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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是在全球享有盛誉的、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
保护组织之一，自 1961 年成立以来 WWF 一直致力于环保事业，在全世界
拥有将近 520 万支持者和一个在 100 多个国家活跃着的网络。WWF 的使命
是遏止地球自然环境的恶化，通过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确保可再生自然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推动降低污染和减少浪费性消费的行动，创造人类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美好未来。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创建于 1976 年，是由 WWF（世界自
然基金会）与 IUCN（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合作支持成立的野生物贸易研究
项目，其目标通过对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监测，保证贸易不危及野生动植
物的生存。TRAFFIC 总部在英国，拥有一个全球性工作网络，是全球最具规
模的野生物贸易监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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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我们认为，在中国进行象牙禁贸是可行
的，这将有效降低非洲象所面临的威胁。
这一负责任的伟大之举将使中国在自然
保护领域发挥积极效应，进而促使更多
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强化打击非法野生动
植 物 贸 易 的 行 动。WWF/TRAFFIC 支
持中国政府的禁贸政策，并愿意继续支
持中国政府实施禁贸，对禁贸效果评估
提供帮助。

非洲象正在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生存危机，其数量处
于历史最低水平。非洲象的盗猎危机从 2010 年开始并延
续至今。1981 年，非洲大陆有 120 万头大象，如今已不
足 50 万头。非洲象数量每年都在下降，一些种群直接面临
区域性灭绝的威胁。伴随疯狂盗猎的 , 是猖獗的象牙走私活
动，2009 年以来，非法象牙贸易一直在高位运行，并呈规
模化趋势。数据显示，当前的全球非法象牙贸易量是 2007
年的三倍 1。
与此同时，非洲象，这一非洲大陆最具标志性的物种，其盗猎危机已引起国
际社会的空前关注，拯救非洲象的历史性机遇终于出现。中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2015 年 5 月，时任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丛宣布中国政府将“严格控制象牙加工和
贸易，直至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其制品活动”。2015 年 9 月，正在访美
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共同“承诺在各自国家颁布禁令几乎完全
停止象 牙进口和出口，包括明显且及时限制象牙狩猎纪念物进口，采取明显且及
时步骤停止各自国内象牙商业性贸易”。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2016 年 3 月，中
国政府暂停所有象牙商业性进口及狩猎纪念物象牙进口。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象牙非法市场之一。自 2002 年以来，ETIS（大象贸易信
息系统）对《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报告一直将中国视为全球
最大的象牙目的国之一。中国的行动，对扭转非洲象盗猎危机及应对象牙非法贸易
具有重大影响，对非洲象的命运至关重要。
该文件是基于 WWF/TRAFFIC 对中国象牙市场所掌握的信息和情况所做的一
份快速评估。它并非一个全面的报告，但它对实施禁贸的决策考虑要素、中国禁贸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中国禁贸将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分析，并为中国
政府接下来的行动提出了建议。为确保禁令的有效性，还需要充分考虑管理实践、
制度设计、以及法律程序等诸多因素。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仍需做大量的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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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ken, T., Underwood, F.M., Burn, R.W. and Sangalakula, L. (2016). The Elephant Trade Information System (ETIS) and the Illicit Trade in Ivory: a
report to the 17th meeting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17 Doc. 57.6 (Rev. 1), CITES Secretariat, Geneva, Switzerland,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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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现况

合法
市场

为了对中国象牙禁贸前后的市场状况进
行对比，以便未来在政策实施后评估禁
贸 效 果，2016 年，WWF/TRAFFIC
对中国 10 个城市的合法和非法象牙实
体市场以及虚拟网络平台上的非法象牙
市场进行了调研。

中国的合法象牙市场主要分布于收藏品 / 古玩市场，其次分布于大型商场的
金银玉首饰区；地理位置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福建和长三角地区。
2016 年，WWF/TRAFFIC 走访了全国 56 家销售点， 成功采集到 46 家商
铺的数据。调研结果显示，13 家存在不摆证、物证分离、出售时不给证的情况，
20 家未使用警示用语标牌或 / 且未散发宣传资料。违规比例为 63%（29/46）。

易的法律法规，合法商家可以按照收藏证上
的规格描述，用非法来源的象牙原料制作多

© TRAFFIC

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中国有关象牙贸

件尺寸样式相同的象牙制品（即“一证多物”
而非“一证一物”），以各种理由避免提供
或拒不提供收藏证给购买者，从而进行“洗
白”。调研结果显示，存在“洗白”非法象
牙嫌疑的门店占 28.3%（13/46）。
22 家属于多样化经营，经营象牙的同
时，也出售其它产品，如白玉、翡翠、蜜蜡等，
其中有 11 家经营猛犸象牙；9 家已经关张
或不再经营象牙。
© WWF

真正体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牙雕作
品往往出自功力深厚的专业牙雕匠人之手，
用料多、手工艺复杂、制作周期长，导致成
本较高、价格较贵。从近年的市场行情来看，
这些艺术性强并承载着大量文化价值的作品
却并不受市场欢迎，往往常年无人问津。相
反，目前市场出售的绝大多数是工艺简单的
小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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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套象牙管控制度。主要文件是《国家林业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告（2004 年第
1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200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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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国家林业局公告（2015 年第 9 号）》
以及《国家林业局公告（2016 年第 3 号）》。
中国政府严格限定只有经国家林业局批准和公告的单位可以在公告指定的场所从事象牙及其制
品加工和销售活动，所有象牙制品须配有“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
（即象牙制品“收
藏证”）方可进入流通领域。根据国家林业局公告（2015 年第 9 号），全国共有 34 家指定加
工场所和 130 家指定销售场所，有效期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这些加工场所和销售场所共
涉及 89 家企业。
其他任何单位或在未经公告指定的场所进行商业性加工、销售、购买象牙的活动，均属违法行
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2011 年 12 月，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发出“禁拍令”，现代象牙被明
2

令禁止拍卖，只有官方机构认证为文物的象牙才有上拍可能 。

非法
市场

实体市场：中国公开买卖非法象牙的场所
主要分布于各大城市的收藏品 / 古玩市场和
花 鸟 市 场。2016 年，WWF/TRAFFIC 对
中国 5 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天
津、厦门）进行了调研。发现 189 家店铺出
售共计 1519 件非法象牙制品，平均每家店
铺出售 8 件制品。小件制品占所有制品总数
的 97.2%，其中 80% 以上的属于装饰品，
如手镯、手串、挂牌、佛头、面包圈。小件
制品主要由机器加工，手工成份很少，价格
主要由耗料多少决定，自 2011 年以来，小
件制品的价格一直维持在 30 元 / 克左右。
值得一提的是，公开摆卖的象牙制品数量虽
然比过去几年有所减少，但非法贸易依然比
较严重。如果潜在购买者表示出兴趣，商家
往往以加微信的方式与潜在客户保持联络并
3

预约调货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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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昌牙雕拍卖市场分析报告》，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 (AMMA)，2015 年 4 月 21 日，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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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 J. and Xu, L. (2015). Deadly Messaging: Ivory Trade in China's. Social Media. TRAFFIC, Cambridge, UK, pp.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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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市场：经过各方多年合力打击，网络非法象牙交易已得到有效遏制，2013

年下半年以来呈现低位运行态势，但每月仍发现数百件象牙制品的出售广告。
2016 年 1 月至 6 月，WWF/TRAFFIC 在所监测的 31 个网站发现了涉及 9 个濒
危物种的新增广告共 5543 条，其中象牙广告最为常见，有 4147 条，占 75%，
平均每月发布 691 条。这些非法象牙广告主要集中在三个网站，共 2836 条，占
总数的 68.39%；最活跃的 6 个用户共上传非法象牙广告至少 1081 条，占总数的
26%。商家提供电话或社交媒体联系方式，以便与客户私下沟通。

社交媒体市场：虽然实体和网络市场的交易有所遏制，但社交媒体平台上的非

法象牙贸易方兴未艾。由于该平台的交流私密性更强，电商及其代理商往往“人货
分离”，并可随时删除广告和聊天记录，且商家很容易使用“备用号”改变身份，
躲避监管和司法制裁，风险非常低。因此，社交媒体已成为当前非法象牙交易的主
战场。2016 年 5-7 月，WWF/TRAFFIC 对某社交媒体的 58 家锁定用户进行抽查，
发现 673 条广告，3432 张图片，89 个视频。出售的象牙中，无雕刻制品多于有
雕刻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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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以前，市场上的大件象牙制品比较常见。自从 2012 年年底中共中央
出台《八项规定》以后，大件象牙制品非常少见，大部分制品都是小件装饰品，如
手串、手镯、挂坠、筷子、佛头佛牌等。这类象牙制品往往工艺简单、价格不高。
由于无需精细的技艺，甚至可直接用机器加工，十分容易上手，也适合地下小作坊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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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象牙市场之一，其
象牙政策的调整将对缓解非洲象生存威
胁发挥关键作用。如果严格实施并严厉
执法，中国的象牙禁贸将产生巨大作用。
由国务院颁布象牙禁令 , 将使中国在自
然保护中的这一重大议题上展现全球领
导力。

为何禁贸？

非洲象早在 1989 年就被列入《濒危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附录 I，从
而被禁止国际贸易。但是，在世界范围内，还
存在各种形式的象牙贸易，包括：《公约》生
效前所获象牙及其制品的国际贸易；古董象牙
的国内国际贸易（在大多数国家这是合法的）；
1990 年国际禁贸生效前合法进口的象牙的国
内贸易。1997 年，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
巴 布 韦 的 大 象 从《 公 约》 附 录 I 下 调 至 附 录
II，南非的大象也于 2000 年下调至附录 II。
CITES 大会曾两次允许附录 II 国家一次性出售库存象牙，中国于 2008 年一次性
进口了 62 吨象牙。根据《公约》规定，目前不存在公约生效后的象牙及其制品的
国际商业性贸易。
在中国，合法象牙市场采取“定点加工、定点销售、统一标识（收藏证）”的
管理制度。但据我们了解，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中国有关象牙贸易的法律法规，一项
4

社会调查 结果印证了我们的判断。合法商家可以按照收藏证上的规格描述，用非
法来源的象牙原料制作多件尺寸样式相同的象牙制品进行“洗白”（如上述所言）。
而对于市场监管者和执法部门而言，只要卖家的收藏证还在，便很难判断该卖家是
否在出售非法象牙，因为象牙的特性致使肉眼无法分辨象牙的真实来源。近年的几
次调研发现，合法销售场所一直存在上述现象。2016 年的调研结果显示，28.3%
的销售点存在这类情况。这相当于一个“灰色市场”，存在着危险的隐患，给管理
和执法部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另外，合法象牙市场和非法象牙市场的并行存在，使象牙政策难以被普通民众
理解，造成了人们对象牙交易法律性质的认知混乱。这也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即象
牙是可以自由买卖、自由流通的。当人们不知情地购买象牙、当不法商家抱着侥幸
心理出售象牙的时候，他们可能正在助长世界另一端的大象盗猎和象牙走私。
自 2002 年以来，ETIS（大象贸易信息系统）对《濒危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的报告一直将中国视为全球最大的象牙目的国之一，这一判断至今没有
4

The Nature Conservancy (n.d.). Curbing Ivory Consumption in China: Messaging Research Executive Summary. （该研究于 2015 年 9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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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 。TRAFFIC 于 2013 年、2016 年的调研以及其它组织的调研 均发现中国
的象牙贸易管控制度存在落实不够到位、管控有效性不足等问题。鉴于当前持续的
盗猎危机和中国的关键作用，WWF/TRAFFIC 相信中国的象牙禁贸将为扭转非洲
象的盗猎趋势，降低非法象牙贸易规模做出巨大贡献。
在全球层面，合法象牙贸易的管理往往是以合法证明书的方式运行，由于象牙
全球贸易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存在腐败和造假现象，各国的国内象牙市场存在各种制
度和监管漏洞，加上肉眼无法辩认象牙来源，不法分子往往利用这些漏洞和象牙的
7

特性进行“洗白”活动，一些合法象牙市场沦为非法象牙贸易的庇护伞。
中国与美国的禁贸承诺，为全球象牙政策趋势确定了基调，形成了超越国界
的示范效应，进而引起了并将继续引起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我们也已经
欣喜的看到，中国香港政府于 2016 年 1 月宣布了禁贸的政策导向，新加坡政府
于 2016 年 8 月表示将考虑禁贸，法国政府随后宣布象牙贸易管控的强化措施。
2015 年 11 月 4 日，25 个非洲象分布国发出宣言，支持任何象牙禁贸的行动。一
些非洲大象分布国也已经开始采取禁贸行动。
经过了近几年政府相关部门和各环保团体的宣传、媒体报道以及社会的关注，
许多中国民众已经意识到了非法象牙贸易的严重性。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9% 的
8

9

中国受访者支持政府全面禁止象牙贸易。 一项科学试验 发现，当人们接收了“中
国政府即将禁贸”等信息时，购买象牙的意愿便会大幅下降。

什么是中国象牙商业性禁贸？
WWF/TRAFFIC 所言的“象牙禁贸”即，国务院明令禁止进出口、购买、出售象牙及其制品
的行为，禁止进口在非洲进行狩猎后获得的狩猎纪念物象牙。经申请批准，以科研教学、文化
交流、公共展示、执法司法等非商业目的进行象牙及其制品的进出口和利用不在禁止范围内。
“购买”，包括以营利、自用等为目的的收购行为或者以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行为；“出售”，
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为。
当前的合法贸易现状是，只有政府指定的单位和场所可从事象牙的合法加工和销售活动；根据
国家林业局公告（2016 年第 3 号），中国已暂停一切象牙商业性进口（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象牙的商业性出口仅限《公约》生效前所获的象牙及其制品。真正实现商业性禁
贸之后，这些商业行为都将被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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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进行象牙禁贸的可行性取决于该
政策将带来何种经济和社会后果。从我
们掌握的情况来看，象牙禁贸的负面影
响是微乎其微的，但对中国和世界的积
极影响却是巨大而深远的。

是否可行？

象牙禁贸是中国最高领导层站在国家长远发展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高度做出
的战略决策。非法象牙贸易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涉及中国的国际形象、中
非关系，乃至“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要在国际事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当
然要努力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
禁贸所面临的行政或法律障碍并不大。加工和销售许可证有效期为两年，当
有效期满而政府不再发放许可证时，国内商业性禁贸便可实现，目前的许可证将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到期。政府也无需给予企业经济补偿。企业从事的是自愿的
商业行为，理应承担相应经济风险。因国家政策变化而受到经济损失，属于正常现
象，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若对相关企业进行经济补偿，则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国
家财政只能用于公共事业，没有理由拿纳税人的钱去弥补企业的商业损失。在中国
也不存在类似的案例。1993 年，国务院出台虎骨和犀角的禁贸令，取消犀角和虎
骨的药用标准，并未给予受损企业经济补偿。另外，中国禁贸的政策在 2015 年 5
月就已向社会公布，缓冲期实际上早已开始，为企业转型、清理库存提供了时间。
虽然象牙雕刻是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这种技艺可以用非商业的方式去传
承。根据 WWF/TRAFFIC 的调研，真正的牙雕非遗并不受市场欢迎，以商业性方
© Xu Yang / WWF

2016 年 3 月
19 日，上海，
地球一小时 “拒绝非法野
生 物 贸 易， 共
同绘制多彩世
界” 广 场 涂 鸦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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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去进行传承，恐怕是本末倒置。针对这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创新模式，
以非商业的形式传承牙雕技艺，不应走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市场就失传”的老路。
中国政府应该以此为契机，树立一个非商业性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范。
禁贸将直接影响 89 家企业。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剩余库存象牙的市场价值
不超过 10 亿元。据观察，象牙加工厂的牙雕技工数量在 3-30 人范围，各销售点
的销售人员数量在 2-5 人范围。考虑到其它运营人员，粗略估计，受影响的人数
不超过 3000 人。
另外，我们走访过的近一半销售场所从事多样化经营，而 34 家合法加工场所
则几乎全部从事多样化生产。至少一半以上的加工场所在使用象牙进行雕刻的同时，
也使用猛犸牙、玉、木、骨等作为雕刻材料。一些牙雕大师也选择用猛犸牙等可替
代材料进行创作。如此看来，象牙禁贸的负面经济社会影响是十分有限的。
同样是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政府也曾决定淘汰落后产
能，波及几十万个就业岗位，涉及成千上万家企业。2015 年，环保部的一份报告
指出，2006-2010 年，中国的节能减排累计减少 GDP1869 亿元，2013 年《大
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淘
汰落后产能使得 GDP 减少约 1148 亿
10

元。 与之相比，今日中国采取的象牙
禁贸这一伟大的政策，其代价是极小
的，但对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意义却是
巨大的。此外，中国有着高效有力的
政治体制，国家有着强有力的自上而
下的政策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快速实
现国内禁贸。

10

《环保部核算环保的经济损失》，中外对话 2015 年 9 月 14 日。

11

Stiles, D., Rowan M., Wei J., Moyle, B. (2015). Analysis of Ivory Demand Drivers, September, p.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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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建议

为 了 拯 救 非 洲 大 象，WWF/TRAFFIC
鼓励中国政府尽快实施国内象牙商业性
禁贸，并尽快修订、完善、出台相关的
配套规章制度。

建议 #1 将市场上的象牙全部“非法化”
鉴于非洲大象保护的紧迫性和中国在全球象牙问题中的关键作用，国务院出台
象牙禁令是至关重要的。此举将使得司法和行政程序更加简单清晰，有力地传达出
一个信息：商业性的象牙交易，包括进出口、购买和出售都将被明令禁止。将市场
上的所有象牙“非法化”可以推动执法效率的提高，并使全社会明确商业性象牙交
易的非法实质，从而促进消
费者行为和心理的转变，使
保护大象的社会责任意识深
入人心。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从长远来看，象牙禁令也有
助于重塑象牙买卖的社会心
理和社会价值观。
对于执法部门，执法人
员不必再为无法分辨象牙的
真实来源而为难，从而提高
执法的可操作性，节省大量
执法成本。禁令的出台将使执法部门能够集中精力打击非法象牙犯罪。国务院禁令
也将促使执法部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非法象牙贸易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从而对打击
该类犯罪更加积极重视。
对于普通民众，一旦象牙市场“非法化”，一切市场上的象牙都是禁止买卖、
禁止出口的，一切在国外看到的象牙都是禁止被带回中国大陆的。从此，消费象牙
的法律性质在普通民众意识中不再模糊，购买的意愿也将随之下降。
对于不法商家，一方面，禁令将明确他们的法律认知——无论是古董象牙还是
现代象牙（许多商家以为古董象牙买卖合法或者违法情节较轻），无论是在线上还
是在线下，只要出售即违法。另一方面，象牙禁令代表了中国实现环境保护方面的
国家承诺，并向潜在的违法者传达出严厉的警示。禁令象征国家意志，将对他们形
成心理威慑。我们发现，由于日渐趋严的执法环境以及国家的禁贸方针，一些上游
加工商和批发商已经心生退意、甩货转行，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政策导向对非法市
场的震慑作用。随着市场上公开出售的情况不断减少，非法象牙的社会能见度持续
降低，其消费需求也将被遏制。根据我们多年对市场的观察，潜在消费者如果在市
面上看不到象牙，通常不会专门寻找渠道去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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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 一到两年内实现禁贸，不设期限，不予补偿
2016 年 6 月上旬，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中方承诺将在
2016 年年底之前发布停止国内象牙商业性贸易的时间表。也就是说，从发布时间
表到真正实现禁贸，还有一个时间段，相当于一个缓冲期。法律的改变和落实，以
及象牙企业消化库存并作转型需要一定的时间，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鉴于
应对大象盗猎危机的紧迫性，我们希望，这个缓冲期应尽量短。中国的禁贸，是国
际社会对非洲象进行抢救性保护的一个部分，并具有关键作用，抢救，讲求的是分
秒必争。远在非洲的盗猎危机仍在持续，每一年，非洲大象的数量都处于历史最低
点。越早行动，大象种群的损失越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象牙市场之一，中国的果
断行动将发挥政治带动效应，引起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从而进一步推动国
际社会拯救非洲象的浪潮。
中国禁贸不应设期限。在可预见的未来，非洲象的生存还将处在危险的境况，
由于中国的象牙禁令，非洲象盗猎危机可能将得到缓解，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
中国以及其他的象牙市场，非法象牙贸易仍将存在。考虑到非法象牙市场的不确定
性以及一些国家打击非法贸易执法能力的局限性，因此在实施象牙禁令时不应预先
设定期限。一旦为禁令设置期限，将给不法投机分子设定心理预期，从而可能引发
象牙囤积，这不利于非洲象种群的恢复。至于何时解禁的问题应在未来根据大象保
护的情况和各国管理执法状况再作探讨。
无需给予受损企业经济补偿。企业从事的是商业行为，因政策调整受到商业损
失，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如需经济补偿，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1993 年，国务院
出台虎骨和犀角的禁贸令，取消犀牛角和虎骨药用标准，并未给予受损企业经济补
偿。另外，如上述所言，许多企业已经实现了转型。缓冲期实际上早已于 2015 年
5 月开始，为企业转型提供了时间。但为了促进禁贸政策的落实，我们主张政府研
究出台有利于帮助象牙企业和牙雕技工实现转型的引导和支持政策。

© naturepl.com / Bruce Davidson / WWF 肯尼亚察沃国家公园 - 盗猎后的大象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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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 象牙雕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非商业化
牙雕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艺术结晶。我们并不否定牙
雕艺术，我们只是反对以商业性的方式去传承牙雕非遗。当前，牙雕非遗传承面临
的最大困境是人才短缺、人才难留、后继无人，建议给予牙雕非遗特殊对待，研究
制定针对牙雕非遗的非商业性传承的解决方案，实现野生动物保护与文化遗产传承
的平衡。
可以考虑将部分牙雕非遗传承企业转型为公益型事业单位，或者让牙雕非遗传
承人进入博物馆、科研教育机构工作，使其生计无忧，专心招徒授艺，专门打造精
品并由国家收藏。对所剩库存象牙原料进行严格监管，允许非商业性质的以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为目的地使用象牙原料，须建立可溯源的象牙雕刻全程监管体系，并
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出台政策，鼓励公益组织、企业和民众共同参与支持牙雕非
遗的保护与传承。
© Xu Yang / WWF
© Xu Yang / WWF

© Xu Yang / WWF

另外，社会上普遍存在对牙雕的误解和偏见，政府、媒体应进行有效传播，引
导民众科学理性认识象牙雕刻，区分非法象牙贸易和传统文化传承，比如在博物馆
等收藏象牙精品的场所张贴海报、发放手册、播放录像，宣传有关象牙的法律法规，
强化公众的法律意识和保护濒危物种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也注意到，猛犸（毛象）作为一万多年前已经灭绝的物种，其牙质地与非
洲象牙基本一样，好的猛犸牙料基本上可以发挥牙雕的传统技艺，是象牙雕刻的可
替代原料。许多牙雕大师的创作材料就是猛犸牙。但是，猛犸仍是不可再生资源，
还需寻找积极可持续的替代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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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4 强化执法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象牙禁贸的目的，最终是为了遏制象牙非法贸易行为。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们，
影响市场上非法象牙数量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因素是执法的实践情况。目前的执法
实践存在一些问题，导致非法商家可以躲避监管或法律制裁，从而逐渐形成侥幸心
理。
加强执法有效性。比如，在现实中，工商部门作为市场的日常监管者，其负责
的事务很多，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在其工作重要性排序中十分靠后，往往对该类非
法行为重视程度不够。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层面和各地 CITES 履约执法协调小组的
作用，推动执法薄弱部门的能力建设和对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重视程度。
一旦实现有效的市场监管，非法象牙在市场上出现的频率就会减小，从而降低需求。
又如，一些商家只在店内摆出 2 件象牙制品，如果被森林公安发现，需按刑
事案件的流程处理，如果最终被认为不构成犯罪，则做销案处理，转入行政处罚程
序，进行没收和罚款。实践中，一套流程走完至少需要 1 个月的时间。现实中，执
法人员往往没有足够时间去处理小的案子。建议出台司法解释，对一定案值以下的
案件直接进行行政处理。
加强执法可操作性。目前在网络上、社交媒体上有大量出售非法象牙的广告，
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卖家手中无货，只是在转发别人的广告。虽然最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象牙制品发布广告，
但还没有规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执法主体。因此需要尽快出台配套的规章制度或管
理办法，对网络平台上发布非法制品广告和交易行为做出清晰的界定，使管理和执
法部门有法可依。同时，针对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的特点，发展针对执法技术和手
段，有效地打击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上的非法交易。
© WWF / James Mor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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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5 遏制非法象牙需求
在中国禁止象牙商业性贸易，针对的是当前的合法贸易，非法象牙市场并不会
因禁贸而消失，非法象牙买卖的渠道依然存在，象牙的社会文化内涵并不会在短期
内改变。为了使禁贸政策全面发挥遏制象牙非法交易的作用，必须配合减少需求的
策略。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许多购买了非法象牙的人是由于不了解合法象牙和非法
象牙的区别或者受到不法商家推销误导等原因而产生了随机的购买行为。 因此，
普及象牙贸易禁令，对于遏制潜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将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须积极做好普法和教育工作，使禁贸令在消费层面上发挥作用。政府可以围绕
为什么要保护濒危物种、为什么要禁贸、违法的后果、举报涉嫌违法行为的途径方
式等主题进行长期、有效的普法、科普和教育工作，从而提高公众对保护大象、打
击非法象牙贸易的社会认同度，遏制人们对非法象牙的购买欲望。及时向社会公布
非法象牙交易的案件尤其是审判结果，明确非法贸易的法律后果，不仅从社会舆论
方面对不法分子形成心理压力，也对普通消费者产生震慑作用。

大象彼此之间用触碰鼻子来表示对同伴的亲昵友好的问候。人与人之间用手指相勾，表达的是信任和承诺。我们希望更多
的人们勾起手指，确立拯救大象的决心和信心，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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