的传承，我国

在强化象牙加工销售规范化管理和执法监管等

方面逐步探索、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建立起象

牙雕刻品定点加工、定点销售、统一标识管理

制度及信息系统，有力遏制了走私及非法加工

销售象牙及其制品的犯罪势头，成效显著，并

得到国际社会主流的认可，最终促使 2008 年 7
月《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

称《公约》）第 57 次常委会批准我国可以从南

非、纳米比亚、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四国一次

性购买和进口其政府库存象牙原料，为解决我

国象牙雕刻传统工艺面临的原料紧缺问题奠定

了基础。 

但必须看到，我国获得合法进口象牙原料

地位后，国际社会必然进一步关注我国象牙加

工销售管理及执法监管状况，也要求我国在国

际象保护事务中更好地履行义务。另一方面，

还要防止原料在短期内消耗殆尽、危及象牙雕

刻传统工艺的可持续发展。对此，为切实处理

好象保护、象牙原料合理利用及象牙雕刻传统

工艺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经认真研究，现

就进一步强化象牙及其制品加工经营管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非洲象保护管理级别。按照《陆

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

现将非洲象核准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对

其活体及其产品，按原产我国的国家一级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进行管理。 
二、全面核查库存象牙原料及其制品。各

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在近期内对本区域内有关

单位和个人库存象牙原料及其制品情况进行一

次全面调查，对保管点、责任人、数量及来源

情况逐一登记造册，经核实后于 200９年３月

１日前报送我局。特别是要强化监管进口原料，

在其入境后在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我局委托的

技术检测机构的监督下，逐一实施标准化封装

和登记注册。对各地象牙原料统计、注册情况，

我局将组织抽查，确保对上述象牙原料或其制

品的严格监管。 
三、对象牙加工经营活动开展清理整顿。

为提高全行业象牙雕刻工艺水平和进一步强化

对象牙加工经营活动的规范管理，我局决定自

即日起到 2009 年３月底开展一次全面清理整

顿，一是象牙加工企业须于 2009 年３月底达到

以下条件或标准：象牙加工场所面积不小于 50
平方米，且工作台、设备、灯光等配置合理、

整洁、安全，流程科学；有独立、安全、具备

必要温湿条件的象牙原料保存场所，且记录台

帐清晰明了、不可更改；注册资金达到 200 万

元；具有中高级职称的技师不少于 2 人；建立

了规范的管理制度，具有长期发展的规划，且

科学合理可行。对届时未能达到上述条件和标

准的企业，将不再批准其购进象牙原料。二是

要求象牙制品销售单位，具备供货渠道、适宜

的销售场所及专用柜台，并严格按要求在醒目

位置摆放象牙定点销售标志牌；建立了规范的

管理制度，工作人员能对象牙制品标识作出正

确说明和解释。对届时未能达到上述条件和标

准的单位，各象牙加工企业应停止向其供货。

三是企业工作人员均按照《劳动合同法实施条

例》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四是对存在涉嫌走

私、非法出售、收购、运输、加工、销售象牙

及其制品的，一经查实，依法查处。按照上述

要求，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要立即对本区域

内象牙加工销售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核查，于

2009年５月 1日前将核查情况和象牙加工企业

及销售单位的材料一并上报我局，我局将适时

抽查，并对清理整顿后企业情况进行评审和公

告。 
四、严格控制新增象牙加工企业和象牙制

品销售点。在象牙原料紧缺的情况下，为维护

象牙雕刻传统工艺的可持续发展，对象牙加工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象牙及其制品规范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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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规模要实施严格控制，原则上不再新增象

牙加工企业，新增象牙制品销售点也要根据本

区域经济社会状况和监管能力，按照“控制规

模，合理布局”的原则，从严掌握，因特殊情

况，需要新增象牙加工企业或象牙制品销售点

的，都必须符合本通知第三条规定的条件，并

提交符合条件的有效文件或材料以及象牙原料

或制品来源证明，经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综合平

衡后，报我局统一评审。经评审符合条件和标

准的，我局将统一公告。 
五、进一步完善象牙制品标识管理试点措

施。为确保对象牙制品的严格监管，所有象牙

制品须加载“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

标识”方可出售、陈列、展览或申办允许出口

证明书，并按照象牙制品分类标准使用专用标

识，做到“一物（制品）一标（标识）、物标同

行”。按照《公约》规定，利用从非洲四国进口

的象牙原料加工生产的象牙制品不得再次出

口，因此，对这类象牙制品，在加载“中国野

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时，须明确加

注“禁止出口”的字样。象牙制品定点销售场

所还要摆放定点销售、警示用语标牌，散发宣

传卡，确保消费者了解国家相关政策，自觉遵

守国家规定。 
六、严格限定象牙原料年度消耗量，优化

原料配置机制。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国将难以

补充象牙原料。为防止我国现有库存的及进口

的象牙原料在短期内消耗殆尽，每年度全国象

牙原料消耗总量原则上将控制在 5 吨以内，确

保维持象牙雕刻产业 15—20 年的原料需求。行

业协会推荐的象牙原料进口企业或有库存象牙

原料的企业，要从维护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出发，拟定原料出售或调配计划、合理价格，

分期分批向我局申请行政许可，经科学评审通

过和批准后方可实施。象牙加工企业，须于每

年 5 月 15 日前按照行政许可有关规定，向我局

申请本年度（当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

利用象牙原料计划，经统一评审，我局将依据

科学评审意见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七、健全象牙原料及其制品信息管理系统。

为强化对象牙原料及其制品的监管，防止从非

洲四国进口象牙原料经加工后再出口的情况，

要进一步完善象牙信息管理系统，对从非洲四

国进口的象牙设立专门的数据库，对经标准化

封装和登记注册的进口原料在国家和企业两级

建立相互衔接的核销制度，确保象牙制品的标

识与核销的象牙原料相吻合，实现对象牙原料

及其制品的动态跟踪和监控。 
对个人保存及合法进口的象牙及其制品经

核实来源，确认合法有效后方可予以注册标识，

并纳入信息库进行管理。 
象牙及其制品标识技术服务机构，还要加

强“象牙及其制品网络查询系统”建设，便利

公众或执法机构、管理机构的查询和准确掌握

相关信息。 
八、加强行业自律，提升雕刻工艺水平。

行业协会应当充分发挥引导和带头作用，协助

主管部门开展相关工作，积极提供政策咨询、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引导合法竞争，维护市场

秩序。进一步加强象牙雕刻技艺的研究和交流，

提高工艺水平，集中力量创作艺术精品和佳作，

培养一批艺术大师，逐步形成各有所长、优势

互补的良好发展格局，使具有悠久历史的我国

象牙雕刻传统工艺得以发扬光大，并不断创新。 
九、完善执法合作机制，加大宣传力度。

针对仍然存在的通过互联网或在古玩市场、收

藏品市场、宾馆饭店商场、机场商场等场所非

法销售象牙制品等行为，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

会同公安、文化、海关、工商等部门加强执法

检查和宣传，在情况严重的区域要适时组织专

项治理行动，切实遏制走私及非法加工经营象

牙及其制品的犯罪势头。对上述执法工作中，

各企业、经销点要积极配合，及时举报非法活

动动向，提高执法效率。此外，为履行《公约》

相关义务，各地应及时将有关执法信息汇总上

报，以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的交流和实施国际

共同打击行动。对违反有关规定的，将依法追

究法律责任。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 

二 OO 八年十

二月十六日 
（转载自 国
家林业局） 
 
象牙制品  
拍摄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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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巴鲁生态保护基金与 08 年首届“斯巴鲁生态保护奖”评选 

2008 年 9 月 23 日，“斯巴鲁生态保护基

金”签订成立仪式在国家林业局会议室举行。

这一签订仪式的举行标志着由斯巴鲁汽车（中

国）有限公司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联合建

立的生态保护基金正式启动。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

基础，而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有着重要

的意义。斯巴鲁作为国际知名的汽车生产厂商，

在为消费者提供高性能汽车产品的同时，还坚

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促进人类与环境协

调发展的环保理念，愿意尽最大努力为维护生

态平衡和推动环境保护工作做出贡献。此次设

立“斯巴鲁生态保护基金”即是为实现这一目

标而进行的实际工作。 

“斯巴鲁生态保护基金”是由斯巴鲁汽车

（中国）有限公司捐资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与国家林业局下属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联合

设立的。斯巴鲁设立这一环保基金的目的是通

过表彰在环保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集体和个

人，结合自然保护区考察和举办讲座等手段，

更为广泛的宣传环保理念，从而推动中国环保

事业的发展。 

2008 年 9 月，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

公司出资100万元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

同建立了“斯巴鲁生态保护基金”，并设立了“斯

巴鲁生态保护奖”以表彰为我国生态保护工作

做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斯巴鲁生态保护奖设

有集体和个人两类奖项，其中集体奖包括斯巴

鲁生态保护特别贡献奖、斯巴鲁生态保护奖和

斯巴鲁生态文明学校奖，个人奖包括斯巴鲁野

生动物卫士奖、斯巴鲁野生动物保护奖、斯巴

鲁生态文明传播奖、斯巴鲁关注生态贡献奖、

斯巴鲁生态小卫士奖。斯巴鲁生态保护奖的评

选活动得到各地政府、环保组织和各届人士的

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最后，由斯巴鲁评委会

7 名评委，在近 300 参赛单位各个人中评出 45
个集体和个人奖项。这一奖项的设立和评选无

疑对我国生态保护工作起到了有力的宣传和推

动作用。 

由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与中国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设立的“斯巴鲁生态保护

奖”评选活动日前圆满结束。2008 年 12 月 17
日，发奖仪式在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于上海音乐厅举办的“感动 2008－斯巴鲁之

夜”晚会上隆重举行，共有包括斯巴鲁汽车（中

国）有限公司，斯巴鲁全国经销商代表、斯巴

鲁车主、数十家媒体人员、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组织的获奖代表在内的近600人参加了本

次发奖仪式。 

在该次发奖仪式上，斯巴鲁汽车（中国）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大野圭先生和中国野生

动物协会秘书长杨百瑾女士等领导为获奖者颁

发了获奖证书和奖杯。杨百瑾女士在发言中表

示了对所有获奖者的赞扬，并高度评价了斯巴

鲁为推动我国生态保护工作而做出的积极努

力。大野圭先生则发言表示：斯巴鲁在致力于

为消费者提供高性能汽车产品的同时，也积极

承担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对于生态和环

境保护，斯巴鲁一直十分关注并倾力投入，同

时希望通过斯巴鲁生态保护奖这种具有影响力

的生态保护奖项评选，在更大范围内树立和加

强公众的生态文明理念，带动更多人参与到生

态保护工作中来，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生态保

护工作的发展。 

首届“斯巴鲁生态保护奖”评审结果 

一、先进集体 

(一)斯巴鲁生态保护特别奉献奖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二)斯巴鲁生态保护奖 

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江苏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青海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安分局 
湖北省宜昌市森林公安局“4.09”专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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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勒泰地区野生动植物保护办公室 
上海野生动物园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中国科学院动物生态与保护生物学重点实

验室 

(三)斯巴鲁生态文明学校奖 

西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 
安徽省合肥市香樟雅苑小学 
山西省太原市桃园小学 
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京溪小学 
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东苑小学 

二、先进个人 

(一)斯巴鲁野生动物卫士奖 

梁红珊    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森林分局 
旦  达    西藏阿里地区森林公安局 
王海林    河南省郑州市森林公安分局 
陶双寿    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森林公安局 
张  伟    厦门海关 

(二)斯巴鲁野生动物保护奖 

胡锦矗    西华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刘务林    西藏自治区林业调查规划研究

院 
杨业勤    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 
李长友    黑龙江省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 
胡明虎    甘肃裕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 

 (三)斯巴鲁生态文明传播奖 

朱再保    湖南省岳阳市环保志愿者协会 
齐  联    中国绿色时报 
郑忠杰    江西电视台 
刘昕晨    北京濒危动物驯养繁殖中心 
李树华    新疆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 

 (四)斯巴鲁关注生态贡献奖 

孟柯吉日嘎拉  内蒙古阿巴嘎旗草原监理

站 
许新邦    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鲤鱼江村 
于祥琳    安徽省安庆市双莲寺小学 
黎大黎    广东省肇庆市人大常委会 
马朝红    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孟津管理局 
陈水华    浙江自然博物馆 
傅和玉    北京教育学院 
李俊奕    福建仙游县盖尾吉祥漆画设计

中心 
张俊纶    湖北省监利县人大常委会 
任建国    吉林省吉林市 

(五)斯巴鲁生态小卫士奖 

袁日涉    北京市六十五中学 
任  艺    北京市十五中学分校 
刘思宇    云南省景洪市第四中学 
李恺悦    北方交通大学附中 
刘德利    吉林省天北镇小学 
马小梅    青海省西宁市世纪职业学校 

了解更多详情，登录以下网站：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www.cwca.org.cn 

 斯巴鲁中国有限公司： 
www.subaru-china.cn 

 北京中广群星公关策划有限公司： 
www.zgspr.com 

 斯巴鲁汽车车友会： 
http://211.147.210.199/index.html    
（摘自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赛加羚羊 
Saiga 
tatarica 
CITES 附

录 II 
©Pavel 
Sorokin 



濒 危 物 种 科 学 通 讯                                           Endangered Species Scientific Newsletter 
2009 年 3 月第 1 期                                                   March,  2009,  No.1 

 6 

为了更好地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简称公约），营造东盟大通道的良

好环境，实现生态文明、生态建设和生态安全

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 种进出口管理

办公室（国家濒管办）昆明办事处会同昆明海

关、云南省森林公安局、中国科学院昆明分院

省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省濒科委）于 2008
年联合开展了“云南省与东南亚邻国野生动植

物贸易情况调查”活动。12 月 6 日至 8 日，国

家濒管办副主任孟宪林在昆明办事处常务副主

任李纯、昆明海关和省濒科委领导陪同下，深

入到保山市腾冲县调研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

情况。调研组一行到滇滩边境口岸查看了边境

贸易情况和边贸木材贮运情况，并到腾冲海关

驻滇滩点看望了海关干部，了解并查看了边境

货物贸易进出口报关情况。调研组还实地考察

了红豆杉加工生产企业--杜鹃王旅游产品开发

公司，调查了解企业原料进出口、生产状况及

产品销售情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调研组在腾

冲海关召开了由市、县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森

林公安局、海关、海关稽私分局领导和野生动

植物保护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 

保山市西北和南部与缅甸交界，国境线长

168 公里，在腾冲境内除有猴桥、滇滩、胆扎、

自治指定口岸通道外，还有 11 条可通行车辆

的边境便道和上百条边境小路，由于我市与缅

甸所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吸引着国内外

大量游客和商人，2003 年至 2005 年累计进口

紫杉醇 31 吨，货值 1360 万元；出口松茸 170
吨，创汇近 1000 万美元。丰富的野生动植物

资源同时也“吸引”了一些走私野生动植物的

不法之徒，给正常的进出口边境贸易和野生动

植物监管带来了很大难度。几年来，海关及海

关稽私分局会同林业、森林公安、边防、解放

军部队等执法部门协同作战，加强管理、强化

执法，共同打击辖区内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违

法犯罪行为，依法查获了走私大象皮、红豆杉

树根、犀牛角、穿山甲活体及甲片、黑熊、蟒

蛇皮等野生动植物制品，通过一系列的打击和

宣传教育活动，有效遏制了走私野生动植物违

法行为，维护了正常的进出口秩序。 

孟宪林副主任在听取林业、海关和森林公

安机关的情况汇报后，充分肯定了保山市在野

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

绩：保山市各级林业、海关、边防和解放军部

队认真履行职责、认识到位、重视到位，工作

卓有成效，有一定经验，有实际案例，从云南

省西南部这条通道是基本堵住了。工作中，基

层林业和海关部门能发现和研究问题，找出问

题根源，这也是此次调查取得的收获，有的问

题他将带回去，认真研究，应从国家层面上找

出对策进行解决。他同时还向与会领导认真分

析了当前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国际形势，增

强了各级各部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是

1981 年正式加入《公约》的履约国，又是濒危

物种分布大国，有 1700 多种原产我国的濒危

野生动植物列入该公约的附录物种。二十多年

来，我国各级政府和相关主管部门通过不懈的

努力，认真履约，维护了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

地位和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良好形象。近几

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十

分活跃。虽然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贸易额在全部

贸易额中比例不大，但十分敏感，由于利益的

驱动和一些饰品的需求，非法猎杀野生动物和

盗挖野生植物现象仍然突出，走私野生动植物

案件时有发生，犯罪手段和装备不断翻新，管

理和执法难度不断加大。国外一些政府、非政

府组织和保护组织在国际上常对我国出现的走

私野生动植物现象进行指责和攻击。面对严峻

的国际形势，孟副主任指出：各级各部门要高

度重视此项工作，认真分析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按照国家已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

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在做好濒危野生

动植物进出口管理的同时，海关要同各级林业、

森林公安和边防等部门合作联防，及时沟通交

流，加大执法力度，创造性的工作，为我国认

真履约，继续维护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保护

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良好形象做出努力。市林业

局副局长谢培毅、市森林公安局副局长杨昌忠

参加了调研工作。 
               （摘选自 云南省林业厅）

 濒管办调研云南保山市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边境贸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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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日报文昌清澜 2 月 10 日电，2 月 6
日，广东阳江渔民在文昌清澜港外海域误捕一

只巨鲨，经专家鉴定，该巨鲨为被列入《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I 的动物鲸

鲨。今天，文昌渔政渔监站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有关规定，

对粤阳江 04048 号渔船船主杨某处以 2000 元

罚款，并没收其非法所得 5000 元。 

“因渔民不知情而误捕保护动物，我们主

要是以教育为主，处罚不是目的，关键是要让

渔民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海洋与渔业厅渔政处

处长邢志刚说。 

粤阳江 04048 号渔船船主杨计华介绍说，

2 月 6 日下午 2 点多钟，他与几位渔民驾船在

文昌清澜港外 10 多海里的海域捕鱼时，捕获

了一只 12 米长、1.5 米高的巨型鲨鱼，杨计华

估计该鱼重约 3 吨多。当天下午，他们将鲨鱼

拉回清澜港，准备卖给一鱼贩子。鱼贩子后来

只付给船主杨计华 5000 元作为燃料费。至于

鲨鱼的去向，杨计华称不清楚。记者今天试图

与该鱼贩联系，未果。 

阳江渔民在文昌海域捕获巨鲨的消息经媒

体报道后，引起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 

当日上午，省海洋与渔业厅请省水产研究

所两位专家赶赴文昌，对阳江渔民捕获的巨鲨

进行鉴定。经对照现场图片及有关图谱，专家

最后确定该巨鲨系鲸鲨。 

省水产研究所资源捕捞室主任、高工陈积

明说，鲸鲨体呈灰色或褐色，下侧淡色，明显

黄或白色小斑点及窄横线纹，齿细小而多，圆

锥形。陈积明说，鲸鲨生活于暖温性大洋海区

的中上层，游动速度缓慢，常漂浮在水面上晒

太阳。其性温和，不攻击人。鲸鲨在海南海域

时常可见。 

省海洋与渔业厅渔政处有关人士介绍说鲸

鲨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 II。目前列入国家保护的鲨鱼有三种：鲸

鲨、姥鲨和噬人鲨。另外，所有海豚和鲸鱼都

属保护动物。 

“当时我们不知道这是保护动物，要知道

就不抓了。”杨计华说。 

陈积明说，海南地处热带、亚热带，海洋

生态环境优良，是我国水生野生动物品种最多、

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国家一、二级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的大多数品种在海南省均有分布。

南海海域常见的水生保护动物有绿海龟、玳瑁、

儒艮、海豚、鲸鱼等。 

邢志刚表示，今后渔政部门将加大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力度，印制一些列入保护范

围的水生野生动物图谱，上船向渔民宣传，提

高其识别保护水生野生动物能力，增强保护意

识。   (摘自 南海网-海南日报 作者 侯小健)

 广东渔民文昌误捕鲸鲨 

 骑车环游世界的人造访秘书处 

2008 年 7 月 29 日，CITES 秘书处迎接了一位不寻常的到访者。尼泊尔的 Furtemba Sherpa 以宣

传世界和平和提高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为目标，骑车环游世界。Furtemba 的骑行开始于 2003 年，

迄今访问了 35 个国家。他们目标是造访 150 个国家，预计要一直骑行到 2020 年以达到这个目标。

秘书处职员们很高兴有机会能祝贺 Furtemba 目前的进展，并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Furtemba 被

颁予一个证书认可他的努力(图见 14 页)。（编译 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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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2008 年 7 月 14 日 

大象、桃花心木、犀牛和老虎将在

本次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

57 次常务委员会上成为主角。将有来自

世界各地的 300 名人士参加会议，包括

缔约国观察员、政府间团体、商业机构和专注

于野生动物保护与国际贸易的非政府组织。 

CITES 常务委员会将检查对野生生物贸

易章程的执行情况，此项工作在 173 个缔约国

的大会上没有列入议程。其它方面，委员会将

要考虑四个南部非洲国家核准出口库存原牙的

数量，以及允许进口购买这些库存的国家。会

上还将讨论亚洲的虎园、因传统药物需要偷猎

犀牛、亚马逊盆地采集的桃花心木的合法来源、

以及用于前列腺癌症治疗的非洲李（Prunus 
africana）的贸易水平等议题。 

“人们需要创新和有勇气的方案来缓解物

种急剧减少的趋势”CITES 秘书处长 Willem 
Wijnstekers 说。“在本周，G8 国家领导人也认

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承诺在减少野生生物违法

贸易的同时，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

用的共赢，改善研究活动与公众或政策制定者

间的沟通平台。”他补充道。 

“由于被采纳的决议直接影响一些特定物

种、其所在生态系统的状况以及农村贫困人群

的生计，这些解决方案应该基于最有效的数

据。”智利大使、委员会主席 Cristian Maquieira 
补充道。 

象牙的一次性销售 

基于 2007 年海牙达成的协议，博茨瓦纳、

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被获准其所有在

2007 年 1 月 31 日之前登记的政府拥有的库存

象牙作一次性销售。这些国家公告了如下可销

售的原牙数量：博茨瓦纳，43,682.91 公斤；

纳米比亚，9,209.68 公斤；南非，51,121.8 公

斤；津巴布韦，3,755.55 公斤。总计约 108 吨。 

在 2008 年三、四月间，CITES 秘书处调

查了这四个国家所公布的在 2007年 1月 31日

前登记的象牙库存。这些库存象牙来源合法，

重量在通常变化的可接受范围内。核查结果令

人满意。 

每项销售都必须单独装货并一次性运送到

其目的地，且只能到达那些已经由 CITES 秘书

处核实的象牙销售国际控制完备的国家。在通

过多次回顾中国象牙控制和市场后，CITES 核

查确定中国 2008 年执行得分为 63%，而第一

次批准一次性销售的 2002 年，中国得分为

6%。尽管仍有非法象牙潜在目的地，像其它一

些国家等问题，但中国已经达到了 CITES 一次

性销售所要求的核查标准，因此可以被指定为

贸易伙伴国。 

2007 非洲协议规定，“在这批货运完成之

后”，一旦销售完成，CITES 不会考虑在一个

称之为“搁置期”的九年内批准这四个国家的

再次销售。 

虎园，桃花心木和犀牛的合法来源 

委员会还将考虑有关虎园的争议。在海牙

会议上，CITES 确认圈养种群应该限制在一定

数量中，只要支持野生虎保护即可，而不能为

将其部分或衍生物用于贸易而繁殖老虎。大会

还要求委员会设定监测方法，以了解那些拥有

老虎繁育机构的国家是否依从该项决议并提交

报告。委员会还需要了解打击虎及其它大型猫

科动物如豹的皮和骨等非法贸易问题的相关工

作。 

委员会还将回顾和讨论亚马逊盆地桃花心

木的出口量，以及木材合法来源问题。委员会

认为核查木材的系统目前还不完善，不能提供

所需要的可信度。相关机构正在开发一个新的

系统，保证采伐的可持续和合法贸易。 

犀牛，尤其是民主刚果共和国、印度、莫

桑比克、尼泊尔、南非和津巴布韦的种群都在

公

约

新

闻 

 CITES 开会讨论象牙和木材贸易，也讨论虎园与犀牛非法贸易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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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盗猎影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尤其严重，

科学家们担心那里的犀牛种群会被悉数清除。

犀牛角非法贸易可能是其主要原因。包括欺诈

性申请 CITES 证书、滥用合法纪念物狩猎、从

南非到远东（亚）快递走私。CITES 秘书处将

寻求委员会许可，召集一个多国组成的特遣工

作组处理这一问题。 

另外，委员会还将确立一个指标适应

CITES 公约新的策略愿景；回顾四个国家，即

马达加斯加、尼加拉瓜、乌干达和越南的野生

生物政策成效；研究执行保护野生生物和农村

贫困人口生计之间的关系。最后，会议还将讨

论电子许可系统以提高国际野生生物贸易规章

的效率。 

更多信息请与 Juan Carlos Vasquez à  
联系 
+41 229178156、+41 793786540、
juan.vasquez@cites.org.     （编译 曾岩） 

 

日内瓦，2008 年 7 月 16 日。 

今天 CITES 常务委员会（其职责是在缔约

国大会会期之间承担 CITES 的执行监查）放行

了在 2007 年原则通过的象牙一次性销售。博

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和津巴布韦现获许一

次性销售官方所有的总计 108 吨象牙。核准原

牙的数量如下： 

 博茨瓦纳：43,682.91 公斤； 
 纳米比亚：9,209.68 公斤； 
 南    非：51,121.8 公斤； 
 津巴布韦：3,755.55 公斤。 

委员会也同意指定中国为进口国家。日本

在 2006 年已经被允许进口象牙。这两个国家

都声明他们将严密监控国内市场。 

所有销售收入将专门用于大象保护以及与

象生存地毗邻的当地社区。 

“秘书处将严格监督这项销售，并评估其对

整个非洲大象种群的影响。我们将持续监督中

国和日本的国内贸易控制，以确保杜绝不择手

段的贸易商趁此机会洗白非法来源的象牙，”公

约秘书长 Willem Wijnstekers 先生说。 

CITES 从 1989 年起禁止象牙国际商业贸

易。到 1997 年，基于对一些南部非洲国家大

象种群的管理健康有效的认识，CITES 允许博

茨瓦纳、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对日本实行总共

50 吨的一次性销售。这次销售在 1999 年进行，

为大象保护筹集了五百万美元。 

象牙的合法销售源于自然原因死亡或者有

问题动物控制性死亡而收集形成的现有库存。

今天，南部非洲的大象种群被列入公约附录 II，
允许在许可系统中进行商业贸易，但是其它大

象种群仍然被列入附录 I，禁止任何商业目的

的进口。 

更多信息请联络 Juan Carlos Vasquez at 
+41 22 917 81 56 or +41 79 378 65 40 or 
juan.vasquez@cites.org.或访问：Official 

documents and other information of the 57th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he list of members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编译 曾岩） 

 放行象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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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罗毕/日内瓦，2008 年 11 月 17 日，为

阻止日益嚣张的犀牛盗猎，阻断犀牛角非法贸

易的犯罪网络，2008 年 11 月 18 到 19 日，

CITES 犀牛特遣工作组在内罗毕召集会议。 

CITES 犀牛特遣工作组召集了分布地区、

运输路途以及消费地区国家的野生生物执法官

员，以促进有关犀牛犯罪信息的沟通。包括以

下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香港特别行政区、

肯尼亚、印度、莫桑比克、尼泊尔、南非、泰

国、美国、越南、也门和津巴布韦。官员们来

自 CITES、海关、警察、特派以及国家公园执

法机构等。CITES 秘书处、国际警察组织、卢

萨卡协定特遣工作组以及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部

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CITES 秘书长 Willem Wijnstekers 在评论

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时指出：“近段时间犀牛盗猎

的增加正在威胁过去 20 年来非洲和亚洲保护

努力的成功。虽然某些地方的犀牛种群增加了，

但仍无法使人安心。” 

人们盗猎犀牛是为了它们的角，用于制作

传统药材或者刀剑把柄。CITES 自 1977 年起

严禁其国际贸易。在经历了上世纪 80 和 90 年

代严重的盗猎之后，一些非洲和亚洲的犀牛种

群在执行保护项目后开始恢复。但是，非洲部

分地区的武装冲突和政局不稳定，以及亚洲市

场的需求复苏，已经破坏了一些区域的保护努

力。据报道，今年在南非的国家公园和狩猎保

保留地中，至少有 40 只白犀牛遭受盗猎。在

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非法猎杀的数量在过去

几个月中显著增加。对于在刚果民主主义共和

国发现的北部白犀牛而言，形势更加严峻。 

先前为解决虎、猎隼和大型猿类野生生物

犯罪问题，已经召集建立相应的 CITES 执行特

遣工作组。这类召集的成果包括收集和分析犯

罪信息的工作指南、专门培训、鉴定指南以及

提高保护意识的材料。联网工作也使来自世界

各地执行机构的执法官员能够更为有效合作。 

更多信息请联络： 

Nick Nuttall, UNEP Spokesperson/Head 
of Media, on +41 79 596 57 37, or E-mail: 
nick.nuttall@unep.org .  
Anne-France White, UNEP Associate 
Information Officer, on Tel: +254 (0)20 
762 3088; Mobile in Kenya: +254 (0)728 
600 494, or E-mail: 
anne-france.white@unep.org   
Juan-Carlos Vasquez, CITES media 
officer, at +41-22-917-8156 or 
juan.vasquez@cites.org. 

（编译 曾岩） 

 

裂叶苏铁 Bowenia serrulata 
CITES 附录 II 

© Palm & Cycad Societies of Florida, Inc 

 

 联合国开会解决日趋嚣张的犀牛盗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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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 CITES 在执行中使用贸易措施，会建

议通过暂停贸易以提高公约的效力。暂停

CITES 附录物种标本贸易的建议由缔约国大

会和常务委员会提出。暂停贸易的建议给相应

国家提供一段时间以改变违规到守规，这可以

通过立法、打击和减少非法贸易、提交缺少的

年度报告、回应常务委员会的特定建议（与公

约第四条大宗贸易评估的规定有关）以及其它

事务的进展来达到。暂停贸易的建议在该国守

规后立即撤销。 

在 CITES 缔约国的要求下，并为了帮助

CITES 执法，秘书处提出了一个当前有效的建

议暂停贸易国家名单表，列出了建议对象国家，

给涉及缔约国的通告，建议的依据，以及涉及

建议的贸易范围等，还有适当的注解。 
                  （最近更新：05.11.2008） 

国别 Country 通告

Notification 
依据

Basis 
范围 Scope 生效时间

Valid from 
亚美尼亚 Armenia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猎隼 Falco cherrug 2007 年 1 月

22 日 
巴林 Bahrain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猎隼 Falco cherrug 2007 年 1 月

22 日 
科摩罗 Comoros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黑斑残趾虎 Phelsuma v-nigra、科摩罗

残趾虎 Phelsuma comorensis 
2008 年 8 月

22 日 
刚果民主主义共和国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河马 Hippopotamus amphibius、好望

角鹦鹉 Poicephalus robustus、豹陆龟

Geochelone pardalis 

2001 年 7 月 9
日 

吉布提 Djibouti No. 2006/073 
(14 Dec 2006) 

国家

立法 
所有商业贸易 2004 年 4 月

30 日 
赤道几内亚 Equatorial 
Guinea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非洲灰鹦鹉 Psittacus erithacus 2008 年 8 月

22 日 
加蓬 Gabon No. 2008/041 (7 

Jul 2008)  
象牙

行动

计划 

所有商业贸易 2008 年 2 月

13 日 

格林纳达 Grenada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大凤螺 Strombus gigas 2006 年 5 月

12 日 
几内亚比绍

Guinea-Bissau 
No. 2006/073 
(14 Dec 2006) 

国家

立法 n
所有商业贸易 2004 年 4 月

30 日 
海地（非缔约国）Haiti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大凤螺 Strombus gigas 2003 年 9 月

29 日 
伊拉克（非缔约国）Iraq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猎隼 Falco cherrug 2007 年 1 月

22 日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赛加羚羊 Saiga tatarica 10 August 

2001 
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 

  除了从繁育机构以保护目的进口活

体标本外 
2007 年 1 月

22 日 
老挝民主主义共和国

Lao People’s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眼镜蛇属 Naja spp.(= N. atra, N. 
kaouthia, N. siamensis) 

2004 年 4 月

30 日 

 目前建议暂停贸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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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Country 通告

Notification 
依据

Basis 
范围 Scope 生效时间

Valid from 
Democratic Republic 
利比里亚 Liberia No. 2006/073 

(14 Dec 2006) 
国内

立法 
所有商业贸易 2004 年 4 月

30 日 
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马岛鹦鹉 Coracopsis vasa;  
 
避役属所有种 Chamaeleo spp. (除纵

纹避役 C. lateralis、沃斯特里蒂避役

C. oustaleti、豹纹避役 C. pardalis 和
疣鳞避役 C. verrocosus);  
 
残趾虎属所有种 Phelsuma spp. (除了

尾疹残趾虎 P. laticauda、线纹残趾虎

P. lineata、马加残趾虎 P. 
madagascariensis、四眼斑残趾虎 P. 
quadriocellata) 

1995 年 1 月

20 日 

   苏铁科 Cycadaceae、蕨苏铁科

Stangeriaceae 和泽米科 Zamiaceae  
2006 年 12 月

6 日 
马拉维 Malawi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河马 Hippopotamus amphibius 2001 年 7 月 9

日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好望角鹦鹉 Poicephalus robustus 2001 年 7 月 9

日 
马里 Mali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苏丹刺尾蜥 Uromastyx dispar 2008 年 8 月

22 日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猎隼 Falco cherrug 2007 年 1 月

22 日 
No. 2004/055 
(30 Jul 2004) 

国内

立法 
所有商业贸易   

毛里塔尼亚 Mauritania  

No. 2003/027 (6 
May 2003) 

年度

报告 
所有贸易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绳蜥 Cordylus tropidosternum 2001 年 8 月

10 日 
莫桑比克 Mozambique 

  苏铁科 Cycadaceae、蕨苏铁科

Stangeriaceae 和泽米科 Zamiaceae  
2006 年 12 月

6 日 
尼日利亚 Nigeria No. 2005/038 

(19 Jun 2005) 
执法

问题 
所有贸易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赛加羚羊 Saiga tatarica 2001 年 8 月

10 日 
俄罗斯联邦 Russian 
Federation 

  除了从繁育机构以保护目的进口活

体标本外 
2007 年 1 月

22 日 
卢旺达 Rwanda  No. 2006/073 

(14 Dec 2006) 
国内

立法 
所有商业贸易 2004 年 4 月

30 日 
所罗门群岛 Solomon No. 2008/052 大宗 所罗门蜥 Corucia zebrata 2001 年 7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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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别 Country 通告

Notification 
依据

Basis 
范围 Scope 生效时间

Valid from 
(22 Aug 2008) 贸易 日 
  巨凤蝶 Ornithoptera urvillianus 1995 年 1 月

20 日 

Islands 

  维多利亚巨凤蝶 Ornithoptera 
victoriae 

 

No. 2008/041 (3 
Jul 2008)  

象牙

行动

计划 

所有商业贸易 2008 年 2 月

13 日 

No. 2004/055 
(30 Jul 2004) 

国内

立法 
所有商业贸易   

索马里 Somalia  

No. 2006/074 
(14 Dec 2006) 

年度

报告 
所有贸易 2002 年 12 月

19 日 
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猎隼 Falco cherrug 2007 年 1 月

22 日 
多哥 Togo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好望角鹦鹉 Poicephalus robustus 2001 年 7 月 9

日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费氏牡丹鹦鹉 Agapornis fischeri、棕

头鹦鹉 Poicephalus cryptoxanthus、麦

耶氏鹦鹉 Poicephalus meyeri、红腹鹦

鹉 Poicephalus rufiventris、费氏冠蕉

鹃 Tauraco fischeri 

1995 年 1 月

20 日 

  豹陆龟 Geochelone pardalis 
 
这项暂停不包括农场或圈养繁育机

构申请的标本产品，因其年度出口限

额已经获得了管理机构和秘书处的

许可 

1995 年 1 月

20 日 
 
2008 年 6 月

30 日 

  饼干龟 Malacochersus tornieri 
 
这项暂停不包括农场或圈养繁育机

构申请的标本产品，因其年度出口限

额已经获得了管理机构和秘书处的

许可 

1993 年 4 月

20 日 
 
2008 年 6 月

30 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肯尼亚沙蟒 Gongylophis colubrinus 
 
这项暂停不包括农场或圈养繁育机

构申请的标本产品，因其年度出口限

额已经获得了管理机构和秘书处的

许可 

1995 年 1 月

20 日 
 
2008 年 6 月

39 日 

越南 Viet Nam No. 2008/052 
(22 Aug 2008) 

大宗

贸易 
苏铁科 Cycadaceae、蕨苏铁科

Stangeriaceae 和泽米科 Zamiaceae 
2006 年 12 月

6 日 
注释：正如在上表中显示，一个国家可能受到多项贸易暂停建议，这些建议的范围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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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对某个特定国家可能建议对所有 CITES 物种的标本，或对所有 CITES 物种商业贸易，或

者仅对一个特定物种施行暂停贸易。在这种情形下，管理机构在处理许可和证书申请时应该考虑

到所有这些建议。 

一个国家可能遭受多项暂停贸易建议，是因为其引发一项建议有不同的程序。每项建议的产

生时间各异，相互独立实施生效，直到达到各自的撤回标准。           （编译 曾岩） 

 

里昂，2008 年 19 月 16 日。今天，国际

警察组织总秘书处和 CITES 公约发行了一份

帮助野生生物犯罪执法官员进行调查的指南手

册。 

本手册由上述两个组织合作编写，利用最

初在对抗毒品流通中开发出来的技术，为开展

违法物品的“控制下交付”（一种毒品犯罪侦查

手段。即在侦查机构地有效监控下，允许其运

输和交易，以便顺藤摸瓜,扩大战果,抓获毒枭

的侦查方法。译者注）侦查提供指导，以辨识

涉足犯罪活动的个人和收集起诉他们的证据。 

 “这本手册展示了 INTERPOL 每天都在

全力开展的工作要点，可为全球警察提供切实

的指导，识别任何基于执法能力上的缺陷和设

计出弥补这些缺陷的可行方案。”国际警察组织

秘书长 Ronald K. Noble 说。 

“它还强调了 INTERPOL和CITES之间的

协作，以及彼此间的共同努力，提高对野生生

物犯罪的防范意识，打击那些通常不被重视的

对公众安全的威胁。” 

参与共同发布的 CITES 秘书长 Willem 
Wijnstekers 先生说，这将是一线官员的一个有

力武器。 

“我们相信，提供这样的执法指南，将使得

更多的野生生物犯罪遭受审判，而且我很欣喜

能在 CITES 和 INTERPOL 之间持续地保持紧

密协作关系。” 

“控制下交付”令执法官员可以监视违禁品

从出货直到目的地，从而甄别和逮捕参加走私

链的人员。 

该手册已经在 10 月 13 到 17 日的

INTERPOL 环境犯罪第六次国际会议上发布，

会上有将近 150 名来自 54 个国家的野生生物

和环境犯罪专家以及执法官员。 （编译 曾岩） 

Furtemba 与 CITES 秘书处合影 

 INTERPOL 和 CITES 为野生生物犯罪调查发行新的支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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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煜 张 明 

(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150040

摘要 

针对非洲各国象牙市场管理方面存在的问

题，对象牙来源、走私方式及数量进行了论述。

认为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执法力度薄弱、缺

乏必要的宣传等是造成非洲国家象牙走私猖獗

的原因。只有严格遵守 CITES 的规定，制定全

面的国内立法，严厉打击非法象牙贸易，规范

国内象牙市场，才能使非洲象种群得到有效保

护和合理利用。 

The sources, smuggling methods and 
quantities of ivory are discussed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African ivory market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asons which cause the rampancy of African 
domestic ivory smuggles are the 
distemperedness of the legislation，the weak 
legis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the absence 
of a necessary propaganda. The African 
elephant population can get valid protection 
and reasonable exploitation only when all the 
African countries obey the rules of CITES 
strictly，constitute a local lawmaking 
completely，stop the illegal ivory trade 
rigorously，and standardize domestic ivory 
markets． 

 

地球上现存两种大象：非洲象(Loxodonta 
africana)和亚洲象(Elephas maximus)。非洲象生

活在 37 个非洲国家[1]，亚洲象分布于包括我

国在内的 13 个亚洲国家[2]。象牙色泽洁白柔

和，质地致密坚韧，纹理细密清晰，雕成器物

更是美仑美奂，充满艺术魅力，是极具经济价

值珍贵艺术品的加工原料，也是人类一直追求

的对象。一百年来，象的种群数量一直呈现不

断下降的趋势，目前除非洲四国(纳米比亚、博

茨瓦纳、津巴布韦和南非)的非洲象种群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
录 II 以外，其余所有象种群均被列入附录 I。 

保护野生象种群，并在全球范围内严格控

制象牙的国际贸易，是 CITES 自签署以来的一

项重要议事日程。尽管采取了多项措施，但从

1979 年一 1989 年的 10 a 间，非洲象种群的

降幅却超过了 50％[2]，象牙的国际禁贸成了恢

复象种群数量的必要手段。禁贸导致了全球象

牙国际市场的崩溃，对象群的保护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局部地区非洲象的种群数量回升，甚

至超出了其土地承载能力。但禁贸并不能从根

本上限制人类对象牙制品的需求，不能将象牙

加工业铲除，而原料的匮乏却导致象牙的价格

在全球范围内的上扬，在非洲，则更刺激了偷

猎与走私的加剧，创造了官员腐败的土壤，加

剧了其国内象牙市场失控的状态。统观非洲大

陆的国内象牙市场，缺乏规范的管理是具有普

遍性的特点。 

1 象牙走私方式及数量 

大象曾遍布非洲大陆，象牙更被视为财富

的象征，在价格日益攀升的今天，几乎所有非

洲国家都被卷入了象牙走私和非法贸易的漩

涡，非洲成为全球最大的非法象牙贸易市场。 

非洲 37 个国家有象群分布，其中多数拥

有不同规模的象牙国内市场，并且缺乏严格的

管理。许多非产象国也不仅拥有象牙国内市场，

有些甚至成为非法象牙的集散地，其贸易对象

主要是从周边国家走私而来，苏丹、肯尼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喀麦隆、加蓬、中非共和国、

科特迪瓦等国成为这些非法象牙的主要来源

国。大量的非法象牙不仅在非洲各国间被走私，

而且还被非法输出到亚洲和欧洲各消费国去，

 非洲的国内象牙市场 保

护

评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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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的国内象牙市场的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TRAFFIC 在 2000 年的调查表明，尼日利

亚是非洲西部地区象牙原料的集散地，并从这

里运往亚洲和欧洲，其首都的港口是最大的零

售商品出口处[3]。 

非洲象牙走私的途径主要有空运、海运和

陆运。航空运输是非洲一些国家象牙走私最主

要的途径，塞内加尔的象牙走私途径最具有代

表性。达喀尔和非洲中部国家之间象牙走私主

要采用空运，利用拥有不同国籍的非洲妇女，

她们大多数时候把生象牙切割成10 cm长的象

牙段放在行李中携带出境[3]。海运在部分非洲

国家也是一种重要的走私途径。喀麦隆的航海

业十分发达，其周边国家，尤其是中非共和国、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加蓬，经常把象牙藏在运输

木材的船只中通过其港口运往国外目的地[4]，
从塞内加尔走私的象牙也可以通过海运到达达

喀尔的港口。陆路运输是最经常利用的走私途

径。非洲是世界上主权国家最多的一个大洲，

53 个国家中多数是小国寡民，边境地区跨境民

族多，民族关系复杂，政治形势极不稳定，政

府无力防守，象牙走私时常发生。塞内加尔通

过陆路走私象牙的主要路线是从几内亚经过

Medina—Gounas (Niokolo Koba 国家公园西

部的一个小镇)，到达达喀尔的北部[3]。非法进

入埃及的象牙原料都是通过海路运到刚果民主

共和国和苏丹南部，再通过陆路走私来的。 

1989 年象牙全球禁贸以后，由于象牙原料

的匮乏，导致其价格不断上涨，更加刺激了以

牟取暴利为目的的走私活动，走私的数量不断

增加。埃及 CITES 执行机构的调查报告中显

示，从 1999 年 9 月到 2000 年 4 月间，执法

部门查获了 9 起象牙走私案，没收 162 根生象

牙及其制品，质量高达 327 kg；2000 年 5 月

到 2002 年 12 月间，海关、公安和野生动植物

部门等执法机关在全国各地共查获 2 564 件未

加工的和半加工的象牙以及 278 件象牙制品；

2002年 8月，在埃及和苏丹边境的Kom Ombo
市查获 1 441根生象牙，质量达 1 525 kg；2000
年和 2001 年，在埃及的旅游城市 Aswan，分

别查获 79 根(139 kg)和 230 根生象牙(850 
kg)，而这些罚没的象牙及其制品中的 97％ 是
从苏丹走私进来的[5]。埃塞俄比亚被认为是非

洲东部最大的缺乏管理的国内象牙贸易市场，

到 2005 年 4 月，ETIS 共记录了 88 件发生在

埃塞俄比亚的象牙走私案，其中包括 2 671 kg
生象牙和 151 kg 象牙制品[6]。 

2 国内象牙贸易状况 

2．1 象牙贸易数量增长 

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内象牙贸易都呈现上升

的趋势，在各国的主要城市都能够方便地买到

象牙产品。TRAFFIC 在 2002 年对阿比让

(Abidjan，科特迪瓦泻湖区首府)和大巴桑

(Grand Bassam，科特迪瓦南科莫埃区的一个

省)等地的调查中共发现 68 个经销点在出售

1554 kg 的象牙制品。仅在阿比让就发现了 62
个经销点，出售 1 496 kg 象牙制品，比 1999
年调查时多出了 10 个经销点，清楚地表明 3
年间科特迪瓦国内出售象牙制品的数量正在稳

步增长[3]。尼日利亚国内象牙贸易量也呈现增

长的态势，TRAFFIC 在 1999 年对 Lagos(尼日

利亚首都)的调查中发现，有 40 个经销点正出

售 1 742 象牙制品，而在 2000 年的调查中发

现至少有 31 个经销点出售 1 990 kg 生象牙和

象牙制品[3]。 

2．2 象牙消费的主要对象 

长久以来，非洲以生产象牙闻名于世，象

牙工艺品已成为非洲的象征和最好的旅游纪念

品，因而非洲的象牙贸易与其各国的旅游业息

息相关，境外游客成为非洲象牙的主要消费对

象。目前，除安哥拉外，其余的非洲象分布国

均为 CITES 缔约国，但只允许津巴布韦可以

“非商业目的出口象牙工艺品”，且应得到该国

有关部门的允许出口证明和进口国的允许进口

证明，否则将被视为非法。 

但是，目前几乎所有非洲国家都存在不同

程度的对外国人开放的国内象牙市场，经营的

象牙制品主要作为纪念品和馈赠品面向外国游

客销售，其中大部分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游客，

尤其是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也有包

括韩国人和中国人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的游客

[3]。有些游客或以游客身份的商人将象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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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回国内会再

次销售，这就

对其他国家和

地区的国内象

牙市场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

不但导致了

“遗憾犯罪”案

件数量的不断

增加，还刺激

了走私，给各

国执法部门的

工作带来了巨

大压力。 

3 普遍缺乏规范管理的国内象牙市场 

3．1 缺乏有针对性的立法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是当前

签署国最多、在控制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中

最有效的环境公约，它要求各缔约国采取适当

措施，执行公约的规定和禁止违反公约的标本

贸易(《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八

条)，许多缔约国通过设立专项立法或修改本国

原有的法律来确保 CITES 在本国的作用。目

前，37 个非洲象分布国中，大多数都缺乏针对

其国内象牙贸易管理的立法和法律。 

埃及、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

等国成为 CITES 缔约国后，在其指导下颁布了

相关的法令来管理国内象牙及其制品贸易，但

是这些法令在实践中都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存在一些漏洞。尼日利亚在 1985 年由该国

CITES 执行机构——政府环境部门，颁布了

《濒危物种(受国际贸易控制的)法令》

[Endangered Species(Contr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Decree No．11]，作为国家的主要法令，

用以根据 CITES 的要求来管理国内野生动物

产品，尤其是非洲象及其产品的贸易。但尼日

利亚是一个由 36 个州和阿布贾(Abuja)联邦首

府(Federal Capital Territory of Abuja)组成的

联邦共和国，某些州也设立了自己的法规，导

致了国内的立法和执法情况十分混乱的局面；

同时，由于军队控制了部分港口，也使得野生

动物产品贸易的管理更加复杂[3]。另外一些国

家如吉布提、喀麦隆和莫桑比克等，不仅国内

立法不全，市场混乱，而且几乎从未认真执行

过 CITES 关于管理国内象牙市场的规定。国际

野生物贸易调查组织的调查显示，莫桑比克国

内主要城市的古玩市场、宾馆和国际机场中的

象牙贸易非常活跃，相关部门却无视 CITES 的

规定，很少予以干涉和管理。2002 年，

TRAFFIC 在向第十二届 CITES 缔约国大会提

交的报告中指出，莫桑比克拥有非洲南部地区

最缺乏管理的国内象牙贸易市场，并且是非法

象牙的主要来源国、出口国、进口国和中转国

[4],[7]。 

3．2 执法力量薄弱 

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野生动物执法部门的执

法力量非常薄弱，不足以有效控制其国内的象

牙贸易，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原因： 

财政、设备和人力资源缺乏——非洲大部

分国家都很穷困，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不能够

支付更多监控国内象牙市场人员的薪水，因而

缺乏足够的人力来管理国内象牙零售市场成为

目前最大的问题。另外，政府也不能够给地方

管理部门提供诸如计算机、基础交通工具等必

要设施，无法保证更高的工作效率，为更好地

开展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3]。 

政治和社会影响—— 由于一些非洲国家

(如科特迪瓦)的象牙工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有

大量的从业人员以此为生，政府虽然禁止象牙

贸易，但是无法要求商人和手工业者一夜之间

就不再进行象牙加工和经营。此外，很多从事

象牙贸易的人都有很强的政治背景，足以影响

和改变政府的决定，而正是由于政治和经济的

相互关联，使得非法象牙贸易更加猖獗[3]。 

各执法部门间缺乏协调——由于海关和公

安不与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合作，查没的象牙或

其他野生动物及其产品也不向管理部门申报和

移交，导致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很难履行他们

的职责，从而有效地控制象牙的非法贸易[3]。 

3．3 缺乏必要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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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4 个缔约国：亚美尼亚 

秘书处很荣幸的欢迎亚美尼亚成为

CITES 第 174 个缔约国。 

亚美尼亚坐落在高加索地区，位于黑海

和里海之间。它毗邻阿塞拜疆、格鲁吉亚、

伊朗和土耳其，这些已经加入了公约的国家。

亚美尼亚是 60 个 CITES 附录物种的原产地，

包括雪滴花、仙客来、很多捕食性鸟类、野

生猫科动物和鲟鱼。亚美尼亚的 CITES 贸易

主要涉及爬行动物皮张制品和鱼子酱。 

公约于 2009 年 1 月 21 日在亚美尼亚生

效。                     （编译 曾岩）

“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零售环节，建立

一项通告制度，告知游客和其他非本国公民，

如果向自己的祖国进口象牙及其制品属于非法

行为，千万不要购买。”Conf. 10.10 号决议是

CITES 关于国内象牙贸易控制的一个重要的

要求，但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包括公约缔约国)
都没有全国性的法令正式告知外国游客

CITES 关于象牙贸易的规定，象牙经销点没有

国家颁发的允许出售象牙的标志牌或者提醒消

费者谨慎购买象牙的警示语，就导致了许多“遗

憾犯罪”案件的发生。我国就曾发生多起援外

技术人员在服务期满回国时，由于在随身行李

中携带了用于馈赠亲友的象牙类“土特产”，而

被中外海关截流的事件。主要是由于在这些非

洲国家购买象牙是合法的，但是政府的宣传不

到位，许多外国游客并不知道把购买的象牙制

品带回国需要双向许可证，盲目地携带象牙制

品回国，并在毫无知晓的情况下因触犯法律而

失去人身自由。 

4 结束语 

非洲各国规模庞大、缺乏管理的国内象牙

市场普遍具有立法不够完善、执法力度薄弱、

象牙走私和非法贸易猖獗的特点，并已成为全

世界最大的非法象牙贸易中心，对全球的国内

象牙市场的管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只有严格

遵守 CITES 的规定，制定全面的国内立法，严

厉打击非法象牙贸易，规范国内象牙市场，才

能使非洲象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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