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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FFIC ---- 中 国 项 目 的 进 展 

l 从 2002 年以来，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

员会组织召开了四次传统中医药咨询专

家组会议。为了反映有关专家和领导对

濒危中药材保护的设想和建议，一本汇

集与会专家论点的通讯将于今年上半年

刊印。届时，人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目前

我国应用于中药材的某些濒危野生动植

物的现状、保护措施及前景。其中包括

红豆杉、石斛、麝、犀牛和龟鳖类等等。 

 

l 在 Walt Disney Company Foundation 的

资助下，一本专门论述我国濒危和珍稀

中药材保护的教学参考书正在编写中。

参加本书编写的有上海中医药大学、第

二军医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医科

大学及其他有关单位。编写本书的目的

是为中医药大学的师生提供濒危和珍稀

药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有关知识，

提高有关从业人员保护珍稀濒危药材的

意识。本书预计今年上半年完成，年内

可以出版。 

 

l 2005 年 1 月 10 日，东亚野生物贸易研

究委员会中国项目召开了 PPPP（Panda, 

People and Plants Project）的内部会

议。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中国项

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成都办公室、

世界自然基金会物种项目以及森林项目

共同参加了会议。会议确定了三月份在

成都召开第一次外部会议。该项目由世

界自然基金会德国资助。 

  

岷山地区野生药材可持续利用及生物多样 

性保护策略研讨会  

 

3 月 23日，为期两天的岷山地区野生药

材可持续利用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研

讨会暨 PPPP 项目专家研讨会在成都圆

满结束。会议由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

员会、世界自然基金会、濒管办成都办

事处联合举办。会议邀请了国家有关部

门、中医药界、科研院校、中医药公司

和国际环保组织，共同探讨如何缓解在

大熊猫栖息地的中草药采集与环境保护

之间的矛盾，通过规范野生药材的采集，

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以期达到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保证当地居民和大熊猫能

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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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2005 年 3 月 14－15 日，东亚野生物贸

易研究委员会中国项目与国家濒管办合

作的大象贸易信息系统（ETIS）培训在

在广西南宁举行，参加这期培训的主要

是南宁海关稽查人员和广西林业厅野生

动植物保护管理人员。 

国家濒管办副主任孟宪林、国家濒管办

法规处处长万自明、东亚野生动植物贸

易中国项目履约官员栾晓峰、国际爱护

动物基金会中国代表张立在培训中分别

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两个层面，介绍了

中国野生动植物管理措施，野生动植物

执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形式，非政府组

织与履约以及ETIS 的功能与运用。随着

这期培训的结束，为期两年，在北京、

上海、南宁举办了三次全国性培训的大

象贸易信息系统培训项目将告以段落。 

此次培训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海关及有关

人员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加强他

们的执法能力。特别是在进出口时对列

入 CITES 附录中的濒危动植物的检验和

识别能力。 

 

  

 

新 同 事： 

栾晓峰，2005 年 3 月，成为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中国项目的顾问。此前，

他是中国林业科学院保护生物学的博士后。栾晓峰已经拥有十年的工作经验，并

在相关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过二十多篇论文。 

 

最 新 信 息 

 

l 调查国内四种野生动物（麝、老虎、熊

和梅花鹿）圈养繁殖状况的项目目前已

经完成。该项目由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

委员会中国项 

 

目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CWCA）共同 

实施，目前，相关技术报告的撰写工作已 

进入最后阶段。该项目在中国野生动物

保护协会的帮助下，收集了饲养麝、老

虎、熊和梅花鹿的重点省（市、区）的

各种数据，在对这些数据的分析和实地

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野生动物圈养

实践对野外种群保护产生的影响，提出

可操作性的建议，发挥野生动物人工养

殖的迁地保护作用。为野生种群的保护

作出贡献。 

    

l 由 CITES 秘书处会同世界海关组 织、   

TRAFFIC 组成的“象牙贸易管理核查

团”于 2005 年 3月 6 日至12 日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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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检查象牙贸易的贸易管理和执行工 

作。核查团对北京、上海、杭州、广州

等地进行了实地检查。国家濒管办、中

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象牙雕刻专业委员会、东亚野生物贸

易研究委员会中国项目、国际爱护动物

基金会（IFAW）等与核查团进行了座谈。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赵学敏在北京会见

到访的 CITES 公约象牙贸易考察团时

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

工作，始终认真履行包括《濒危野生

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在内的国际公

约。近年来，中国林业部门在实施野

生动植物保护工程方面取得了积极的

进展。同时，为保护亚洲象野外种群，

遏制走私及非法加工经营象牙或象牙

制品等犯罪活动势头，中国林业部门

和公安、海关、工商等部门组织实施

了一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在保护亚 

洲象及其栖息地、规范和强化象牙加

工经营管理、打击象牙走私贸易等方

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和突出贡献。 

 

热 点 关 注 

l 国家有关禁止犀牛角、虎骨 

入药的有关规定 

 

 

在虎骨的使用方面，早在 1993 年，国 

务院就已经颁布了《关于禁止犀牛角 

和虎骨贸易的通知》，通知中规定：犀 

牛和虎是国际上重点保护的濒危野生

动物，被列为我国已签署了的《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

物种。为保护世界珍稀物种，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

条例》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的有关规定，重申禁止犀牛

角和虎骨的一切贸易活动，特通知如

下：  

一、严禁进出口犀牛角和虎骨（包括其

任何可辨认部分和含其成份的药品、工

艺品等，下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运输、携带、邮寄犀牛角和虎骨进出国

境。凡包装上标有犀牛角和虎骨字样

的，均按含有犀牛角和虎骨对待。  

 

二、禁止出售、收购、运输、携带、

邮寄犀牛角和虎骨。对库存的犀牛角

和虎骨，必须立即进行清理，重新登

记、封存，妥善保管，并由其拥有者

如实向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指

定单位申报。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或其指定单位必须将犀牛角和虎骨库

存情况编制成册，报国家濒危物种进

出口管理办公室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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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消犀牛角和虎骨药用标准，今

后不得再用犀牛角和虎骨制药。对已

生产出的含犀牛角和虎骨成份的中药

成方制剂，必须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

半年内查封，禁止出售。  

四、国家鼓励犀牛角和虎骨代用品药

用的开发研究，积极宣传推广研究成

果。因研究犀牛角和虎骨代用品等特

殊情况需要使用犀牛角和虎骨的。必

须事先经卫生部批准，报林业部备案，

并接受当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

检查。  

五、凡违反本通知，出售、收购、运

输、携带、邮寄犀牛角和虎骨的，由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依法查处；构成投机倒把罪、

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对没收的犀牛角和虎骨，一

律交当地县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按规定处理。  

 

六、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凡过

去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

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2001 年，公安部又发出了《关于严厉

打击走私倒卖虎骨及其制品违法犯罪

活动的通知》，进一步强调严格执法，

加大力度打击全国的虎骨及其制品的

非法贸易。 

以上规定的制定与执行，对有效地遏

制虎骨及其非法制品的非法贸易起到

了重要作用，从而有助于野外种群的

保护。 

l 网上的非法象牙制品贸易 

 

由于各国对于非法象牙贸易的日趋严

格，象牙制品的买卖需要找到一个更

为隐蔽而安全的渠道。计算机网络的

普及几乎很快便成了非法交易最好的

平台。网络的虚拟性、广泛性，使得

全球的买卖双方均可以坐在家里便顺

利地进行着各种交易。由于缺乏有效

的跟踪、监控手段，也缺乏相应的政

府管理条例，网上的非法交易依然如

火如荼。每天都有交易在进行当中。

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可以通过

网络订购到自己喜欢的象牙制品。 

 

东亚野生物贸易研究委员会中国项目

也始终在观察网上的非法象牙制品交

易。以目前已知的情况来分析，eBay

购物网显然是全球最大最繁忙的象牙

制品交易网站。eBay 网站分成英文网

站和中文网站，以针对不同国家的购

买者。 

    

从网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获取商品的图

片、数量、拥有者的地点、销往的国

家、价格以及运输方式等等详细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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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牙 雕 刻 笔 筒   
商品编号: 3746631167 

 

起价: 558 美元 
商品所在地：中国上海 
运往全世界 

 

   以某一天的某一时刻为例，在英文网站

上， 有超过 1000 件商品在交易。其

中，又细分为古董、艺术品、珠宝首

饰、其它物品上的装饰等等。从拥有

者来看，中国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

和北京，但几乎全部销往全世界各地，

尤以美国居多。其他国家的拥有者分

布在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等，

大部分商品都会卖到全球不同的国

家，但美国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国内交

易。所有的运输几乎都采取 EMS 方式。 

   同一时间，在 eBay 中文网站上（即易

趣网），有超过 300 件象牙制品在进行

着交易。以非洲象牙占绝对多数。 

    

国 际 动 态 

（以下内容译自 TRAFFIC Dispatch 

2005 年 2 月第 24期） 

l 象牙贸易调查 

 

以美国为例，北美 TRAFFIC 对美国的

合法与非法象牙贸易进行研究后发

现，美国是全球象牙制品截获率最高

的国家，大部分在边境被截获的象牙

制品是由旅客个人携带入关，通常以

纪念品、首饰和雕刻品居多。 

TRAFFIC 在研究中发现： 

- 1995 至 2002 年间，超过 32,000 件

象牙制品非法地进入美国，其中大部

分是雕刻品。美国国内的象牙贸易仅

由各个州自行制定的法律的松散规定

进行管理。 

- 1995 至 2002 年间，在边境有超过

8300 件象牙制品被截获或因管制无法

入关。这些象牙制品从全世界 80多个

国家船运至美国。 

- 根据 TRAFFIC 的调查，每周平均有

1000件左右的象牙制品在eBay网站上

进行交易。网上交易最终通过快递的

方式运往美国。 

 

l 日本的龟鳖类贸易 

东亚 TRAFFIC 日本办公室的调查显

示，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淡水龟鳖类宠

物进口国。从 1981 年至 2001 年，

250,000 多只活的淡水龟 鳖进口至日

本。在过去一段时期以来，日本对于

CITES所列的龟鳖类物种进口的飙升，

直接满足于其国内巨大的宠物市场。

研究发现，190 多种不同种类的龟鳖

在日本出售，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列入

CITES 附录的物种。 

在日本，一只印度星龟可以卖到

2500,000 日元（20,9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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