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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物种 

羚牛 Budorcas taxicolor taxicolor 

哺乳纲 MAMMALIA 偶蹄目 ARTIODACTYLA 牛科 Bovidae 

物种简介： 羚牛体型大而壮实，夏季在高山草甸觅食，冬季下到低海拔谷地森林；食用草、竹笋、灌木

和树叶等；指名亚种上体暗黄而染有淡褐色，四肢、腹部和臀部褐黑色，背中脊纹黑色，整

个体色较四川羚牛和秦岭羚牛要深，其躯体和角的大小及弯曲度也较之小些，但鼻骨的隆起

要发达些。 

分布区域： 我国是羚牛的主要分布国，羚牛的四个亚种中，四川亚种和秦岭亚种为我国特产，指名亚种

和不丹亚种也主要分布于我国，国外见于印度、缅甸和不丹。 

保护级别：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CITES 级别： 附录Ⅱ。 

IUCNRedlist： 易危 VU (2008) 。 

主要威胁： 盗猎、毁林导致的栖息地破坏，在缅甸被当作丛林肉食用。 

封面摄影：  

左凌仁 现任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传媒总监，自然摄影师，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曾任职于《美国

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y）的简体中文版本《华夏地理》杂志，从事有关 NGO、人文地理、中国环境

保护类别专题的报道。现致力于拍摄中国的野生动物和纪实人文题材。 

图片支持： 

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是一家提供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服务和相关自然影像产品的专业机构，它由

一群中国最具活力的职业生态摄影师和自然保护工作者于 2008 年建立，其宗旨是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和展示

中国的生物多样性。 

IBE是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自主创新开发出的一套用收集带有科学数据的影像作为主要证据来进行生物多

样性调查、评估、监测的方法。一次 IBE 调查由多位有丰富野外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自然摄影师和有关专家合

作完成，他们分工调查、记录和拍摄相关专业内容，之后将影像和数据汇总成为 IBE 调查成果。从创立至

2013 年底，IBE 已经在中国开展了 33 个地区的 45 次野外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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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濒科委召开第十三次工作会议 
   

2013 年 4 月 9 日上午，

国家濒科委第十三次工作会

议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C101 会议室召开，国家濒科

委主任陈宜瑜院士、东北林

业大学马建章院士、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洪德元院

士、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魏辅文副所长、濒科委常务

副主任蒋志刚研究员、云南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杨宇明教

授、上海师范大学曹同教

授、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

究所王跃招研究员、北京师

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正旺

教授、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

研究所黄晖研究员、中国科

学院动物研究所汪松研究

员、雷富民研究员、张春光

研究员、李义明研究员、中

国科学院生物局佟凤勤、娄

治平处长、北京林业大学时

坤副教授；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李青文副秘书长、国

家林业局保护司严旬总工程

师、国家环保部生态司张文

国处长、国家濒管办动物处

巫忠泽处长、农业部水野办

郭志杰副处长、中国中药协

会王瑛副会长、中国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尹峰副处长、中

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朱江处

长、科技部社发司邓鸿、国

家濒管办北京办事处徐庆元

副主任、北京海关缉私处朱

龙、王绍波、国家食药监督

总局陈伦举、中国中医科学

院陈美兰副研究员、中国人

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秘书处

马雪蓉以及濒科委办公室成

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马建章院士主

持，国家濒科委主任陈宜瑜

院士致欢迎辞。濒科委办公

室孟智斌主任汇报了濒科委

2012 年度工作情况。濒科委

2012 年共完成 123 单科学咨

询；并完成鳇鱼子酱出口、

江豚标本出口、海马大宗贸

易回顾、动物园引进猩猩、

美国龟鳖提案、矛隼、甘

遂、雉类、安吉小鲵、前口

蝠鲼和黑猩猩等物种科学咨

询报告；起草和完成 CITES

动物-植物委员会和第 16 次

缔约方大会有关提案和文件

的对案意见；请专家委员一

同为新列入的非我国原产的

附录Ⅲ物种定名；完成莽山

烙铁头蛇和安吉小鲵列入附

录的提案；并组织进行了石

斛、肉苁蓉和穿山甲的国情

报告，以及动物引进和主管

部门行政许可调研等；主办

CITES 非致危性判定研讨

会；参加包括缔约方大会和

动植物委员会会议的对案研

讨；完成中国-东盟履约执法

会议特邀报告、非洲野生动

植物保护管理与履约官员研

修 班 特 邀 报 告 、

USAID/ARREST/ASEAN-WEN 区

域法医学评估交流会特邀报

告、北京、青海、广西等省

市自治区海关和森林公安执

法培训、网络媒体和公众讲

座等；参加包括联合国环境

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物种项

目、大宗和敏感物种贸易监

测、司法解释修订以及各协

会的相关会议等；完成 105

单物种鉴定；出版 2 期科学

通讯，完成网站改版上线和

服务器租用，实现数据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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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鱼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代表团来访交流 
   

    

2013 年 6 月，美国鱼和

野生动物局代表团到访国家

林业局，27 日上午，国家濒

管办、外交部条法司、农业

部水野办、国家林业局森林

公安局、海关总署、国家濒

科委、农业部中国水产流通

与加工协会等代表出席会

议，平晓鸽代表濒科委出席

会议。外方代表有 Bryan 

Aroyo, Steven G. Kohl, 

Craig Hoover, Thomas EJ 

Leuteritz, Laura Noguchi 

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陪同

官员。 

孟 宪 林 主 任 首 先 对

Bryan Aroyo 一行表示热烈

的欢迎，并就美方与中方近

一年的合作和交流做了总

结。在这一年当中，中美双

方在多个层面都有交流和合

作，并希望借此美国代表团

访华的契机，商议更多可能

的合作方式和途径。孟主任

尤其指出，在 CoP16 过去 90

天后，新附录和决议决定正

式 生 效 ， 中 国 政 府 虽 在

CoP16 大会上反对将鲨鱼列

入附录Ⅱ，但在提案通过

后，并不提出保留，愿意和

各国一道，寻找合适的管理

鲨鱼问题的途径。 

Bryan Aroyo 代表美方

代表团，就这次中国之行，

对中方表示感谢，同时也赞

扬中方并未就鲨鱼问题提出

保留的态度，介绍了美国鱼

与野生动物局现在所面临的

压力。美国从总统到国会都

对野生动物的事宜表示关

心，作为一个世界瞩目的大

国，虽然美国背负的压力不

如中国这么多，但仍旧承受

来自各方的压力。希望借中

国之行的契机，就象牙、犀

牛角和鲨鱼等国际社会普遍

关注的问题商讨与中国合作

的途径和可能。 

线查询。蒋志刚常务副主任

做了题为“控制野生物种非

法贸易，保护全球生物多样

性”的报告，介绍了 CITES

第 16 届缔约方大会的情况，

蒋志刚副主任和曹京华副主

任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

出席了 2013 年 3 月在泰国召

开的第 16 届缔约方大会。

2013 年是 CITES 公约成立 40

周年，公约实行的进出口许

可证管理制度，使得 CITES

公约成为执行性最强的环境

公约，它的重要性得到了国

际社会的广泛认可。本届缔

约国会议共讨论了 61 份工作

文件和 70 项附录修订案。其

中，关于不记名投票规则、

改善会议透明性，巴西、哥

伦比亚等国提出关于鼠鲨、3

种双髻鲨、长鳍真鲨列入公

约附录、美国提出的将北极

熊从公约附录 II 升级到附录

I 等提案，都存在很大争

议。由于提案涉及到相关国

家的利益，各国代表、利益

相关方在会场下捭阖纵横、

游说拉票，会场上则针锋相

对、斗争激烈。中国提出的

将莽山烙铁头蛇列入公约附

录 II 的提案获得通过，这将

有助于控制莽山烙铁头蛇的

非法国际贸易，将这种珍稀

蛇类纳入法律保护。未来保

护和管理的热点和难点将集

中在鲨鱼问题上，鲨鱼及其

制品鉴定的困难将为鲨鱼的

管理带来挑战。 

北京林业大学时坤副教

授做了题为“中国豹类种群

现状及保护”的报告，介绍

了中国分布的豹、云豹和雪

豹的种群现状、保护和研究

状况，指出了现阶段遇到的

困难，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

向，提出需要多方支持，共

同协作，做好中国豹类物种

的保护工作。各相关部门和

协会领导分别介绍了本部门

2012 年与濒科委的合作情

况，并指出愿意与濒科委继

续合作，开展多方面的调

研。(文 平小鸽/图 曾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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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召开网站、物流公司濒危物种 

保护与管理座谈会 

     

   

2013 年 8 月 16 日，北

京地区网站、物流公司濒危

物种保护与管理座谈会在北

京百望山百望草堂会议室举

行。会议由濒管办北京办事

处主办，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森林公安局与国际野生物贸

易研究组织（TRAFFIC）承

办。来自北京海关、北京市

公安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和北京市农业局，淘

宝、58 同城、赶集网、雅昌

交易网、盛世收藏网、文玩

天下网、潘家园网等网站代

表，及 EMS、德邦物流、韵

达快递等物流企业，以及一

些媒体代表出席了会议。平

晓鸽代表国家濒科委参会。 

生物资源是可再生资

源，已有数千年的利用历

史，和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

都息息相关。野生动植物的

贸易不可避免，需要控制和

管理。我国是象牙、犀角、

虎骨、穿山甲片的主要需求

国，世界海关组织查到的走

私象牙中，走私到中国的占

一半以上。近年来走私活动

越来越多，中国也不断受到

国际社会的指责。目前国内

野生动植物犯罪形势总体趋

于平稳，个别地区、个别物

种犯罪形势急剧上升。活跃

地区多是经济发达地区，80%

的非法贸易集中在北京、上

海、广州、浙江和天津。经

过多年的打击，野生动物非

法贸易从实体店转移到网

络。 

网络是新兴贸易方式，

控制和打击网上非法销售濒

危野生动植物的难度很大，

自 2006 年以来，监测的难度

越来越大，关键词越来越

多，网站交易隐匿性越来越

强，给监测也带来了很多挑

战。经过一年多的整顿，网

络非法信息的数量大幅度减

少，并能及时删除。但 6 月

份以来非法贸易信息急剧上

升。主要以象牙、虎骨、鹤

顶红、穿山甲、玳瑁、犀角

为主。网上帖子隐匿性很

强，给网站管理人员提出了

挑战。 

全国森林公安机关计划

开展专项行动，针对实体店

和网站进行严厉打击。希望

现阶段网站调查取证时，各

网站能给森林公安提供配合

和便利的条件。 

阿里巴巴的信息安全工

作人员介绍了阿里巴巴旗下

几个子公司的屏蔽措施，从

制定规定、员工和用户宣传

学习和执法（系统监控和人

工干预）三个层面介绍阿里

巴巴的经验，并指出由于工

作人员专业度不够所带来的

问题。德邦物流代表认为物

流公司应当担负起应有的社

会责任，从源头把关，并全

力配合森林公安等的工作。 

会议最后，全体参会人

员共同宣读了“杜绝濒危物

种及制品非法交易”的倡议

书，并为参会的网站和物流

公司代表颁发了参会证书。

（文 平晓鸽） 

濒管办代表介绍了新列

入附录的鲨鱼和红木的管理

情况，以及在公约实施方面

存在的问题和挑战，由于缺

乏科学数据，无法进行非致

危性判定(NDF)，而且鲨鱼和

红木物种鉴定，尤其是鲨鱼

制品的物种鉴定非常困难，

希望美方能够介绍相关的经

验。Craig Hoover 介绍了美

国管理机构的情况，以及对

鲨鱼的列入所采取的一些行

动，他们已有专家在研究简

便易行的识别鲨鱼翅的方

法，并决定尽早和产业联系

起来，寻找合适的可持续的

管理方法。 Laura Noguchi

更进一步介绍了美国政府所

采取的措施，愿意选派相关

专家到中国，来协助进行鲨

鱼的鉴定和执法培训。 

农业部水野办代表介绍

了中国红珊瑚管理的情况，

红珊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中国的红珊瑚管理很严

格，只有进口，没有出口。

水产流通协会的李真介绍了

鲨鱼加工行业所面临的困

难，但行业协会也正在督促

相关的企业和人员了解新列

入附录的几种鲨鱼的特征。 

中美双方就龟类和蛇类

的贸易监测情况，交流各自

的经验，中方介绍了监测龟

类种群和贸易状况的数据

库 ， Thomas EJ Leuteritz

介绍了美方和非洲合作的经

验，希望将美方和非洲合作

的经验借鉴到中国。双方都

表示龟类和蛇类贸易管理的

挑战在于制品的鉴定较为困

难，希望建立合适的沟通交

流机制，形成信息共享网

络，开发简便易行的识别手

册。 

中方代表还介绍了中国

CITES 履约执法情况、濒科

委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方法。

最后 Bryan Aroyo 再次强调

希望美方能和中方共同合

作，就一些国际社会共同关

注的问题，共同担负起作为

两 个 超 级 大 国 的 责 任 。 

(文 平小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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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TES 公约附录物种名录审校会在京召开 
 

   

国家濒管办、

国家濒科委编

译发布 CITES

公约附录中文

版及正式文件

汇编，研讨履

约行动方案 
 

 

公约缔约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与公约文本为重要的法律文件。为便于了解、贯彻和执

行公约决议和决定，我国自 1997 年其对每届缔约国大会后所有的有效决议和决定进行了编译、

整理，并印制成册，供国内各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在实际工作中参考。2013 年 3 月，《公

约》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在泰国曼谷举行，通过了 10 项新决议，修订了 27 项已有决议，新做

出了 165 项决定，并修订了 15 项已生效决定。2013 年 9 月，国家濒管办和国家濒科委汇编了

包括第 1 至 16 届缔约国大会做出且仍生效的所有决议和决定。为便于全面了解公约精神，

《汇编》还包含了公约文本及其修正案、缔约国大会、常委会和两个科学委员会的最新议事规

则，以及公约附录Ⅰ、Ⅱ和Ⅲ（含特殊保留）。《汇编》提供了除附录以外所有前述文件的英

文本，便于查阅对照。 

公约有效决议决定中许多议题，如财政预算、科学委员会评估、大宗贸易回顾、非致危性

判定、执法、海上引进等综合性议题以及虎、象、犀牛、鲨鱼、热带木材等大量敏感物种问题

与我国密切相关，对会后一段时期的履约工作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为此国家濒管办会同各有

关部门，系统研究了《公约》各项决议、决定，筛选了重点关注的问题，制订了《2013-2016

中国履行 CITES 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有效决议决定行动方案》。希望通过实施各项工作，履行

《公约》有关决议、决定要求，积极应对和解决相关问题，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和维护国家利

益，推动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进出口管理工作，为将于 2016 年召开的《公约》第十七届缔约

国大会做好准备。 

新版 CITES 公约附录中文版 http://www.cites.org.cn/article/show.php?itemid=865 可在国家濒科委

网站下载，濒科委办公室还应澳门履约机构的请求制作了繁体版本。(文 曾岩) 

 

CITES 公约附录物种名

录是濒危物种进出口和国内

执法的参考名录，物种中文

名的审校和确定是我国履约

执法的前提。新版的公约附

录物种名录，于 2013 年 6 月

12 日生效。 

濒科委办公室在咨询相

关专家的基础上，初步确定

了新列入附录物种的中文

名，完成了公约附录物种名

录和各缔约国提出的特殊保

留的翻译和排版，形成了新

版附录物种名录草稿。国家

濒科委与国家濒管办于 2013

年 9 月 2 日在中科院动物所

A501 会议室召开会议，在附

录物种名录草稿的基础上，

对附录中物种的中文名进行

审定，形成最后的正式版

本。 

国家濒科委蒋志刚副主

任、办公室孟智斌主任，国

家濒管办周志华副主任，植

物处、动物处和公约处相关

人员出席会议；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覃海宁研究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木材工

业研究所殷亚方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张春

光研究员、李义明研究员和

杜卫国研究员作为专家出席

了会议。 

蒋志刚副主任和周志华

副主任分别介绍了公约附录

和决议决定的总体情况，濒

科委办公室孟智斌主任介绍

公约附录的修订情况，濒管

办吕晓平处长介绍决议和决

定的编译情况。各位专家结

合自己熟悉的物种领域，指

出了附录物种名录中的一些

问题，建议组织相关领域的

专家，全面梳理附录物种的

中文名。 

http://www.cites.org.cn/article/show.php?itemid=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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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濒科委论证石斛人工培植 

   

CITES 履约部门召开 2014 青岛世园会协调会 
根据国家林业局赵树丛局长做出的全力支持青岛办好世园会的指示精神，8 月 28 日，国

家濒管办组织林业、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世园会执委会等部门在青岛召开“2014 青岛世

园会 CITES 履约部门间协调会”，就做好 2014 年青岛世园会濒危物种履约管理工作进行专题

研究，这也是国家林业局“转变职能、转变作风、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活动的具体体现。 

青岛 2014 世界园艺博览会自 2009 年申办成功，得到了上级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各项承

办工作进展顺利。为了更好地全力支持青岛办好世园会，参加协调会的各部门领导，围绕促进

履约工作和提供便利化服务这个主题，就解决青岛世园会进出口参展物种的履约管理问题进行

了充分的研讨，形成了“推进部门间协作，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进一

步扩大履约影响”的共识，对青岛世园会的濒危物种宣传、管理、服务特事特办，为进出口参

展机构提供便捷到位的服务。（转自国家林业局政府网） 

   

石斛属植物在我国约有

80 种的分布记录，其中霍山

石斛、铁皮石斛、金钗石

斛、紫皮石斛（齿瓣石斛）

等几种为传统中药材，除用

于配方中药，在民间更以

“补益佳品”的名头被广泛

使用。由于长期的过度利用

以及生长环境的改变，其野

生资源已基本枯竭。近年得

益于有关技术的突破和很高

的投资收益率，其人工培植

急速扩张，估计全国的栽培

面积已达 10万亩左右。 

随着国内石斛人工培植

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产品的

进一步多样和市场的逐步扩

张，可以预计其各类产品的

出口也将较快的增加。所有

石斛属植物均为《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

录Ⅰ或Ⅱ物种，其国际贸易

需取得相应的出口和进口证

件方可进行。而在此申办过

程中，一般需要国家濒科委

提出相关科学咨询意见。为

适应上述形势的发展，提高

有关手续办理的时效，鼓励

企业以规定合法渠道出口，

为其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一份

国际上通行与公认的“人工

培植”科学证明文件，并预

防出口量到一定规模时可能

导致的舆论负面炒作，为此

国家濒科委决定开展石斛人

工培植的论证工作。 

2013 年 12 月 12 日至 13

日，国家濒科委组织相应植

物学家、栽培学家和管理专

家，应深圳市华盛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申请，就其“铁

皮石斛人工培植”的物种、

技术、规模和产品等进行了

实地论证。经论证组专家在

认真考察现场生产情况和听

取华盛实业论证申请报告后

认为：其经广东省作物品种

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的双晖

1 号铁皮石斛真实有效，源

自人工培育；已具有规范的

组织培养设施和流程，可满

足生产用要求苗株数量；现

有大棚培植设施规范、技术

可行。国家濒科委根据专家

组的上述结论，按照公约

Conf.11.11(Rew.Cop15)号决

议《植物贸易规定》的标准

和要求，批准了华盛公司关

于铁皮石斛人工培育的申

请。(文/图 孟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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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模式成为联合执法打击跨境犯罪范本 
——访『眼镜蛇行动』国际协调组主席万自明（下） 

 

   
“‘眼镜蛇行动’侧重

于 调 查 数 量 而 非 查 获 数

量。”“眼镜蛇行动”国际

协调组主席、国家濒危物种

进出口管理办公室执法处处

长万自明告诉《中国绿色时

报》记者，国际协调组在

“眼镜蛇行动”期间掌握了

大量至关重要的情报，不仅

帮助有关国家查获了多起走

私大案要案，还将对各国继

续合作查处走私濒危物种发

挥积极作用。 

正如官方评价所言，

“眼镜蛇行动”的成功案例

在多方面极大地提高了我国

的国际形象。它并不仅局限

应用于濒危物种保护方面，

其本身就是国际社会打击跨

境犯罪的典范，对应用于打

击贩卖人口、毒品、军火以

及走私假冒伪劣产品等跨境

交易等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

鉴意义。 

记者：“眼镜蛇行动”

是否达到了预期目的？ 

万自明：可以说，行动

成果远远超出预期。此前，

我国政府已在多个双边或多

边场合承诺，要积极支持野

生动植物执法，切实强化国

际执法合作。组织开展这次

行动，就是落实承诺的具体

表现，展示我国认真负责、

积极执法、严格保护的态

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我

国在濒危动物保护问题上面

临的国际压力，推动其他国

家特别是资源分布国加大执

法力度，共同担负保护和执

法责任。 

记者：据我们了解，22

个国家的海关、公安、保护

部门共同参与行动，我国是

怎样破解组织协调难题的？ 

万自明：本次行动是在

充分借鉴以往国际刑警组

织、世界海关组织开展专项

打击行动，以及在我国组织

专项整治活动经验基础上策

划实施的。参加行动的组织

有 6 个，国家有 20 多个，部

门更多达六七十个，组织协

调难度确实很大。不过，我

们创新性地建立了国际协调

组，并把主要国家和所有组

织方、支持方纳入进来，这

样一来，协调难题也就迎刃

而解了。《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世界海

关组织、国际刑警组织各有

100 多个成员国，东盟野生

动植物执法网络、南亚野生

动植物执法网络、卢萨卡议

定书执法特遣队的成员国也

将近 30 个，利用这些组织，

不仅可以邀请有关国家参加

行动，还可通过其网络采集

信息、交流情报、组织截查

或者合作调查。 

记者：为何此前在任何

媒体没有见到报道，这是否

和行动的特殊要求有关？ 

万自明：“眼镜蛇行

动”期间，各参加国共动用

10 万人次以上专门力量，在

所有进出口口岸和沿海、沿

江地区重点查验出入境货物

和行邮物品，共破获 200 多

起走私濒危物种案件，逮捕

100 多名走私犯罪嫌疑人，

缴获 42 吨紫檀、6.5 吨象牙

及其制品、1.55 吨藏羚羊

绒、0.8 吨穿山甲片、324 具

盗犀鸟喙、22 根犀牛角和 4

件犀牛角制品、10 张老虎

皮、7 张金钱豹皮和其他大

量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如此规模巨大的行动，

必须在行动酝酿、部署、开

展和调查阶段全方位保密。

行动前如果宣布，某年某月

要在某些国家严查入出境货

物，就没有谁敢冒极大风险

去走私濒危物种。查到案子

就宣布，就等于给走私团伙

头目通风报信。这样一来，

就难有收获。基于上述原

因，我们要求所有组织方、

支持方和参加国，必须全程

严格保密，必须在行动结束

两周后才能统一开展宣传报

道。就这样，一张撒在 20 多

个国家的大网，在没有惊动

犯罪嫌疑人的前提下，让其

无路可逃，束手就擒。 

记者：我国能从中总结

出哪些经验教训，又对今后

联合执法打击跨境犯罪有何

借鉴？ 

万自明：这次行动之所

以能取得成功，就在于我国

制定了一个极好的全球行动

计划，设立了一个高效、透

明、成员复杂的国际协调

组，明确了所有组织方、支

持方、参加国以及国际协调

组的责任，做到了全程保

密，自身也很好地发挥了统

揽全局、把握方向、民主运

作、组织有方的作用。只有

全球共同行动，才能保护好

野生动植物，这是“眼镜蛇

行动”给所有参加国带来的

最切实感受。这一富有成效

的首创行动，值得国际社

会，特别是由《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

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

织、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

室和世界银行组成的国际打

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同盟，以

及正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的各次区域野生动植物执法

组织认真借鉴。我们也将及

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其全部

纳入“眼镜蛇行动”全球总

结报告，以更好指导今后的

跨国联合执法行动。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这次联合执法

行动，对联合打击各种类型

的跨国犯罪，都有极大借鉴

意义。 

中国部门间 CITIS 执法

工作协调小组成立于 2011 年

底，已连续两次获得“CITIS

秘书长表彰证书”，这在世

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今

后，我国还将继续与其他国

家一道，共同加强野生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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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濒管办发布部分国家木材出口贸易管制 

政策信息 

   

   

物保护，切实履行国际义

务，协调处理好濒危物种保

护与传统文化继承的关系，

为全球濒危物种保护做出积

极贡献。 

记者：近一个时期，国

际上一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

对我国野生动植物走私现象

指责过多，你怎么看？ 

万自明：濒危野生动植

物走私贩运是一个国际问

题，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

的热点问题。中国作为野生

动植物消费大国，承受着国

际社会的巨大压力。但应该

看到，中国政府作为负责任

的大国，对履行国际公约、

保护濒危物种是高度重视

的，把打击走私犯罪列为国

家的战略目标，动员国家力

量积极打击野生动植物的破

坏和走私贩运，海关缉私、

公安边防和森林公安等执法

机关每年都有针对性地开展

专项打击行动且成效显著，

这也为国际社会所称道。同

时，对社会和公民广泛宣传

濒危物种保护的重大意义，

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把

保护变成大家的自觉行动。

对这些成绩和进步，国际一

些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却视而

不见，一味地进行指责、诽

谤甚至是妖魔化。 

我认为，濒危野生物种

走私贩运不仅仅是消费国的

问题，更是资源国、中转国

和消费国等在内的国际问

题。既然是国际问题，就必

须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来解决，而过多地对消费国

进行指责是无益的。这不仅

会严重挫伤消费国打击走私

贩运的积极性，同时也会使

其他国家放弃应尽义务和责

任的努力。因此，我们需要

的是更多的行动，而不是一

味的指责。“眼镜蛇行动”

本身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呼吁每个国家、每个组

织、每个媒体和每一个公民

都积极行动起来，以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参与到打击走私

贩运、保护濒危物种的行动

中，以我们自身的行动带动

全球的行动，使濒危物种的

保护真正落实到行动上。 

(转自中国绿色时报) 

根据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从相关渠道掌握到的信息，

国家濒管办特将了解到的一

些原产国的最新濒危木材出

口管制政策发布如下： 

一、马达加斯加正式宣

布暂停出口濒危木材。根据

CITES 秘书处第 2013/039 号

通知，为执行 CITES 第十六

届缔约国大会通过的行动计

划，马达加斯加 CITES 管理

机构已正式对本国黄檀属

(Dalbergia spp.) 与 柿 属

(Diospyros spp.)物种的出

口设置了零限额，期限为

2013 年 8 月 13 日至 2014 年

2 月 13 日。受此政策影响，

马达加斯加政府在此期间不

批准包括娄(卢)氏黑黄檀

(Dalbergia louvelii)在内

的任何黄檀属和柿属濒危木

材的出口。 

二、柬埔寨禁止特定黄

檀属木材物种的交易。柬埔

寨外交部近期发布信息，宣

布该国政府已全面禁止交趾

黄 檀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和刀状黑

黄檀 (Dalbergia cultrata)
的贸易和流通。其中，刀状

黑黄檀为非 CITES 附录物

种，属我国红木标准中的黑

酸枝类。 

三、尼加拉瓜严格控制

黄檀属木材的出口。尼加拉

瓜 CITES 管理机构近日向我

办通报了该国黄檀属木材物

种的出口政策。作为微凹黄

檀 (Dalbergia retusa)的主

要原产国之一，尼加拉瓜严

格限制微凹黄檀的出口贸

易，只有在确保林地权属、

森林经营、采伐、运输等各

个环节合法的情况下，才会

签发 CITES 出口许可证。同

时 ， 由 于 危 地 马 拉 黄 檀

(Dalbergia tucurensis) 与

微凹黄檀在材色、质地方面

较为相似，为有效进行管

控，尼加拉瓜政府已使用

CITES 出口许可证管制危地

马拉黄檀这一非 CITES 附录

木材物种的出口。 

(转自国家濒管办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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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乐佩琦 陈宜

瑜、赵尔宓、郑光美和汪松

先生编纂了《中国濒危动物

红皮书》鱼类、两栖动物、

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

卷。2003 年汪松和解焱博士

编著出版了《中国物种红色

名录》。随着分子生物学和

传统分类学的发展，考察的

深入，人类活动加剧，自然

资源进一步受到威胁，中国

发现了新物种、记载了新纪

录，很多类群物种状况也发

生了变化。人民必须重新评

估濒危物种的状况，提供新

的国家保护政策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工具。为此，《中国

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

动物卷》项目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启动。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

名录》的发布，对政府管

理、对提高中国社会各界的

环境保护意识有重要的实际

意义。该项目由国家环境保

护部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资

助，国家濒科委常务副主

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蒋志刚研究员为项目总协调

人。启动会邀请了项目顾问

委员：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

员会主任陈宜瑜院士、环境

保护部金鉴明院士、东北林

业大学马建章院士、北京师

范大学郑光美院士；项目主

管领导：环境保护部生态司

蔡蕾副处长、环境保护部生

态司臧春鑫博士；中国科学

院娄治平处长、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科技处朱江处

长；项目特邀专家：中国科

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秘

书长覃海宁研究员、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中国代

表处驻华代表朱春全博士、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北京

代表处物种项目主任范志勇

先生、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胡京仁先生、中国环境科学

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李俊

生研究员、环保部南京环科

所吴军博士、中国科学院植

物研究所赵丽娜女士以及参

加项目的哺乳类、鸟类、两

栖类、爬行类、（淡水）鱼

类等各个课题的核心工作组

成员及专家代表 70 余人出

席。 

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

动物研究所蒋志刚研究员介

绍了 IUCN 红色名录与项目组

织具体实施情况：项目分解

为项目总体设计及哺乳类红

色名录（课题负责人：蒋志

刚研究员）、鸟类红色名录

（课题负责人：郑光美院

士）、两栖类红色名录（课

题 负 责 人 ： 江 建 平 研 究

员）、爬行类红色名录（课

题 负 责 人 ： 王 跃 招 研 究

员）、（淡水）鱼类红色名

录（课题负责人：曹文宣院

士、张鹗研究员）共计 5 个

课题。各个课题统一评估程

序和研究方法，通过项目管

理层、核心工作组、专家组

三个层面的整合及互动，共

同推动项目的完成。 

会上项目顾问委员会主

席陈宜瑜院士代表项目顾问

发表讲话。他指出，各个课

题要根据类群具体特征完善

评估标准，要关注物种新纪

录和新发现，重视中国特有

种及台湾地区的物种，要将

评估标准落实在保护的目标

上，加强各个课题的合作，

共同推进红色名录的编制。 

在当天下午的会上，特

邀专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覃海宁研究员介绍了《中

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

等植物卷》项目的完成情

况，介绍了在编制高等植物

红色名录工作中取得的相关

经验和教训。由中国科学院

植物研究所赵丽娜女士介绍

了在编制高等植物红色名录

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和解

决方案，并介绍了相关软件

的操作方法。然后，各个课

题的核心工作组和与会专家

代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逐

一根据各专题的特点完善项

目执行方案。最后，由项目

负责人蒋志刚研究员对讨论

结果进行了总结，他提出，

项目执行要重视数据的可靠

性，重视评估方法的标准

化，保持积极的沟通和合

作，得到可靠的评估结果。

(文/图 汤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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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森林公安 

    

   

 

  

森林公安机关是国家公

安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公

安队伍是一支专门保护森林

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维护林

区社会稳定，具有刑事执法

和行政执法权力的武装力

量，担负着保护国土生态安

全的重大使命。森林公安民

警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参与

者，是生态安全的首要保护

者，是生态文明的积极创造

者。  

云南是一个森林生物资

源大省，与缅甸、老挝、越

南接壤，边境线长 4060 公

里，面积 39 万平方公里，是

全国四大林区之一，是全球

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最集中

的地区之一，现有林地面积

3.71 亿亩，居全国第二位，

活立木蓄积量 17.12 亿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达 52.93%；

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151 种，占全国的 42.6%；有

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199 种，占全国的 59.4%，国

家重点保护动植物数量居全

国第一。 

由于地处我国几条大江

大河的上游，丰富的森林和

野生动植物资源成为了全

省、全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是建设绿色经济强省的资源

基础。云南生态环境的优劣

直接影响着本省乃至全国经

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

此，对云南环境资源的保护

意义极其重大，任务繁重而

艰巨。 

 1980 年 4 月，云南省

政府批准成立云南省林业公

安处，并在重点林区建立了

64 个公安派出所。随后，州

市县机构陆续组建发展。

2000 年全省林业公安更名为

森林公安，2008 年落实中央

政法编制 3529 人。目前，全

省共有森林公安机构 347

个，其中：省局 1 个，副厅

级；州市局 16 个，其中 12

个为正处级机构或者主要领

导高配正处级， 4 个副处

级；县局 129 个，自然保护

区分局 1 个，正科级；派出

所 200 个，副科级。省、

州、县三级都列入行政公安

序列，分别加挂森林警察总

队、支队、大队牌子。省局

机关现有民警 134 人，内设

办公室、政治部、装财处、

法制处、内保处、技术处、

科信处、纪检处、督察支

队、治安支队、刑侦支队、

机动支队等 12 个部门，全省

共有民警 3436 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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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成效卓著 
   

 

  

近两年来，云南森林公

安狠抓刑事案件查处工作，

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

相继开展了“天网行动”、

象牙等濒危物种制品市场集

中清理整治行动、邻缅边境

六州市专项打击行动、打击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活动专项行动，“打击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网络犯罪和非

法贸易”、“破案大会战”

等专项严打整治行动，在保

护生态环境安全，打击破坏

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

犯罪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共

办理各类森林和野生动物动

物案件 42083 起，其中侦破

刑事案件 4577 起。办理了非

法收购出售 70 多架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制品藏羚羊角的

“7.12”特大案件，切断了

一条从可可西里地区经西

藏、四川到云南的捕杀贩运

通道；联合湖南、广东等地

森林公安共同侦办了国家局

督办的“2.1”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及制品专案，打掉了一个

长期从云南走私贩卖野生动

物制品至两广、福建、湖南

等地出售牟利的犯罪团伙，

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42

人，涉案穿山甲 1058 只，熊

掌 116 只，涉案金额达 700

余万元。办理了“10.28”走

私、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共打

掉犯罪团伙 2 个，奔赴三个

州市 8 个县区抓获犯罪嫌疑

人 13 名，串破隐案多起，查

获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蜂

猴、蟒蛇、穿山甲、猕猴等

31 只（条），象牙制品 15

公斤 254 件。 

案件得到了上级部门的

肯定和媒体的关注，国家林

业局森林公安局发来贺电并

派员赴滇指导，中央电视台

进行了专题采访报道，正面

树立和彰显了云南森林公安

保护生态资源安全和打击动

物犯罪的坚强决心及执法效

果。 

 

 

 

 

 

 

 

 

 

 

 

 

 

 

 

 

 

 

图为查获的活体蜂猴、象牙、藏羚羊角制品以

及活体穿山甲等 

通过云南各级森林公安

机关的不懈努力，不断开展

专项斗争和专项治理，一大

批破坏濒危物种资源的违法

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犯罪

势头得到有效的遏制。但

是，由于地理环境、市场需

求、利益驱动等方面的原

因，破坏濒危物种资源违法

犯罪案件仍然屡禁不止，特

别是边境一线走私珍稀野生

动物及其产品的违法犯罪仍

十分猖獗，且个案涉案标的

巨大，犯罪在组织形式、方

式和手段上变化较大，走

私、非法收购、运输、出售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类案件

犯罪倾向，明显呈现出有严

密组织且智能化、网络化、

集团化发展之势头，还有向

国际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云南省各级森林公安机

关打击濒危物种资源犯罪在

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认真贯彻“打防结合、综合

治理、突出重点、坚持不

懈”的工作方针，切实履行

组织、指导、协调、监督、

检查五项职能。充分发挥职

能部门作用，加强与海关、

公安边防、检验检疫、林

业、农业（渔业）、工商、

铁路、民航等部门在边境地

区和重点地区联合打击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工作联

系，突出重点，加强对德

宏、红河、临沧、文山等破

坏濒危物种资源案件的高发

区域、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口

的监管，始终保持打击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活动的高

压态势，狠抓购、储、运、

销各走私贩私链条和餐饮市

场、药厂、公路、邮寄等各

个环节，常抓不懈。继续加

大打私工作力度，巩固打私

长效机制，开展专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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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为适应形

势发展需要，云南省森林公

安局在新浪网开通了省级森

林公安官方微博“云岭森

警”。 

全省共有 16 个州市森林

公安局、42 个县局、1 个派

出所开通了官方微博，8 名

民警开通了实名认证警务微

博，开创了云南森林公安新

媒体宣传的新局面。 

截至 10 月 7 日，云南省

森林公安局官方微博“云岭

森警”共有粉丝 91592 人，

发布原创微博 5552 条，被转

发 4896 条，收到评论 5462

条，处理投诉、举报等各类

舆情 36 起，野生动物救助报

警 90余起。 

官方微博主要由微博工

作团运维，为保证工作的高

效，由 7 名民警进行不分节

假日的值班。 

官方微博是公安机关搭

建的为民服务的新平台，云

南省森林公安局充分发挥这

一平台的功能，在接处警、

舆论引导方面表现给力，赢

得一片赞许。 

（一）高效处警，接报

必处，处必有果。 

官方微博开通至今，共

处理投诉、举报等各类舆情

36 起。对所有的微博报警，

云南省森林公安局都认真对

待，并一一核实查处，再向

网友通报结果，网友对@云岭

森警的提问、求助，都会及

时回复，特别对于提问、求

助类的微博诉求，微博工作

团成员都是经过了认真的讨

论、斟酌后才回复。 

@云岭森警的报警能得到

快速处置，得力于全省各地

森林公安机关的给力。曾经

有网友举报昆明市某花鸟市

场内有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的

不法行为，省森林公安局微

博工作团及时将情况通报给

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昆明市

森林公安局接到情况后，迅

速开展了摸底调查，并及时

对举报场所进行了突击清

查，他们邀请了本地媒体参

与行动，全程监督，还通过

官方微博@春城森警，从出

警、查处、放生，做了图文

并茂的实时发布，赢得一片

叫好。 

（二）搭建微博报警平

台救助野生动物。 

去年以来，云南各地森林公

安接到救助野生动物报警越

来越多，民警们发现，老百

姓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明显

提高，大多数人在发现受

困、受伤或不明来历的野生

动物之后，会在第一时间向

当地森林公安报警。为了更

好地搭建群众救助野生动物

报警平台，云南省森林公安

局在官方微博上公布了全省

各州市级森林公安机关的报

警电话，发布了救助提醒，

告知网友发现有野生动物需

要救助时的正确做法是：不

主动接触动物，及时拨打森

林公安报警电话，请专业人

员进行救助，在保护野生动

物的同时，也保证了自己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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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媒体宣传工具搭建野生动植物保护平台点个赞 
   

 

自去年 8 月至今，“云

岭森警”收到并处置的救助

野生动物报警共 90 余起。

“云岭森警”以出警快、处

置及时获得了广大网友的一

致认可。 

野生动物救助并不是森

林公安队伍素有的专业职

能，是随着全社会生态保护

意识的逐步提高，加上森林

公安机关多年来持之以恒地

宣传动物保护知识，最后慢

慢衍生出的一项附加职能。

在云南，最受人瞩目的野生

动物救助，是西双版纳森林

公安营救亚洲象的行动。西

双版纳州森林公安局曾经联

合当地相关部门成功救助过

7 头受伤的亚洲象，在救助

亚洲象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

的经验。 

2007 年 10 月 1 日-10

日，一支由云南省西双版纳

州森林公安局、林业局、自

然保护局联合组成的 60 多人

的亚洲象营救队，冒雨在热

带丛林为一头因打架而受伤

的雌性野生亚洲象，展开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并

成功用麻醉枪将其麻醉后，

从象群中抢救出来进行治

疗，成为中国警察用麻醉枪

捕获成年野生亚洲象成功进

行救治的首个案例。 

因受专业限制，大部分

基层森林公安民警缺乏救助

野生动物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所以森林公安进行野生

动物救助必须依靠当地的野

生动物收容救助部门。为了

更好地做好野生动物救助，

云南省森林公安局计划从明

年起，对以县级森林公安机

关民警为主的广大基层民警

开展一系列的野生动物救治

知识的培训，以提高野生动

物在被救助后的康复率及野

外存活率。 

通过一年多的努力，云

岭森警的影响力在不断提

升。2012 年 12 月，开通仅 7

个月的“云岭森警”就荣获

新浪网 2012 年云南省政务微

博影响力排行榜第 18 位，

2013 年 1 月，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名下“让候鸟飞”公

益基金启动新闻发布会暨野

生动物保护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因“云岭森警”在网络

上获得的好评和关注，作为

云南野生动物保护执法部门

的代表和重要力量，云南森

林公安受邀参加。9 月 14

日，成功与国际爱护动物基

金会、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动物博物馆、濒管办云南

办事处共同主办了“保护生

态环境，建设美丽云南”

2013 年全国科普日暨“感受

生命之重——走近大象”主

题活动。 

因“云岭森警”的持续

给力，广大网友对“云岭森

警”产生了高度的认同和信

任，网友们评论说：“云南

森警实在太棒了”、“大自

然的保护天使们，向你们致

敬”、“要是象云岭森警一

样平时就保持较高的巡查力

度就更好了”、“云南的森

林公安很棒！”(文/图 云南

省森林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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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 News Issue2,2013 
CITES 在为鲨和鳐做准备 

——在 CITES 管制鲨和鳐正式生效前 12 个月，欧盟批准了一项 120 万欧元的项目，以确保有效履约。 

巴西、中国、德国、日本和美国也同样提供了支持和技术协助。 

    
 

 

 

    

2013 年 9 月 14 日，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 CITES 的 178 个缔约国在

为鲨和鳐的履约做着准备。

2013 年 3 月，CITES 在第十

六届缔约国大会上将一些鲨

和鳐列入附录。 

 

 

 

 

 

 

 

 

 

 

 

 

 

 

 

 

 

 

 

 

自当日起，各缔约国恰

好还有 12 个月时间将相关措

施落实到位，使得 CITES 可

以 有 效 控 制 长 鳍 真 鲨

(Carcharhinus 

longimanus)、路氏双髻鲨

(Sphyrna lewini)、无沟双

髻鲨 (Sphyrna mokarran)、

锤 头 双 髻 鲨 (Sphyrna 

zigaena) 、 鼠 鲨 (Lamna 

nasus) 和天空蝠鲼 (Manta  

spp.)的国际贸易。监管将于

2014年 9 月 14 日起生效。 

自那时起，这些物种标

本的所有国际贸易都需要伴

随 CITES 许可，确证其捕捞

是可持续和合法的，而这些

贸易也需要报告给 CITES 秘

书处。 

欧盟为秘书处提供了

120 万欧元，支持发展中国

家对商业性开采水生物种实

施可持续管理，加强 CITES

履约。这些经费将被用于提

高科学、机构以及执法的能

力。 

对此，CITES 秘书长约

翰•E•斯甘伦先生说“CITES

将鲨和鳐列入附录的决定是

保证其国际贸易合法、可持

续和可追溯的重要第一步。

如今这些决定的有效履行则

是问题所在，而我们将尽可

能协助 CITES 缔约国，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在 2014 年 9

月 14 日前有能力遵照 CITES

规定履约。这需要利益相关

者、缔约国、政府间组织、

非政府组织和更多人的广泛

支持，我们感谢提供帮助的

每一个人，尤其是提供慷慨

资金支持的欧盟。” 

欧盟委员会全球与区域

性挑战理事会主任提姆•马克

拉先生说：“2013 年 3 月将

鲨和鳐列入 CITES 发出了一

个明确信号，国际社会将在

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上

付出努力。通过这一百二十

万欧元项目，欧盟显示了其

对 CITES 相关规定成功履行

的决心。我们将与 CITES 秘

书处和其它缔约国密切合

作，使得这些措施给鲨鱼的

保 护 和 渔 民 带 来 切 实 进

益。” 

继三月 CoP16 上发出鲨

鱼提案，巴西履约机构强调

“CoP16 的结果直接关系到

国际社会对里约+20 会议上

可持续渔业的承诺。这显示

了世界各国已经准备好共同

协作以保证海洋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缔约国

也将为此做出有效行动。” 

2013 年 5 月 CITES 秘书长拜

访巴西利亚时，巴西和他讨

论认为成员国要履行 CoP16

采纳的决议需求提升能力，

并表示他们愿意为能力建设

提供帮助。巴西政府宣布，

他们将与其他政府和非政府

组织伙伴一起合作，在 2013

年 12 月 3-4 日巴西的伯南布

哥主办一个区域性研讨会，

讨论被列入 CITES 附录Ⅱ鲨

鱼的数据收集和鉴别。 

在 7 月 24 日波恩的讨论

中，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

护和核安全部 BMU 以及联邦

经济合作和发展部 BMZ 告诉

CITES 秘书长，德国已经启

动了一项研究，为 CITES 缔

约国实施鼠鲨和其它鲨鱼物

种的非致危性判定开发指南

和建议，并正在考虑 2014 年

举办一个鲨鱼非致危性判定

国际研讨会。BMU 的高级官

员埃尔莎•尼克尔说：“我们

希望这些行动有助于鲨鱼可

持续管理开发不可或缺啊科

学信息。” 

尽管在 CoP16 会上，中

国 反 对 这 些 鲨 鱼 被 列 入

CITES 附录 II，但 2013 年 6

月，中国告知秘书处会履行

公约相关决议，不会提出任

何保留。 2013 年 7 月，

CITES 秘书长在中国吉林参

加中国 CITES 培训班，会晤

中国管理机构 21 家办事处时

讨论了鲨和鳐列入的履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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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 开通鲨和鳐网站 

 

   

  

2013 年 11 月 22 日，

CITES 秘书处上线了鲨和鳐

网站，以协助公约 179 个缔

约国落实对新列入物种国际

贸易的有效监管。 

缔约国至少还有几个月

时间才开始监管长鳍真鲨

(Carcharhinus longimanus)、路

氏 双 髻 鲨 、 锤 头 双 髻 鲨

(Sphyrna zygaena)、无沟双髻

鲨 (Sphyrna mokarran) 、鼠鲨

(Lamna nasus) 和 前 口 蝠 鲼

(Manta spp.)的国际贸易。相

关规定将于 2014 年 9 月 14

日正式生效。  

新 的 网 站 接 入 地 址

是：  www.cites.org/eng/prog/sh

ark。目前只有英文版本，法

文和西班牙文正在准备中。

该网站便于大家了解背景信

息，给出了使用工具和材料

的链接，并列举了相关会议

和事务。 

CITES 秘书长评价这一

新开发的工具时说：“从同

一个平台便捷获得可靠数据

和信息，将确保被列入的鲨

和鳐获得有效履约。我们希

望各 CITES 缔约国和所有支

持我们重要决定的人使用这

一新工具。” 

在回应 2013 年 6 月的第

2013/023 缔约国通告所提出

的要求中，秘书处收到了缔

约国、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帮助解决相关新列入的

技术和管理事务，实施能力

建设行动的信息，并将这些

信息在新网站上做了总结概

述。未来如还有新信息，也

将及时贴在的鲨和鳐网站

上。 

CITES 秘书处在开普敦

召开的国际大西洋金枪鱼保

护委员会（ICCAT）第 23 次

例会上也宣布了鲨和鳐网站

的开通。 

CITES 秘书处欢迎各方

为鲨和鳐网站的内容和结构

提供更多投入，使其能持续

为缔约国和利益相关方提供

更 好服 务。 (曾岩  译 自

CITES网站) 

题。 

斯甘伦先生还会晤了日

本管理机构、相关部门和日

本的利益相关人士，并注意

到，虽然日本提出了五个鲨

鱼物种的保留，但仍然表达

了将其遵守公约要求的出口

许可，并为所列鲨鱼生效提

供技术支持的意愿，还讨论

鲨鱼翅的鉴别细节。 

在美国的支持下，秘书

处还参加了 2013 年 5 月和 9

月召开的中美亚区域研讨

会。这些地区的缔约国同意

2014 年早些时候再次会面，

为新列入鲨鱼和蝠鲼的履约

讨论工作计划。 

CITES 秘书处正与联合

国粮农组织密切合作，一致

赞同将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纳入 CITES 物种履约行动计

划中。在 7 月 8 日，FAO 和

CITES 秘书处的代表于罗马

会晤，讨论合作执行欧盟-

CITES 鲨鱼项目的可能性，

第一次会议主席为水生渔业

部的助理总干事助理阿尼•M•

马修森先生以及 CITES 秘书

长。 

欧洲议会委托国际野生

物贸易研究组织 TRAFFIC 开

展对能力建设优先性和需求

的快速评估。TRAFFIC 已经

分析了 FAO 提供的最近期捕

捞贸易数据，整理了已经出

版的信息，并联系 CITES 机

构、非政府组织和专家以获

取更多信息。 

CITES 秘书处还应一些

加勒比国家在 CoP16 会上提

出的，对改进有关鲨鱼、鳐

鱼和其他 CITES 所列物种的

法律框架的要求，在 2013 年

6 月 10 到 12 日，为多米尼

加、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

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以及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开展了一

系列连续立法援助任务。(曾

岩 译自 CITES 网站) 

http://www.cites.org/eng/prog/shark/index.php
http://www.cites.org/eng/prog/shark/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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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2013/052 号缔约方通告 
2013 年 11 月 20日于日内瓦 

有关附录 II 的修正 

   

No. 2013/40 号缔约方通告 
2013 年 9 月 9 日于日内瓦 

有关撤销吉布提贸易暂停建议 

 
   

  

1．褐喉树懒 Bradypus 
boliviensis 在 1973 年 3 月

3 日公约签订时就被列入了

附录Ⅱ。 

2，在第四届会议上(哈

博罗内，1983)缔约国大会采

纳了 Conf.4.23 号决议，以

世界哺乳动物：分类和地理

学文献作为哺乳动物的标准

命名文献。该文献以作为

Bradypus variegatus 作为

之前别列入附录的 Bradypus 
boliviensis 物种的标准命

名。因此，1983 年 7 月 29

日起，附录Ⅱ中出现的名称

为 Bradypus variegatus 。 

3，在第十四届大会(海

牙，2007)上，缔约国大会采

纳了 Conf.12.11 (Rev.CoP 

14)号决议，以世界哺乳动

物：分类和地理学文献第三

版作为哺乳动物标准命名文

献。这一版的文献除褐喉树

懒 Bradypus variegatus 之

外也认可了侏树懒 Bradypus 
pygmaeus。附录变动往往需

要采纳新文献，而 CITES 命

名委员会基于 NC2006(动

物)Doc.9 讨论附录变动时没

有就 Bradypus 属提出文献。 

4．但是，秘书处最近注

意到了侏树懒的 CITES 地

位。在 2001 年该物种的原始

描述显示其是从褐喉树懒中

分列出来的。这一结论为动

物委员会动物命名专家所支

持。 

5．因此，很明显不能再

忽视现在被称作侏树懒原先

被缔约国大会当作褐喉树懒

列入附录Ⅱ的这一物种。秘

书处因此修正 CITES 网站上

的 CITES 附录，添加侏树

懒。(曾岩 译自 CITES 网站) 

1 Honacki, J.H., Kinman, 

K. E. and Koeppl, 

J.W.(eds.) (1982). 

Mammal Species of the 

World: a Taxonomic and 

Geographic Reference. 

Allen Press and the 

Association of 

Systematics 

Collections., Lawrence, 

Kansas: USA.  

2 Wilson, D.E and Reeder, 

D.M., (2005). Mammal 

Species of the World: a 

Taxonomic and Geographic 

Reference. Third 

editi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3 见

http://www.cites.org/com

mon/com/NC/2006/E-

NC2006-Fa-09.pdf . 

4 Anderson, R. P.; 

Handley, C. O., Jr. 

(2001). A new species of 

three-toed sloth 

(Mammalia: Xenarthra) 

from Panama, with a 

review of the genus 

Bradypus. Proceedings of 
the Bi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 114 (1): 

1-33 

1．在 2013 年 5 月 17 日

缔约国通告第 No. 2013/019

号，秘书处通知缔约国，遵

照 第 Conf. 11.17 (Rev. 

CoP14)号决议，因吉布提未

提供任何充分理由而连续三

年未提交年度报告，缔约国

大会曾向缔约国建议不要批

准与其开展 CITES 所列物种

标本贸易。 

2．在 2013 年 8 月 23

日 ， 秘 书 处 收 到 吉 布 提

2010/2011 和 2012 年度的年

度报告。 

3．因此，秘书处通知缔

约国，撤销有关暂停与吉布

提开展 CITES 所列物种标本

贸易的建议。缔约国通告第

No. 2013/019 失效。 

4．但各缔约国需要注意

的是：因其未能提供有关立

法进程的书面材料，吉布提

仍然遭受 CITES 附录物种标

本商业贸易的暂停建议。 

5．缔约国可在 CITES 网

站 的 文 件 / 贸 易 暂 停

(Documents/Trade 

suspensions)栏目中看到所

有受到贸易暂停建议的缔约

国列表。 

http://www.cites.org/common/com/NC/2006/E-NC2006-Fa-09.pdf
http://www.cites.org/common/com/NC/2006/E-NC2006-Fa-09.pdf
http://www.cites.org/common/com/NC/2006/E-NC2006-Fa-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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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2013/045 号缔约方通告 
2013 年 10 月 4日于日内瓦 

有关公约文本第二十一条修正案(Gaborone, 30 April 1983)生效 

 

   

 
 
 

 
 
 
 

 
 
 
 

 
 
 
 

 
 
 
 
 

 
 
 
 

 

 
 
 

 
 
 
 

 
 
 
 
 

 
 
 
 

 

2013 年 12 月 20 日，联合国第 68 次大会宣布每年的三月三日为“世界野

生动植物日”，CITES 公约各缔约国将在这一天特别纪念地球上美丽而多样的

野生动植物，颂扬野生动植物为人类做出的贡献，并加强对它们的保护。 

  

1．1983 年 4 月 30 日，

缔约国大会在博茨瓦纳的哈

博罗内召开了一次特别会

议，采纳一份针对《公约》

文本第二十一条的修正。该

修正案为区域性经济一体化

组织加入《公约》提供了可

能性。 

2．在 2013 年 9 月 30

日，哥斯达黎加将其接受

“哈博罗内修正案”的文书

交存公约保存国瑞士联邦政

府。自此，在 1983 年 4 月

30 日缔结公约的 80 个缔约

国中的 54 个（即其三分之

二）都交存了其接受修正案

的文书。因而，根据公约文

本第十七条第 3 款，修正案

将在 2013 年 11 月 29 日对这

54 个缔约国以及在 1983 年 4

月 30 日之后加入公约的 43

个缔约国，以及那些已经接

受该修正案的缔约国生效。

该公约文本修正案将自动对

所有在 2013 年 11 月 29日后

加入公约的缔约国有效。  

3．但是对于那些之前加

入公约，且未接受该修正案

的缔约国，修正案将在被其

接受后的 60 天后对其生效。

在 1983 年 4 月 30 日之前加

入公约的 26 个缔约国，以及

其后加入公约的 55 个缔约国

未接受哈博罗内修正案。秘

书处呼吁这些缔约国尽快将

文书交存公约保存国瑞士联

邦政府，接受哈博罗内修正

案，以及波恩修正案。 

4．本通告取代 2010 年

12 月 1 日 发 布 的

No.2010/039 号 缔 约 国 通

告。(曾岩 译自 CITES 网站) 

http://www.cites.org/eng/i/ww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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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国提交国家行动计划抗击象牙非法贸易 
——源头、中转国和目的地国家在 2014年 7 月前采取紧急策略履行计划。 

 

  

CITES 秘书长呼吁采取紧急行动 

保护赞噶桑噶国家公园大象不受武装盗猎 

 
   

  

2013 年 5 月 16 日，日

内瓦，CITES 秘书处收到第

一批国家发来的国家象牙行

动计划，中国、肯尼亚、马

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乌

干达、坦桑尼亚和越南等这

些国家被认为位于象牙非法

贸易的源头、中转站或终点

上。 

3 月，CITES 常务委员会

提出行动计划要求，以应对

快速增长的为象牙盗猎大象

的案件。CITES 大象非法猎

杀监测 MIKE 项目和大象贸易

信息系统 ETIS 的统计数据敲

响了警钟。 

中国、肯尼亚、马来西

亚、菲律宾、泰国、乌干

达、坦桑尼亚和越南在常务

委员会设定的 2013 年 5 月

15 日截止日期之前提交了带

有时间表的行动计划。CITES

秘书处要求这八个国家开展

紧急措施实施计划，并会在

在 2014 年 7 月评估履行情

况。每个行动都列举了包括

立法和条例、国内国际执

法、外联宣传和公众意识等

活动。 

“三月，CITES 成员国

家一致同意对抗野生动植物

犯罪，全面履行这一重大决

定以及 CITES 常务委员会的

补充决定是赢得野生动植物

非法贸易战役的关键。CITES

秘书处将继续支持 CITES 缔

约国的行动，并整合更多的

政治和经济资源援助当地执

法，”CITES 秘书长约翰•E•

斯甘伦先生说。 

秘书处将把计划与常务委

员会分享，并与相关国家一

起，监督执行情况。在 2014

年 7 月，秘书处将向常务委员

会提供对各国行动的评估，并

对关键地区提出更多措施建

议。 

三月曼谷第十六届缔约国

大会的商议还甄别出另外两组

需要在不远将来采取措施的国

家。第一组的喀麦隆、刚果、

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埃塞

俄比亚、加蓬、莫桑比克和尼

日利亚需要在今年中开发和开

始执行类似的国家象牙行动计

划。秘书处曾要求第二组国

家，包括安哥拉、柬埔寨、日

本、老挝、卡塔尔和阿联酋等

就其象牙贸易控制做出解释。

(曾岩 译自 CITES 网站) 

2013 年 5 月 8 日，

CITES 秘书长约翰•E•斯甘伦

先生就近期报告中显示的中

非共和国恶化局势表示严重

关切。资料显示，武装团伙

进入了位于该国西南角，毗

邻喀麦隆和刚果共和国的世

界遗产地，并开始大肆屠杀

森林象。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

和一些媒体报道，一个 17 人

携带有大口径步枪的武装团

伙，在 2013 年 5 月 6 日进入

赞噶桑噶国家公园，向“大

象山谷”进发。被称作赞噶

白的这片空地每天有 50 到

200 头大象聚集饮用沙地中

的矿物盐水。 

赞噶多基国家公园是

CITES 领导的大象非法猎杀

监测 MIKE 项目的监测点，这

里的盗猎普遍低于中部非洲

的平均水平。这个地区迄今

远离大规模盗猎事件，受到

相对较好的保护。 

CITES 秘书长敦促所有

地区政府、联合国和其他国

际团体采取紧急行动，保护

在这个公园生活的大象种群

免于屠杀。CITES 也通知了

其在国际打击非法野生动植

物犯罪同盟的工作伙伴，关

注迫近的威胁，并要求所有

伙伴在各自的网络中发布信

息。 

“近期大量的大象盗猎

事件十分令人担忧，携带尖

端武器的武装盗猎分子正在

肆意屠杀我们最美丽的物种

之一，这几乎成了整个非洲

大陆的新趋势。CITES 严重

关切在如此偏僻而保护相对

较好的地区对大象的迫近威

胁。而我呼吁国际社会齐心

协力避免 2012 年喀麦隆大象

屠杀那样类似的悲剧再度发

生。” 

前月，该公园据称受到

多次袭击，行政办公楼设备

受到洗劫和设施损坏。斯甘

伦先生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发布的声明表示欢迎，他补

充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伊莲娜•博科娃女士发出

的警告更强化了我们对非洲

部分地区非法野生动植物贩

运 和 区 域 安 全 关 系 的 关

注，”他补充说：“CITES

秘书处将持续支持调查和抗

击武装叛军卷入的野生动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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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冰岛、日本、圭亚那和也门对新列入 CITES

附录的软骨鱼提出特殊保留 
2013 年 6 月 27 日，CITES 秘书处自日内瓦发布 2013/027 号通告 ，丹麦和冰岛对鼠

鲨、日本对新列入的物种鲨鱼、圭亚那对新列入的五种鲨鱼以及前口蝠鲼属所有种、也门对

双髻鲨的三个种提出了特殊保留。 

根据 CITES 公约，任何缔约国（成员国）可提出单方面的陈述，表明本国将不受公约对

附录所列特定物种（或被列入附录Ⅲ的部分或衍生物）的相关贸易规定的约束。这些陈述被

称为“保留”。对于包含在附录Ⅰ或Ⅱ的物种，公约有提出保留的时间限制。保留的提出应

是在一个国家成为缔约国时或是在附录有关修正案生效后的 90 天内。例如，如果缔约国大

会在一次会议上同意将一物种由附录Ⅱ提升至附录Ⅰ，反对将其列入附录 I 的保留陈述必须

在该次会议结束后的 90 天内提出（公约条款第十五条第 3 款和第二十三条）。 

提出保留陈述的国家可在任何时候撤销它。但是，当此保留在有效期内，凡涉及有关保

留物种（或标本）的贸易时，该国在形式上被作为非缔约国对待（即对该物种，保留国不受

CITES 条款的管制）。 

最新 CITES 物种清单在互联网上可查 
通过开发在线数据库，可以便捷获取被列入 CITES 的三万五千多种动植物信息 

   

  

该最新电子资源为用户

提供了直观截面，使其不仅

可以获取物种学名、俗名，

还能得知物种的 CITES 附

录、国家或地区，以及上述

组合信息。可以通过选取标

准，如同物异名或作者名等

将结果进一步精确呈现。用

户可以因此制作一个定制的

“CITES 物种名单”，如所

有在特定国家分布的 CITES

物种等。每个类群在屏幕上

都可以显示列入历史，并打

印成单个文件。 

CITES 物种清单数据还

可以不同格式下载，以方便

在不同的信息系统间交换数

据 。 这 些 新 格 式 可 以 使

CITES 机构方便及时的更新

其国家清单。例如在缔约国

大会简写提出的附录Ⅲ修订

等。缔约国还可以在需要

CITES 物种信息的电子资源

开发中使用这些资源。最

后，网站还可以将“CITES

物种索引”生成以更传统格

式显示的 PDF 文件。 

2016 年的第十七届缔约

国大会前还计划对清单做一

系列加强。其中一个增强功

能是为 CITES 管理机构使用

的，在 CITES 电子许可证或

证明书系统中直接推出物种

名称和附录。这个功能将极

大减少错误的发生，使得贸

易的监管和追溯更为方便。 

CITES 秘 书 长 约

翰·E·斯甘伦在评论清单上

线时指出：“CITES 物种清

单这一新的在线数据将有助

于 CITES 缔约国确保合法和

可持续的野生动植物贸易

库。在用户可以在其他信息

系统中使用这一数据库，为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CITES 物

种开发新工具。 

清 单 查 询 地 址 见 ：

http://checklist.cites.org ( 曾 岩 

译自 CITES网站) 

物犯罪。” 

在 2013 年 3 月泰国曼谷

召开的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

上，CITES 报告，遍布非洲

世界遗产地的盗猎事件与日

俱增。2012 年 8 月，秘书处

与 UNESCO 讨论尤其针对大象

盗猎和非法象牙贸易，在相

应地区增强协作，如 CITES

报告里提及的瓜兰巴国家公

园和㺢㹢狓野生动植物保护

区，这些发生了非法猎杀非

洲象的地方同时也是 UNESCO

的世界遗产地。 

在 CITES CoP16 上被接

纳的战略和操作性决策执法

议题是各国采取实际行动终

结目前高水平野生动植物非

法贸易的坚强基础 。 

(曾岩 译自 CITES 网站) 

http://checklist.cites.org/
http://checklist.cit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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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非洲象峰会呼吁全球合作打击盗猎 

   

 

 

 

 

 

 
 

 

CITES 公约迎来它第 179 个缔约国——安哥拉 
 

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西滨大西洋，分布着 63 种猛禽，28 种灵长动物，超过 20 种海

豚，57种大戟，52种芦荟，以及非洲象、狮子和豹等 350种 CITES 附录物种。 

公约将于今年 12月 31日对安哥拉生效。(曾岩 译自 CITES 网站) 

  

为期三天的首届保护非

洲象峰会４日在博茨瓦纳首

都哈博罗内落幕。 

峰会宣布了一系列针对

保护非洲象的紧急措施，呼

吁全球各国加强跨国、跨地

区和跨部门合作，加重对盗

猎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而遏

制日趋严重的盗猎大象等野

生动物行为。 

此次保护非洲象峰会由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博茨瓦

纳政府共同主办，自加蓬、

肯尼亚、尼日尔、赞比亚、

中国、越南、菲律宾、马来

西亚和泰国等十几个国家的

高官参加。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总干

事朱莉娅•马顿－勒菲弗在峰

会上表示，尽管近年来在博

茨瓦纳和东部非洲部分地区

大象保护工作取得长足进

展，大象族群不断扩大，但

就非洲大陆整体而言，非洲

象面临的生存危机日趋严

峻。 

据估计，目前非洲象总

数约 50 万头，2012 年遭非

法捕杀的非洲象达 2.2 万

头，比 2011 年的 2.5 万头略

少。《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的一份最新研

究显示，如任由该趋势发

展，未来十年非洲象的数量

将减少五分之一。中部非洲

是非洲象遭盗猎的重灾区，

盗猎发生频率是非洲大陆平

均水平的两倍。 

马顿－勒菲弗说，贫

困、腐败以及亚洲对象牙不

断上升的需求是非洲象遭盗

猎以及非法象牙贸易日渐泛

滥的主要动因。今年年初以

来世界范围内至少有 18 起大

宗象牙走私活动遭查处，查

扣象牙总量超过 40 吨，为近

25年来之最。 

马顿－勒菲弗表示，此

次峰会成果之一就是成功让

受非法象牙贸易冲击的一些

关键国家聚集一堂，讨论应

对之策。她希望峰会成果可

以超出非洲象保护范畴，推

动全球范围内更广泛的合

作，打击针对各种濒危野生

动物，如犀牛和穿山甲等的

盗猎和非法交易活动。 

此次峰会共宣布了 14 条

紧急措施，呼吁各国加强现

有法律或制订新法把野生动

物非法交易列为“严重犯

罪”加以严惩，组建国家层

面跨部门合作机制，提升执

法机构和野生动物保护机构

应对武装盗猎集团的执法能

力，完善非洲象盗猎和非法

象牙贸易的数据库建设，加

强国家间执法部门合作以及

提升非洲象所在国国民的保

护意识等等。（自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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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组织赞扬中国销毁罚没象牙制品 
 

   

  

1 月 6 日下午，中国政

府将在广东东莞销毁 6.1 吨

的罚没象牙及其制品。这一

标志性的行动将有助于减少

和终止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中国政府销毁罚没象牙

的行动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

信息——结束对于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迫在眉

睫。销毁象牙表明中国政府

关注因象牙走私给大象种群

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以及野

生动物犯罪给国际安全带来

的隐患。 

在中国开展工作的多个

国际组织对此次政府销毁走

私象牙的行动表示肯定，包

括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国际野生生物保护

学 会 (WCS) 、 野 生 救 援

(WildAid)、大自然保护协会

(TNC) 、自 由 天地 基金 会

(Freeland Foundation)、珍

• 古 道 尔 的 根 与 芽 (Jane 

Goodall’s Roots & 

Shoots)、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NRDC)以及国际爱护动物基

金会(IFAW)。 

联合国和平信使，同时

也是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创

始人珍• 古道尔博士表示：

“我非常高兴得知中国政府

加入到彻底摧毁非法象牙贸

易的国际队伍中。将罚没的

象牙销毁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决定，这向全世界包括非洲

国家展现了打击非法象牙贸

易的坚定决心。” 

“在 2013 年 12 月 IUCN

及博茨瓦纳政府举办的非洲

象峰会上，非洲象分布国、

象牙贸易中转国及主要象牙

消费国共同通过了 14 项紧急

措施，主要为加强在各个层

面的执法、增强合作以及提

高公众意识。此次销毁罚没

象牙是继非洲象峰会后，中

国政府采取的一项积极行

动。”IUCN 中国办公室驻华

代表朱春全博士说。 

最近参加了美国政府销

毁象牙行动的 IFAW 亚洲地区

总代表葛芮说：“销毁罚没

象牙可以防止象牙再次流入

市场刺激盗猎。更重要的

是，从象牙盗猎到需求链条

上的各个国家都在公开销毁

象牙，这个形势在清楚地告

诉所有消费者，购买象牙是

不道德的，是错误的。” 

“象牙消费对非洲象生

存的压力依然巨大。非洲象

野外种群数量在 30 年的时间

内下降了超过 60%”，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非 法 猎 杀 大 象 监 测 项 目

(MIKE)国际专家组成员张立

博士说：“60 余个 MIKE 项

目监测点的统计显示，2011

年与 2012 年约有分别 1.7 万

头和 1.5 万头非洲象遭到盗

猎。因盗猎造成的非洲象死

亡 率 分 别 达 到 7.97% 和

7.44%，超过了种群的自然增

长率。日益严重的盗猎趋势

必须被遏止。”。 

根据大象贸易信息系统

(ETIS)，2012 年有超过 34

吨象牙被查获。2013 年这一

纪录再次被刷新，据报道，

被查获的象牙总量为 41.6

吨。 

Freeland 首席运营官刘

宁表示：“中国政府查没的

非法象牙体现了海关和森林

公安等执法部门的执法成

效。然而对市场和消费的引

导仍需要长期的政策和法规

的支持。” 

在野生救援 2013 年披露

的一份调查中显示，在中

国，9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

政府应该通过实施象牙贸易

禁令来帮助停止在非洲的象

牙盗猎。IFAW 的调查也显

示，60%的被访者表示，只有

使象牙买卖全面非法，他们

才会停止购买象牙，这是最

让他们信服理由。另外，如

果政府领导人和官员们明确

表示和呼吁不要消费象牙，

将更有说服力。 

“中国此次销毁非法象

牙的举动表明，中国将严厉

打击偷猎象牙、损害非洲经

济发展和为恐怖组织提供资

金支持的非法象牙贸易行

为。” 野生救援创始人彼得

•奈茨(Peter Knights)说。 

“针对消费者行为的多

项研究表明，政府的倡导会

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产生重

要的影响。通过此次象牙销

毁，中国政府再次表达了遏

止非法象牙贸易、不支持象

牙消费的明确态度。我们希

望配合政府，让消费者更好

地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自身

的社会责任。” 国际野生生

物保护学会亚洲项目主任

Joe Walston说。 

 “此次公开销毁象牙体

现了中国政府加大对非法野

生动物制品，尤其是濒危物

种贸易的惩处力度，彰显了

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的决

心和实力。” 大自然保护协

会象牙项目总监孙晓华说，

“同时，我们希望中国政府

下一步能颁布阶段性的象牙

贸易禁令，给非洲象种群一

定的恢复期。更希望中国消

费者能提高环境意识，不要

购买象牙制品。”(图 Jeff 

He，IF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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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和 CITES 规章控制中国蛇类国际贸易 

蒋志刚，周志华，孟智斌，孟宪林，李琳琳，平晓鸽，曾岩和 David·P·Ma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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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监管的国际贸易既毁

坏生态系统，更威胁着特定

物 种 的 生 存 (Gibbons et 

al., 2000)。《濒危野生动

植 物 种 国 际 贸 易 公 约 》

(CITES 公约)是一个政府间

缔结的国际协定。目前有

178 个 缔 约 国 (CITES, 

2013)。CITES 的目标是确保

野生动物和植物的国际贸易

不至于危害他们的生存。人

们普遍认为，该条约为全球

物种保护合作提供了一个合

适 的 国 际 法 律 框 架

(Apensperg-Traun, 2009; 

Wells & Barzdo, 1991)。  

中国依赖野生动植物的

历史悠久。例如蛇类就被用

于传统中药和食物。虽然一

些蛇类物种自 1989 年起被列

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名

录》，所有蛇类在 2000 年获

得国家保护，但是过度利用

和生境丧失已经导致了我国

蛇 类 种 群 的 衰 退 (Zhao, 

1998)。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

增长，中国的消费影响已经

不再局限于其国境之内(Liu 

& Raven, 2010) 。滑 鼠 蛇

(Ptyas mucosus)、舟山眼镜

蛇(Naja atra)、孟加拉眼镜

蛇(Naja kaouthia)、眼睛王

蛇 (Ophiophagus hannah)、
草原蝰(Vipera ursinii)和
蟒科(Pythonidae)等蛇类被

列入 CITES 附录。但自上世

纪最后十年，中国从蛇类出

口国转变为进口国，主要原

因可能源于随着居民购买力

提高而增加的国内市场驱动

(Zhou & Jiang, 2004, 

2005)。自 2000 年，208 种

蛇类被列为国家保护的陆生

野生动物 (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2000)，即

意味着捕捉，贸易这些物种

需要获得省级野生动物主管

部门的许可。另外，中国

CITES 管理机构自 2000 年禁

止活体蟒蛇等的商业性出口

和再出口。2003 年非典爆发

期间，国家林业局发布了一

项通知，禁止以食用目的捕

捉包括蛇类等陆生野生动

物。2009 年起，国家部门规

范了传统药材对蛇类的使

用，对于国家保护的蛇类物

种，其利用必须获得国家野

生动物管理机构的许可。贸

易是动态的，为考察这些措

施是否可以控制中国蛇类的

国际贸易，我们采用了与之

前研究同样的方法和数据库

中新更新的信息，就 Zhou & 

Jiang (2004)对 1990-2001

年的贸易调查做了后续研

究。 

在 CITES 附录列入的中

国五种蛇和蟒中，只有滑鼠

蛇的活体标本国际贸易受到

了影响，该物种还在 2011 年

遭受了 CITES 大宗贸易回

顾。CITES 中国履约机构严

格监控 CITES 所列物种的贸

易，并于 1995 年暂停了滑鼠

蛇的贸易。我们从 CITES 贸

易数据库（2012）获得了这

一物种 1985-2009 年间的国

际贸易记录。对于其他蛇类

的贸易，包括那些目前未被

列入 CITES 附录的物种，我

们追溯了由国家濒管办，即

CITES 中国管理机构控制的

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数据

库，直到 2009 年的数据。 

在 1985 到 2009 年间，

中国出口了 944,104 件标

本，件为 CITES 数据库中用

于指称活体或死体蛇类或皮

张的单位；进口了 339,398

件标本，再出口 154,899 件

滑鼠蛇标本，多数贸易发生

在 2004 年之前（图 1）。

2003 年到 2009 年只记录了

551 件进口和 51 件滑鼠蛇再

出口。 

蟒类物种的贸易主要类

型为蟒皮，被用于制作传统

乐器，如二胡。目前暂时未

有蟒皮替代，而蟒的人工繁

育 也 在 实 验 阶 段 (Anon., 

2011)。CITES 机构将二胡作

为个人财产处理，但是需要

在跨境时携带 CITES 一张许

可证。 

在 21 世纪最初几年的蛇

类出口高潮之后，无论是活

体蛇类还是蛇皮的出口都在

2004 年之后下降，所有蛇类

贸易，除了蟒皮之外都下降

了。随着国际条约和国内措

施的履行，中国的蛇类国际

贸易显著下降。 

滑鼠蛇于 1984 年被列入

CITES 附录Ⅲ，1990 年被提

升为 CITES 附录Ⅱ。在中

国，这种蛇和很多其他蛇类

在 2000年都被列为陆生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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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译注：即三有动物）

纳入国家保护范畴(State  

Forestry Administration, 

2000)。滑鼠蛇还被中国的浙

江、福建、湖北、海南省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列为省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2004 年，

野生动物管理机构禁止将蛇

类作为食物利用，并在 2007

年监管传统中药中使用的蛇

类。被 CITES 公约列入附录

Ⅰ或附录Ⅱ的物种，在中国

被视为国家一级或二级重点

保护动物。其采集、贸易、

运输和驯养需要获得许可

证。每年中国的野生动物管

理部门都会开展专门的执法

行动，以控制非法采集和贸

易野生动植物。近期，曾经

猖獗的蛇类非法贸易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已显著减少(Li 

et al., 2010)。 

虽然在中国允许合法饲

养野生蛇类，但饲养者必须

获得合法的奠基群体，并申

请获得建设饲养场的许可。

蛇类饲养场如今在中国南方

很普遍。据报道，仅在 2004

年，广东三个蛇类饲养场就

可 以 繁 育 滑 鼠 蛇 四 万 条

(Chang & Lu, 2004)。2008

年，福建省将人工繁育的蛇

放归森林公园补充野外种群

(Shaowu City Forestry 

Bureau, 2008)。2011 年 3

月，海南省将 90 尾人工繁育

的 缅 甸 蟒 (Python 
bivittatus) 放 归 野 外

(Anon., 2011)。不过人工繁

育蛇类的放归和野外重引入

还在实验阶段。 

蛇原先只在中国南部被

作为本地佳肴，但之后这种

饮食习俗慢慢扩散到全国其

它 地 区 (Yang et al., 

2007)。毕竟消费者行为在变

化 (Fabinyi, 2012) 。 在

2003 年非典流疫期间，中国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启动了一

个大型活动：“珍爱自然、

拒烹野生动植物”百万厨师

签名。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媒

体在为保护野生动物做活

动。上述措施对人们的饮食

习惯有很大的影响。有调查

显示，在非典流行前后，声

称消费野生动物肉，主要是

蛇类的人，数量下降了 20% 

(Yang et al., 2007)。但是

改变饮食消费行为需要长时

间的文化演进。 

在 2011 年，CITES 秘书

处在广州召开了一个研讨

会，讨论亚洲蛇类的保护和

管理，建议各国建立蛇类的

国家捕捉和贸易政策，以及

可能被列入 CITES 的亚洲蛇

类(CITES, 2011)。作为野生

物种列入 CITES 以避免国际

商业贸易威胁的补充，我们

建议相关国家机构应该实施

更多国内管控措施，并对这

些物种的大宗贸易开展定期

回顾，监视着贸易动态。在

CITES 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

上，中国提出的将濒危的莽

山烙铁头蛇(Protobothrops 
mangshanensis)(Gong et 

al., 2013)列入 CITES 附录

Ⅱ的提案获得通过(CITES, 

2013)。 

有效的国家法律和执法

极大荫庇野生动植物保护，

而控制受威胁野生物种的全

球贸易也需要国内、区域性

和国际措施相结合。虽然我

们无法评估秘密交易的非法

蛇类贸易。相对于高价的象

牙犀角这些以较少量走私的

标本，蛇类价值较低，而走

私规模通常较大，而也因此

相对容易被海关部门查获。

我们的研究显示，2004 年以

来，CITES 和国内条例的协

同作用已经控制住了中国蛇

类的国际贸易主流。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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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怒江州高黎贡山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 
为进一步查清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资源家底，用高质量的专业影像记录保护区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云南省怒江州自然保护局委托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IBE）在怒江州高黎

贡山保护区内开展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和培训项目。此项调查工作采用 IBE 调查方法，通过

夏季和秋冬季两次野外调查，对保护区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景观进行调查和拍摄。 

今年 8 月和 10 月份，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所的专家和摄影师在怒江州开展了两次共 32

天的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并在 8 月份，为来自全州保护一线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为期两天

的高质量的影像生物多样性调查培训。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是目前 IBE在全国开展的 45次调查中，科学收获成果最丰富的一

次，获得了很多重要的一手资料。 

植物：本次调查共记录高黎贡山地区被子植物约 67科 103 属 260余种。发现兰科植物新

种一种——舌唇兰属，疑似新种两种——挖耳草属、蛇根草属，中国新分布一种——挖耳草

属，新的影像记录一种——独龙江舌唇兰，按云南植物志或者按高黎贡山植物名录界定的新

地区分布很多； 

昆虫：共记录怒江昆虫 20目 123 科 352种，其中超过 300 种附有清晰的写真图鉴。在本

次调查发现的 346 种昆虫当中，发现新物种约 15 种，分别隶属于：叶蝉科、奇蝽科、郭公虫

科、黑蜣科、负泥虫科、拟步甲科、水虻科，袖蜡蝉科，隐翅虫科等；同时拟以一新种为模

式建立一新属； 

两栖爬行动物：调查的结果显示，我们直接记录到本区两栖爬行类共 19 种 (包含 3 目 5

科 10属)。发现 2个新种：疣螈属、攀蜥属； 

鸟类：157种(包含 12目 34科 96属)； 

哺乳类：共 33种（包含 8目 12科）。 

以上为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由于尚非最终鉴定结果，故仅作此初报。 

这次合作调查，获取了宝贵的怒江州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生物物种自然本底科学信息和

一批高质量的影像资料，为保护区宣传工作提供基础素材；为保护区培养一批自然科学考察

和宣传力量的人才队伍；同时积累大批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料，为保护区的保护规划、科学研

究等工作提供必要的基础信息。（文/图 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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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e+ 是新上线的数据库，为全球物种保护提供综合性信
息。数据库包含了所有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 CMS 和欧盟野生动植物条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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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peciespl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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