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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当无数的物种面临灭绝时，犯罪分子却通过出售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产品

赚取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这些犯罪行为不仅破坏了生物多样性，而且对国家和地区的

政治、经济安全造成威胁，阻碍了法治进程，全球范围内对自然资源进行负责任且可

持续性的管理能够推动人类发展，野生动植物犯罪行为使这些努力都付之东流。与其

他领域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一样，野生动物犯罪的根源在于巨大的盈利空间。 

谁参与了这类犯罪？犯罪往往在哪里发生？犯罪数额有多大？怎样才能阻止犯

罪？目前已采取哪些措施来制止犯罪？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在世界各地学者的支持下，开发了一系

列关于野生动植物犯罪的教学模块，给对于这一领域感兴趣的教师提供参考。这些模

块涵盖了此类复杂性犯罪的许多方面。通过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并使用创新和实用的

教学方法，旨在激发和鼓励学生参与这一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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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执法培训系列教材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中华人

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委托编译。本书印刷由国际爱护动

物基金会（IFAW）、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资助。 

  



 

 

 

 



 

I 

中文版前言 

近年来，野生动植物和林产品非法贸易问题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野生动植物

和林产品非法贸易除了具有危害社会、侵害公众利益、影响恶劣等共性外，还具有涉

及物种多、产品多、人员复杂和形式多样等特性，特别是非法国际贸易经过多个国家

转运，最终消费地往往距离源头数千公里，使得世界各地的执法当局在打击野生生物

犯罪方面面临越来越困难和复杂的局面。 

自 2017 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从生态环境领域主

要国际组织的近年出版物中选择了部分有较高参考价值的培训资料予以翻译，以协助

我国野生动植物和林业管理部门的政府官员、海关和其他相关执法机构全面了解当前

全球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情况，并比照国外经验，分析我国打击森林和野生动植物

犯罪的现状、特点和趋势。此前已经组织翻译了 “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国际联盟”

（ICCWC）的《ICCWC 打击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指标框架》，《野生动植物与森

林犯罪工具包》和《象牙采样及实验室分析技术和程序指南》。 

经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和联合国环境署（UNEP）授权，本

次翻译选择了《加强野生动植物和林产品合法和非法贸易法律框架》，《木材司法鉴

定最佳实践指南》和《UNODC 教学系列模块应对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犯罪教程

1：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产品的非法市场》三本教材。其中，《加强野生动植物和

林产品合法和非法贸易法律框架》一书由联合国环境署于 2018 年出版，全面概述了

国际社会在野生动植物和林产品自然资源管理、贸易监管、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三个

领域内开展工作的主要政府间机构和法律文书。《木材司法鉴定最佳实践指南》为

ICCWC 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系列丛书之一，专门针对木材的非法贸易，为一线执法人

员提供了犯罪现场保护、识别和分析木材、证据链收集、法庭证据提交等不同阶段的

处理措施，同时本书也为木材鉴定专家、检察官和法官等司法机构官员提供借鉴。

《UNODC 教学系列应对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犯罪教程 1：野生动植物、森林和

渔业产品的非法市场》是 UNODC 在线教学系列应对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犯罪教

程的第一部分，该部分旨在介绍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产品非法贩运的原因、特点

及与其供给与需求相关的刺激因素，以及与非法贩运相关的、从偷猎到消费各环节的

各种活动。并希望通过习题和案例，使学员全面了解这些犯罪类型的模式和类别、形

式、范围，并学会区分合法贸易与非法贸易。值得注意的是，教材选择的一些案例存

在来源不权威，数据不清，观点偏颇的问题，但可供读者作为理解相关理论的一个参

考，也可供我国野生动植物管理人员和相关执法人员了解国际社会对野生动植物非法

贸易的倾向性认知，建议读者对本教材的相关案例采取批判性学习的态度。 



 

II 

本项目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

管理办公室）委托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组织完成。 

希望本系列丛书，会继续为我国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部门、海关和其他相关执法

机关一线人员在政策制定、实际执法、国际合作等各个方面提供帮助。 

由于能力所限，书中难免有诸多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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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促进正义教材版权说明 

使用条款 

在同意以下使用条款的情况下，使用本教程： 

（a）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编制了本报告所载的教程，作为

一种开放教育资源，协助大学教师编写和讲授与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这一 UNODC 职

责范围领域有关的课程。UNODC 准许用户访问本网站，并下载和复制信息、文件和

材料（统称为“材料”）供非商业用途。 

（b）除非另有明文规定，材料中所载的调查结果、解释和结论未必代表联合国或

其会员国的意见。 

免责申明 

本网站提供的资料均据其“原样”提供，不作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

适销性保证、特定用途适用性保证和不侵权保证。UNODC 特别不对任何此类材料的

准确性或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陈述。UNODC 定期添加、更改、改进或更新单元中

的材料，恕不另行通知。在任何情况下，UNODC 均不对因使用本教程而招致或遭受

的任何损失、损害、责任或费用负责，包括但不限于与此相关的任何过失、错误、遗

漏、中断或延迟。使用本模块的风险由用户自行承担。在任何情况下，包括但不限于

过失，UNODC 均不对任何直接、间接、附带、特殊或后果性损害承担责任，即使

UNODC 已知悉此类损害的可能性。 

用户明确承认并同意，对任何用户的任何行为，UNODC 均不负有责任。 

本教程可能包含来自不同信息提供者的建议、意见和陈述。UNODC 不代表或认

可任何信息提供者、任何用户或任何其他个人或实体提供的任何建议、意见、声明或

其他信息的准确性或可靠性。依赖任何此类建议、意见、声明或其他信息的风险也应

由用户自行承担。联合国或其附属机构，或其各自的任何代理、雇员、信息提供者或

内容提供者对以下任何情况均不负责任：任何用户或任何其他人对本协议中任何内容

的任何不准确、错误、遗漏、中断、删除、缺陷、更改或使用；其及时性或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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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性能故障、计算机病毒或通信线路故障（无论原因如何）；以及由此造成的任何

损害。 

如果用户对本教程中的任何材料或其任何使用条款不满意，则用户唯一和排他的

补救办法是停止使用本教程。 

所使用的称号并不意味着 UNODC 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执政当局

的法律地位，或对其边界或边界的划定发表任何意见。 

本教程可能包含指向第三方网站的链接和引用。这些链接网站不受 UNODC 控制，

UNODC 不对任何链接网站的内容或链接网站中包含的任何链接负责。UNODC 提供这

些链接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列入链接或参考并不意味着 UNODC 认可链接网站。 

保留豁免权 

本条规定概不构成或被视为对联合国（包括 UNODC）的特权和豁免的限制或放

弃，这些特权和豁免是特别保留的。 

总则 

UNODC 保留其在任何方面自行决定更改、限制或中止该教程或任何材料的排他

权利。UNODC 没有义务把任何用户的相关需求作为考量。 

UNODC 保留自行决定拒绝任何用户访问本网站或其任何部分的权利，恕不另行

通知。 

UNODC 对本条款任何规定的弃权均不具有约束力，除非以书面形式提出并经其

正式授权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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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程向学员介绍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产品非法贩运的原因、特点及与其供

给与需求相关的刺激因素，以及与非法贩运相关的、从偷猎到消费各环节的各种活动。

本教程的目的是概述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犯罪的原因、特点并进行犯罪学分析

（并为学员们提供相关国际司法体系方面的学习资料作为补充）。教程 1 为学员提供

了对这些犯罪类型的模式和范围，以及区分合法贸易与非法贸易难点的整体了解，并

通过特定的习题和案例，向学员介绍受非法贸易影响最大的一些动物物种和国家。 

学习成果 

· 认识到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非法贩运的原因与后果； 

· 确认受非法贩运影响最大的动植物物种、区域和国家； 

· 了解定义非法贩运、界定非法与合法的活动与场景； 

· 了解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特征，认识野生动植物、木材、渔业产品及衍生

物非法市场的形式和运行规律； 

· 了解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现有资料和公开统计数据的不足； 

· 了解和深入研究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犯罪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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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 

术语 

当前，对“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和“野生动植物、木材

和鱼的非法贸易”这三者没有统一的定义。各有关组织、政府部门和研究者们在谈到野

生动植物、动物部分和植物的非法贩运时会用到不同的措辞。产生这种情况，至少是

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一个全面的全球文件明确给出一个统一、广泛接受的定

义。各国立法根据其法律体系和特定的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犯罪情况而使用不同

的术语。诸多用语，例如“动物和植物的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非法走私”等经常会

交替使用，并意图表达同一个现象。本教程也是如此。有关非法的森林活动和非法采

伐，以及渔业犯罪的定义，也是多种多样、存在争议并且不相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Tacconi, 2017）。 

“Wildlife”通常指对所有野生动物的统称，以区别于诸如家养动物、宠物、农场动

物和圈养动物。一些文献（包括本教程）使用 Wildlife 这个词作更广泛的用途，包括

所有野生植物、野生动物和海洋物种，无论是本地物种还是外来物种，以及它们的任

何衍生物（Bürgener et al. 2001）。术语动物（fauna）和植物（flora）的涵义更为广泛，

它们不只限于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野生动植物“贸易（trade）”包括为购买、进口、

出口、出售、易货或交换的目的而采集、收获、占有、加工、获得或运输野生动植物

的所有行为（Bürgener et al, 2001）。 

有关某一物种标本的“非法贩运（trafficking）”，是指个人，无论是为其自身利益

还是为他人利益，以进口、出口、再出口、从海上引进，发货、中转、分发、居间、

报价、待价而沽、交易、加工、购买、出售、供货、储存或运输为目的的非法行为

（UNODC, 2018）。在犯罪学定义中，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属于“绿色犯罪”（一种描

述破坏环境犯罪的术语）中的一种特定犯罪，它包括非法贸易、走私、偷猎、捕捉或

采集濒危物种、受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包括那些受采集配额和受许可证管制的动物或

植物）及其衍生物或产品。 

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办公室（UNODC）及国际刑事警察组织

（INTERPOL），用“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wildlife and forest crime）术语来“指违

反国家法律或国际法，获取、贸易（供货、出售或非法贩运）、进口、出口、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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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获得和消费野生动物和植物，包括木材和其它森林产品。广义地讲，野生动植

物和森林犯罪是对世界野生植物和野生动物的非法开发”（UNODC, 2019）。 

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联盟（ICCWC）进一步解释：“这可以从对自然资源的

非法利用开始，例如偷猎一只大象，挖走一株珍稀兰花，未经授权的采伐树木，或者

无证捕捞鲟鱼。它也可以包括后续的行为，例如把野生动植物加工成产品、运输、标

价销售、出售、占有等等。它也可包括藏匿和洗白来自于这些犯罪的经济利益。在这

些犯罪中，有些只在来源国发生，有些则同时也发生在活体动物或植物标本，或其部

分和衍生物最终被消费的目的国”（CITES Secretariat, undated）。 

CITES 和国际贸易框架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为特定物种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框

架（参见 UNODC 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教学模块系列教程 3），其目的是保护特定的物

种免于受到为国际贸易而开展的过度利用所造成的伤害。CITES 本身不是国际刑法条

约，也不关注纯粹的国内贸易。但是，既然对野生动植物的关键犯罪威胁是非法贸易，

CITES 明确了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者们想要规避的那些规则。CITES 并不解决野生动

植物犯罪的所有方面，但为这一复杂问题提供了最合乎逻辑的单一手段（UNODC, 

2016）。 

需要被特别措施保护的物种，根据其脆弱程度，被分别列入三个附录。对被列入

附录 I 和附录 II 的物种，禁止缔约国允许不符合 CITES 规定的贸易（Strydom, 2016）。

缔约国进一步有义务采取措施执行 CITES 公约并阻止违反公约的贸易。对列入附录物

种的贸易和占有必须予以惩罚，且必须将物种罚没和返还出口国。CITES 并不要求将

这些行为定为刑事犯罪。在一些国家，违反 CITES 将被处以行政罚款，而在其他国家，

则会被处以有期徒刑（UNODC, 2016）。 

本章节的子章节提供了有关关键问题的描述性概述，供讲师向学生教授该主题时

使用： 

· 需求和消费 

· 数据 

· 供给和需求 

·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影响 

· 合法和非法市场 

· 犯罪者及其网络 

https://sherloc.unodc.org/cld/en/education/tertiary/organized-crime/module-3/key-issues/wildlife-forest-crime.html
https://sherloc.unodc.org/cld/en/education/tertiary/organized-crime/module-3/key-issues/wildlife-forest-crime.html
https://www.cites.org/eng/disc/parties/index.php
https://www.unodc.org/e4j/en/wildlife-crime/module-1/key-issues/demand-and-consumption.html
https://www.unodc.org/e4j/en/wildlife-crime/module-1/key-issues/data.html
https://www.unodc.org/e4j/en/wildlife-crime/module-1/key-issues/supply-and-demand.html
https://www.unodc.org/e4j/en/wildlife-crime/module-1/key-issues/implications-of-wildlife-trafficking.html
https://www.unodc.org/e4j/en/wildlife-crime/module-1/key-issues/legal-and-illegal-markets.html
https://www.unodc.org/e4j/en/wildlife-crime/module-1/key-issues/perpetrators-and-their-network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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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有关的地点和活动 

https://www.unodc.org/e4j/en/wildlife-crime/module-1/key-issues/locations-and-activities-relating-to-wildlife-traffick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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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消费 

大多数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受需求驱动。它包括人们为各种不同目的去寻找的动

物部分、产品和衍生物，以及树木、植物、木材和植物产品。为了解野生动植物、动

物部分和植物的非法市场，有必要探求需求背后的驱动力。需求的各种类型和消费的

程度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有时会随着利用方式和消费的流行和过时迅速变化。很多

需求是奢侈品，由此其消费来自于选择而不是必需。下面的章节将概述影响濒危物种

或包含非法利用的活体动物、动物部分和衍生物、树木和木材、植物和植物产品的消

费和使用。 

药品和保健品 

利用动物部分、植物或从其中提取的合成物在全球各地都很普遍，包括草药，也

包括工业化制药的原材料。全世界有大约 80%的人口依赖传统医药作为主要的医疗手

段，这些药物经常包括野生动物或野生植物物种。据估计，大约 95%的传统医药是建

立在植物材料上的（Broad et al,2012）。用于医药的动物和动物部分包括从医蛭（用

于增强血液循环和分解血块）到蟒蛇胆（胆汁用于治疗百日咳、风湿痛、高热、婴儿

惊厥、偏瘫、痔疮、牙龈出血和皮肤感染等）（Broad et al,2012）。 

许多补品和保健品包含野生动物或野生植物的衍生物。消费这些产品往往基于这

样的信念，即相信它们可能把那些动物或植物某些好的特性带给使用它的人。但对这

些产品的使用并不限于有这样的信念的人；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的使用已经深深根植

于传统医药中，这使得改变消费者习惯面临更大挑战，即便涉及非法获得的濒危物种

和商品也是如此。即使有人工繁殖的动物或人工培育的植物可用，它们也被许多消费

者认为是较次的，不如野生来源材料制作的产品的效果好。由于它们被假设的治疗效

果，用于生产药品、补品和保健品的同种动物和植物物种也常用于食用（UNODC, 

2016）。 

案例：虎骨 

几个世纪以来，虎骨的药效，尤其是在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一直被写在医

药教材中用于治疗风湿病和其他各种肌肉和骨骼疾病。虎骨还被用于制酒，取决于不

同区域，既作为补品又作为壮阳产品，在市场上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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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虎骨经药剂师和医生按处方浸泡，然后油炸，研磨成粉末，再与其他配

料按规定配方混合。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传统医药生产开始广泛现代化，工厂生产

技术越来越多被用来制造药丸、膏药、凝胶和酒等含有虎骨的药物。在 20 世纪 90 年

代初，仅中国就有 200 多家企业生产虎骨药。这个领域的增长是当时高用量的主要驱

动因素之一，估计每年大约使用 1000 到 3000 公斤。 

除了虎骨入药外，亚洲各地的传统观念认为消费虎的其它几乎所有部分都有健康

效果：阴茎（经常是假的）能增强性功能，牙、毛、皮、油和眼用于治疗各种病痛

等。利用虎的部分和产品有着丰富多样的传统。 

（Broad &Damania, April 2010） 

 

案例：熊胆 

熊胆，一种由肝脏产生并由胆囊储存的消化液，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于医药。

熊去氧胆酸（UDCA）——熊胆中的有效成分，在西方和传统中药中都被认为是药，

而且继续被推荐用于治疗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一种自体免疫型肝脏疾病。尽管有

UDCA 的合成品、植物和其它动物替代品可用，一些消费者还是倾向于使用野生熊

胆。熊胆贸易主要目标是五种熊：亚洲黑熊、棕熊、马来熊、美洲黑熊和懒熊，亚洲

黑熊和棕熊更受偏爱，大概是因为更高的 UDCA 含量。不过美洲黑熊也被认为是很好

的熊胆来源。 

（UNODC, 2016） 

 

案例：犀牛角 

历史上，犀牛角在亚洲的传统医药中被用于退烧、风湿病、痛风、传染病及类似

疾病。最近，有人相信犀牛角能够治疗从过度饮酒到癌症的其它疾病，似乎需求在增

加。一些报告进一步显示犀牛角在越南被频繁地用于增强性功能，作为阳痿的治疗

药，它经常被用作礼品赠送，被称为“面子消费”（就是说“作为给人看的消费行为以提

升或维护面子”），这里面也包括将犀牛角作为“聚会药”使用。无论如何，犀牛角都报

价每公斤几万美元，与它可能存在的治疗效果是不相称的。由于含犀牛角的医疗产品

价格很高，人们通常从古玩店购买犀牛角，然后磨碎后用于制药。 

（Ayling, 2015;Crosta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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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穿山甲 

穿山甲，有时被称为“被非法贩运最多的哺乳动物”，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地区被

寻求用于一系列不同的目的。穿山甲是一种体型中等、身披鳞甲、夜行性、喜欢独处

的哺乳动物（因此也有称穿山甲为“身披鳞甲的食蚁兽”）。它身体的不同部分，尤其

是其鳞甲，也包括其胎儿、血液、骨和爪，据信在传统医药中有治疗效果。尽管穿山

甲片由角蛋白构成，与人类的指甲和头发中的蛋白质相同，它们被用于传统中药，治

疗冠状动脉疾病、心肌梗死（心脏病）、心绞痛、中风、昏迷、脑血管疾病、发热引

起的谵妄和休克、传染病和癌症。在过去的 10 年中，穿山甲在中国的价格增长了 10

倍，据信来自中国的需求驱动了大部分全球贸易。在餐馆，据称穿山甲肉是一种美

味，且吃穿山甲还是地位的象征。很大程度上由于持续的贸易，在亚洲，这个曾经广

为分布的哺乳动物已经处于灭绝的边缘。所有的穿山甲均容易受到栖息地破坏、高偷

猎率和过度利用的威胁，因为它们的繁殖率很低，雌性穿山甲通常每年只产一仔。 

（Heinrich et al, 2016; Vallianos, 2016） 

食物 

地球上的许多人依赖野外来源的动物和植物作为食物来源。野生动物食用消费涉

及很多物种，从黑猩猩、红毛猩猩和红疣猴这样的灵长类动物，到昆虫、野生食草动

物、猫科动物和诸如蛇、鳄鱼和龟等爬行类动物。 

在一些地方，人们将野外来源的动物作为主食元素，特别是它们的肉作为蛋白质

供给，没有其他替代品或无法负担其他替代品时。传统的烹饪，尤其在农村地区，经

常使用获取自野外的产品作为食材。这也可能涉及使用动物的全身各个部分，肉为食

用、其它部分药用。使用野生动植物作为食物或者药品是密切关联的，不只是因为人

们有持续的信念相信食用野生产品有利于健康。 

在其它地方，使用野外来源的动物或者植物作为食材并非必需，却是一种反映身

份或者饮食“时髦趋势”的象征。例如，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刚果（布）和刚果（金）的

城市地区丛林肉消费就是此类情况（Chausson et al, 2019; Gluszek et al, April 2018）。

即使人工繁殖的替代品便捷可获，一些消费者还是倾向于购买野外来源的产品。濒危

的、野外来源的动物肉有时在餐馆的菜单上是作为新奇食品出现的，经常作为奢侈菜

品高价出售。当前人类社会几乎没有不能被人工养殖/培植成功的大众食品，无论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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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还是植物。甚至外来肉类也被商业化养殖以满足利基市场（译者注：利基市场指在

较大的细分市场中具有相似兴趣或需求的一小群顾客所占有的市场空间）的需求。然

而，野外来源的食物可能恰恰就是因为其来自野外而被认为有价值（UNODC, 2016; 

Phillips, 2015）。 

食品消费也是使用非法渔业方法、在保护区捕鱼和过度捕鱼的一个主要驱动力。

许多海洋物种受到威胁，不是因为它们是目标物种，而是因为它们会被兼捕。 

案例：兼捕——小头鼠海豚 

小头鼠海豚，分布在加利福尼亚湾，是世界上最濒危的鲸豚类动物（海洋哺乳动

物）。它经常被用于捕捞另外一种物种——加湾石首鱼的鱼网捕到。加湾石首鱼也是

加利福尼亚湾的特有物种。加湾石首鱼在亚洲是一种美味，也用于传统中药，并被从

墨西哥经美国非法贩运到中国和其它目的地。 

（d’Agrosa et al, 2000; Jaramillo-Legoretta et al, 2007） 

 

案例：虎肉 

现在人们对虎肉的利用比从前少多了，但在东亚和东南亚还不时有关于饭店提供

虎肉的报告。正如亚洲野生动物肉类的其他用途一样，这与其健康/滋补属性有关。消

费这种如此稀少物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为了显示身份和地位，消费者完全明白该消费

的非法性和对保护的冲击性。因此，对这些消费者而言，通过宣传来劝服他们不去消

费是做不到的。和一些其它细分市场一样，欺诈也经常在这种贸易中存在。有可能用

其它肉来冒充虎肉高价出售。卖家可能会说这些是人工养殖的虎，而实际上是野生

虎，也有反过来的，说是野生虎，但实际是养殖的虎。 

（Broad &Damania, April 2010） 

化妆品和香水 

尽管如今不如从前普遍，但来自野生动植物的衍生物有时会构成化妆品和香水的

主要来源。比如，麝香，一种来自动物的多脂的腺体分泌物，还有龙涎香，一种来自

抹香鲸消化系统的蜡状物质，曾经被用于生产香水，但它们现在已经被合成替代物所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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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来源的植物现在仍然在化妆品和香水行业有广泛应用，特别是那些不能人工

培植的或者人工培植成本效益不好的植物。由于文献未能充分记述野生植物种群情况，

很难判断使用某种植物是否可持续，以及这种行为是否加剧了物种的灭绝或生态系统

的退化。需求的增长会快速导致过度采集，如果这个物种恢复缓慢——例如许多树木

品种，这种影响会非常严重（UNODC, 2016）。 

 

案例：沉香 

沉香，瑞香科（Thymelaeaceae）植物的一个属，分布于南亚和东南亚，对它的过

度采集归因于对一种被称为 “Oud”的产品的利用。Oud 是对来自一些瑞香科

（Thymelaeaceae）物种的高度芳香、树脂浸渍的木材的统称。这种非同寻常的树脂的

综合芳香被用于香料，在不同文化国度中被使用了几千年，并在中国和印度草药按摩

中有医疗和化妆的用途。鉴赏家能够区分来自特定地区的野生来源的 Oud 的气味特

征，提取物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者的技术。在一些地区的存量已经由于过

度采集而临近灭绝，有证据表明投机性的购买正在发生。增长的需求导致对野生沉香

的掠夺（正如罚没数据所显示）和许多大规模培植园的开启。 

（UNODC, 2016） 

古玩和收藏 

外来和珍稀动物、动物部分和植物经常被作为纪念品、收藏品、古玩出售，然后

用于装饰或配饰用途。这有时包括用于在私人家庭展示或收藏的，被填充的整个动物，

或者放在塑料盒里的昆虫、小动物。许多动物部分，如象牙、龟或软体动物壳、爬行

动物皮张、鸟羽毛和珊瑚，被经常用于这些用途；它们也经常被雕刻或作其它改变，

以用于装饰目的。许多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皮，包括虎、雪豹、云豹、猎豹和亚洲狮等，

经常被作为套饰或者装饰品。它们的皮也经常被用作小毯、豪华家居装饰或豪华礼品。

这个物种越稀少，这些东西越被看成身份的象征。游客们也经常购买当地产的野生动

植物纪念品，并因此可能故意或非故意地购买了濒危物种制品或者非法野外来源的动

物或植物制品（Broad et al, 2012; UNODC, 2016）。 

一些野生动植物产品随附的地位象征和稀有性太高，以至于它们的价值与其历史

上具有的实用价值分离了。这些材料可能被用于珠宝、饰品或艺术品，匠人们以其为

载体，将这些珍贵的产品进行引人注目的展示。被赋予此角色的产品一般具有两个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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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是它们传统上被认为是珍贵的，二是它们的供给是与生俱来地受限的。换句话

说，它们精确地表达了尊贵，因为合法地获得它们是困难的（UNODC, 2016）。 

案例：象牙和犀牛角 

这类货物的主要例子是象牙，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认为是一种珍贵财产和一种

高档艺术原料。随着象种群下降和市场限制更严，象牙的独特地位，以及它的价值，

变得更高了。 

类似地，犀牛角似乎是被人们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而引人注目地消费。近期的市

场调查表明对犀牛角珠宝和饰品、包括传统祭酒杯的需求在增长。 

（UNODC, 2016） 

 

案例：盔犀鸟 

盔犀鸟是一种生活在森林中的鸟，仅分布在缅甸 Sundaic 低地、泰国、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在新加坡已经区域性灭绝。不像其它犀鸟，盔犀鸟独特的头

“盔”是坚硬的，如“象牙”一样受到中国的雕刻者欢迎，它在收藏品市场和投资市场如

象牙一样珍贵。 

（EIA, 25 March 2015） 

 

案例：虎的部分 

对虎的其它部分的非法贩运包括作为收藏品的牙、爪子，胡须，锁骨和皮张。有

时这些物件被作为有魔力的护身符和吉祥饰物出售，有时只是作为收藏品或纪念品出

售。虎的部分的销售在老挝、泰国和越南能够见到，但最受关注的地方是印尼的苏门

答腊，在那里，虎牙、虎爪和其它部分被认为能够给人带来好运和庇佑。尽管在管制

压力下有所缩小，但这个市场可能是近来猎杀苏门达腊虎的最主要的需求驱动。 

（Broad &Damania, Apri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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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服装、鞋、手包和其它衣饰 

几个世纪以来，动物的皮和毛，鸟的羽毛和纤维，一直被用于制造和装饰服装。

当今，其主要被用于时尚行业，哺乳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鱼的产品被用于制作衣

服、夹克衫、裤子、鞋类、包、腰带、钱包和其它饰物。 

许多公司已经把野外来源的物质替换成了人工繁殖的或者仿动植物的合成材料。

然而，那些昂贵的、时尚的物品，还继续来源于野外动物，特别是如果人工繁殖不可

行或者成本效益不划算或者消费者宁愿花高价购买真的、野外来源的材料时。这些例

子包括来自藏羚羊的“莎图什”围巾，还有更广泛可用的产品，例如用蛇皮做成的饰物

（Broad et al, 2012）。 

在时尚行业使用动物毛皮已引起了特定争论，不只因为捕捉和处理动物，还因为

使用了濒危物种。一些激进的动物权利拥护者在许多国家成功地减少了需求和销售，

一些国家完全禁止为毛皮生产而养殖动物。 

在其它地方，狩猎和其它形式的野外来源毛皮和皮张仍是农村地区人们的生计来

源，这些地区物种丰富，包括在一些地区，狩猎仍然被法律奉为当地人民权利。据报

道，野外来源的受保护动物，包括豹猫、水獭、海豹皮、野猪皮以及用这些物种做成

的服装成品，还继续表现出持续的高需求（UNODC, 2016）。 

在工业化制衣中使用动物和动物产品越来越受争议，这是因为时尚业是易变的，

它本质上就容易受到趋势和变化的影响，本季流行的某种材料，下季就不再流行了。

因此，需求也会突然迅速变化，这使得动物的养殖变成了一个有风险的经济取向。另

一方面，野外来源的材料需要的投资较少，因而资金风险也更小。当目标物种是单独

行动的动物时，农村人经常随意地以“捞一把是一把”的心理利用野外来源的动物。当

出口者不直接雇用采集者时，供应链对非法来源的脆弱性就会增加（UNODC, 2016）。 

案例：爬行动物皮张 

爬行动物皮张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案例。虽然鳄鱼皮的贸易价值足够维持较富裕

国家的养殖场经营，小型爬行动物皮张却不那么有利可图，这就使寻找野外来源变得

更加有吸引力。 

（UNOD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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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和建筑 

植物和植物材料在家具、房屋和建筑行业中广泛使用。不仅限于木材，还包括藤

（由攀援的棕榈树制成）、竹子和油、树胶、染料、乳胶等植物产品（Broad et al, 

2012）。 

热带硬质木材尤其受到许多消费者青睐，尽管它可能涉及濒危树种或者可能来自

热带雨林地区或其它受保护且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约有三分之二的热带木材来自东

南亚和太平洋地区；非洲和拉丁美洲则为这种国际贸易贡献了三分之一。大部分对热

带硬木的家具需求来自于木材来源国；约有三分之一的热带硬木产品则进入国际贸易。 

非法、过度的采伐给来源国带来特殊挑战，尤其是那些有大面积偏远森林地区的

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采伐活动难以控制，森林损失难以监测，非法活动难以制止。

一些国家实施了采伐限制，把一些物种纳入保护，或实施原木出口禁令。然而，这些

控制和执行措施在一些地区代价昂贵且开展得死气沉沉。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许可

证和证明书被伪造，原木被错误地标识，这样那些非法来源的木材就被洗白，进入常

规、合法渠道（UNODC, 2016）。 

 

案例：玫瑰木 

在中国，对玫瑰木（或“hongmu”红木）的使用有 3000 年的历史。它被用于艺术

品和奢侈家具，尤其是仿制明清家具，价格昂贵。许多木材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

和泰国，但也有的来自非洲国家，包括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和马达加斯加。这种供

给可能对来源国的热带雨林带来毁灭性影响。国际法对一些玫瑰木物种进行了限制。

由于玫瑰木生长缓慢，非法采伐很容易造成玫瑰木森林的不可逆转的损失。 

（Ayling, 2015） 

宠物和动物园 

如果活体动物被非法贩运，其通常是为了宠物贸易，或在有些情况下，是为了给

私人养殖或动物园供货。活体动物非法贸易包括圈养动物和野外来源动物，其中一些

是受保护物种。专业藏家会不断寻找濒危物种并愿意付高价收购，而不管它们是合法

贸易来的还是非法贸易来的。用于宠物的野生来源活体动物国际贸易，主要涉及爬行

动物、鸟类和观赏鱼类。也包括一些无脊椎动物如蝎子、蜘蛛，尽管不太普遍（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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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2; UNODC, 2016）。用于动物园目的的活体动物贸易倾向于少量的较大体型

动物，一般都是精心选择的，因为这些动物濒危且在野外很少（UNODC, 2016）。 

据信，每年用于水族箱的热带鱼和放入玻璃花园或者其它养殖容器里的淡水龟鳖

就有几百万个。这些贸易里有多少来自野外还不清楚。取决于不同物种，一些消费者

愿意溢价购买野外来源的动物，不过有时野外来源的动物则更便宜。这当然也刺激更

多的需求。宠物喂养者可能也会寻找野外来源的动物以增强养殖种群的基因多样性

（UNODC, 2016）。 

关于活体动物非法贩运的一个特别关注点是动物福利，以及动物的捕捉、诱捕、

运输和饲养条件。为了使捕捉量及收益最大化，一些犯罪者使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

动物，给动物造成了很大压力，并经常造成运输中的动物大规模死亡（UNODC, 

2016）。非法贩运活体动物也涉及收藏、运输和出售动物的蛋，而这些蛋通常也没有

被贩运者很好地照顾。 

案例：鹦鹉 

最常见的被非法贩运的外来宠物之一是鹦鹉。栖息地丧失和贸易已经大量减少了

全球鹦鹉种群，结果导致鹦鹉成了全世界最濒危的鸟类物种。野生动植物贸易被认为

导致全世界 355 种鹦鹉中的大约 30%面临灭绝威胁。最常见被作为宠物饲养的鹦鹉有

虎皮鹦鹉、非洲灰鹦鹉、金刚鹦鹉，还有凤头鹦鹉。这些鸟类，尤其因为它们的叫

声、认知能力、色彩斑斓的外表，还有凤头鹦鹉的直立头冠而珍贵。大多数鹦鹉来自

南半球，尤其是中南美洲的热带地区和澳大利亚的亚热带地区。鹦鹉尤其对不当处置

和运输带来的危险脆弱。 

（Phillips, 2015; Tella&Hiralod, 2014） 

观赏植物和植物园 

正如人们购买动物作为宠物一样，许多植物被进行国际贸易以用于花园、公园和

宅院。大多数已知的、报告过的、以装饰为目的的活体植物贸易都是人工培植来源的。

这些贸易中许多是球茎植物，例如雪花莲、番红花、仙客来、兰花、树蕨、凤梨、苏

铁、棕榈和仙人掌。 

在花市、苗圃或其它普通零售点常见于贸易且可购买的大多数物种来自大量产出

此类物种的种植园或温室。在这些正规贸易之外，存在着非法的不可持续的野生植物

贸易，其规模和特征目前还不清楚。成百千万的植物来自野外，还经常有特定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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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的珍稀濒危物种。一份 2018 年的研究报告表明，为商业园艺贸易而从野外采集植

物已经在至少 10 个国家有正式记录，并在另外几个国家有报道（Hinsley, September 

2018; Broad et al, 2012）。 

案例：兰花 

观赏兰花贸易包括了遍布全球的成千上万的物种贸易。这种贸易可分成两类。第

一种是合法、大规模市场贸易，交易种类较少、价格不贵的盆栽，主要面向非专业买

家，通常都是杂交植物。第二种是专业的观赏贸易，包括更多的品种和杂交种。这个

市场的消费者一般是专业种植者。 

尽管一些专业种植者会更有可能去寻找野生植物，但休闲种植者也可能会购买野

生植物，且往往没有意识到其中的涵义。例如，如果在街头或者网上出售的非法采集

的植物与人工培植的植物价格差不多，后者有可能会购买非法采集的植物。 

兰花的在线非法贸易发生在多个平台上，涉及来自全球的卖家和买家，许多人也

参与了合法贸易。尽管所有兰花物种的国际转移均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的管制，非法贩运者会利用在线出售的监管漏洞，特别是在社交媒体

和电子商务网站上的漏洞，发布野生植物的广告，其中有些是珍稀或受保护物种。即

使许多非法销售活动是公开进行的，合法市场和非法市场重叠的复杂性使得侦察和监

测非法销售都很困难。 

（Hinsley, September 2018） 

科学和医药试验 

使用动物进行科学和医药试验构成了非法野生动植物市场的更深层面（Maldonado 

& Lafon, 2017）。该市场的很大一部分归因于对用于生物医药研究的灵长类动物的需

求。仅在美国，用于研究和试验的灵长类动物的数量从 2000 年的 57000 头增长到了

2010 年的 70000 头（Miller-Spiegel, 2011）。这些动物中的大部分，超过 80%，据报告

来自于人工繁殖场，尽管有其它研究表明大多数是从“热带国家”，特别是在东南亚野

外捕捉的（Eudey,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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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 

传统上，野生动物在许多体育运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这经常包括使

用动物进行比赛，比如斗熊、斗鸟、拔鳗、斗猴、赛龟活动；“运动”现在基本已经被

抛弃或禁止，不仅因为动物虐待。今天，利用动物用于运动受到的限制比原来大得多。

比如训鹰，现在基本上用人工繁殖的鸟。 

取而代之，受到许多关注的是运动狩猎，这是备受支持者和反对者激烈争论的话

题。运动狩猎包含了游戏策略、休闲，以及运用后天技能所带来的兴奋。它对濒危物

种的影响还不清楚。支持者指出运动狩猎在许多国家是合法的，它能促进旅游、为当

地社区提供支持，否则它们难以发现其野生动植物有任何价值，并且能够促进保护

（Wiersema, 2016; von Essen et al, 2014）。然而，其他人辩称这是富裕精英的残忍消遣

并导致濒危物种灭亡。 

区域视角：东部和南部非洲 

案例：狮子塞西尔之死 

2015 年，居住在津巴布韦万基国家公园的著名黑鬃狮子塞西尔（Cecil）死亡，引

起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此前有报道称塞西尔（Cecil）在（受保护的）公园外被一名

美国公民杀害，据报道，其支付了超过 50000 美元，通过弓箭猎杀狮子作为其狩猎纪

念物。包括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的八个非洲国家允许出口狮子

部分。 

该案引起了国际关注，猎人和其合作者的照片在社交媒体和互联网上流传。加剧

公众强烈抗议的细节包括猎人符合白人、富裕精英阶层形象；塞西尔（Cecil）是牛津

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小组研究项目的一部分；以及认为塞西尔是被引诱到公园外，

而在公园内射击他是非法的。在津巴布韦最初敦促引渡“外国偷猎者”后，对猎人和其

合作者的指控最终被撤销。 

虽然此案总体而言激发了公众对狩猎纪念物的讨论，但也记录下了许多支持对猎

人实施暴力的事件。 

有关绿色暴力的更详细讨论，请参阅野生动物犯罪教程 3。 

（Bale, 2016 ; Actman, 2018） 

https://www.unodc.org/e4j/en/wildlife-crime/module-3/key-issues/intro.html
https://www.unodc.org/e4j/en/wildlife-crime/module-3/key-issues/intr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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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文化传统；信仰用途 

野生来源的动物和植物有时也会在宗教活动中使用，其中有些已经深深根植于当

地的信仰和习惯。例如 Oud 或沉香木，在宗教仪式中有显著的作用，特别是在伊斯兰

教、印度教和佛教传统中（UNODC, 2016）。在也门和沙特阿拉伯一些地区的男人们

看来，使用也门双刃弯刀（jambiya）是一种传统，它是一种刀刃短而弯曲并带有中脊

的仪式用匕首。也门双刃弯刀的把手或柄由昂贵材料制成，是身份的象征。在过去，

经常用犀牛角、象牙或海象牙制作。然而，经过几十年有效的保护运动，需求已远离

这种材料（Felbab-Brown, 2017; Vigne& Martin, 2001）。 

案例：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皮 

例如，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皮广泛用于装饰被称为 chupa 的传统西藏服饰。在一段

时期里，这种利用被视为在印度和尼泊尔因皮毛而盗猎虎、豹和水獭的主要驱动力。

经过宗教领袖们的呼吁，自从 2006 年，为此特定目的而使用亚洲大型猫科动物皮的情

况已显著减少——它也充当了基于文化定制的成功减需例子。 

（UNODC,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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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有关数据方面的困难 

关于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犯罪的程度和模式的信息和数据对正确理解这种现

象及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至关重要。收集关于野生动植物和森林犯罪的规模和模式方

面的数据，对于评估政策、立法和执法的影响和效果以及对于向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

提供反馈而言，是有重要意义的。不过，在多数地方，关于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程度

和特征的数据和知识顶多算是碎片化的。 

由于多种原因，对全世界野生动植物贸易进行量化并不容易。从贸易量甚至贸易

额来说，可能就地使用野生动植物占全球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绝大部分，但这些贸易中

大部分是通过非正式贸易网络进行的，未记录在可用的统计数据中。即便是更有组织

的野生动植物商品国内贸易，比如在一国内的不同地区，或者给城市供货，也很少被

密切监测，就算有贸易监测，对贸易量和贸易额的统计记录也是分散的且很难整理。

（Broad et al, 2012）。 

不可能准确说明全球野生动植物、动物部分和植物非法贩运的规模，也无法做出

猜测它可能是什么样。这是因为“规模”可由许多不同的、不断变化的变量决定；因为

如前所述，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定义和概念各不相同；更是因为这个市场的秘密性

质。 

尽管各方都在努力估算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规模——通常在没有足够证据基础

的情况下被描述为仅次于毒品，或者某些情况下，描述为仅次于毒品和军火——但几

乎都没有可靠的数据。估算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规模的努力受许多问题制约。有几

个层面的不确定性，这些层面的不确定性在许多角度上都是难以消除的：野外的动物

或植物的数量；非法贩运的并成功地运到消费者手上的数量；被非法贩运的被拦截的

比例；支付的价格；以及许多其它问题。这些不确定性还伴随着报告不足、“控制下交

付”的缺失和行动不能保密，以及过度依赖传闻和特定案例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它们作为

“典型”样本的更广泛适用性、相关性或充分性。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规模不能被准

确估算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个市场不重要：这是一个巨大、波动的市场，有相当大的

需求和足够的利润，既能吸引有组织犯罪也能吸引其它犯罪（United Nations ECOSOC,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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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获 

可能最可靠的数据是国家机关记录的每年的查获量。当执法机关发现违禁品后就

会实施查获。查获依赖两个因素：（1）违禁品出现在查获机关的管辖区内；和（2）

积极的侦查和拦截违禁品。因此，查获的数量既表明问题的出现，也表明相关部门的

主动性。查获量的高水平不必然地意味着国内系统有差距或者落后；它们经常说明了

相反的事情。那些投入最大努力打击非法贩运的国家可能比那些处于类似形势的国家

有更高的查获量。因此，查获量最高的国家经常是中转国，而不是来源国也不是目的

国（UNODC, 2016）。 

为躲避侦查，非法贩运者更青睐那些拦截能力有限的国家。即使在有良好执法能

力的国家，检查出口也不像检查进口那样严格，因此，一般来说违禁品在那些能力弱

的来源国很难在来源点被查获。而且，腐败对许多违禁品的流动至关重要，当相关官

员同谋时，查获不会发生（UNODC, 2016）。 

每次查获事件都会为揭示非法市场的性质提供多个信息片断。无论是通过海运、

空运、快递或邮寄，一般都可能判断违禁品来自哪里、从哪里中转和到哪里去。此外，

当罚没机关主动记录时，可以获得大量关于非法贩运者的身份和其贩运方法的信息。

除了路径以外，还能够发现常见的运输和藏匿方法。在一些案例中，可记录与这些货

运相关人员的年龄、性别和国籍信息，以及指控他们所依据的法律信息（UNODC, 

2016）。 

现有一些数据库在记录查获信息，从而推进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模式研究。例如，

为更好地了解野生动植物犯罪，UNODC 建立了一个全球罚没案件数据库——简称

World WISE，即 World Wildlife Seizure database（世界野生动植物罚没数据库）。世界

海关组织（WCO）通过其 CEN 数据库（WCO-CEN）收集野生动植物罚没数据。

WCO-CEN 数据库也是欧洲委员会执法工作组，即 EU-TWIX（欧盟野生动物贸易信息

交换中心）（UNODC, 2016）执法罚没数据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鱼和野

生动物管理局（USFWS）在“执法管理信息系统”（LEMIS）中记录详细的罚没数据

（更多参见 Petrossian et al, 2016）。CITES 的缔约国被要求提交年度国际贸易报告，

包括列入附录物种的执法罚没数据，这些都发布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

心（UNEP-WCMC）的 CITES 贸易数据库中（d’Cruze& Macdonald, 2016）。 

罚没数据的质量，在完善程度和覆盖范围上都有很大不同。一些罚没报告缺少关

键数据，例如货运的来源和目的地。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内，产品的分类和计量方式

千差万别，需要用转换率才能合并可比产品。很明显需要对这些记录实施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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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增强收集数据的能力建设。因此，虽然罚没是一个不完美的指标，但当聚合到足够

的量时，这些罚没数据有潜力提供重要的分析材料。它们不能以表面价值来理解，也

不能以机械方式来解释，但是它们能够代表犯罪活动的确凿证据，如果没有它们，则

犯罪活动在视线中就更模糊了。与对重点犯罪市场的研究相结合，它们能够促进或者

改变我们对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了解（UNODC, 2016）。 

犯罪黑数 

收集数据的困难之一来自于一个事实，即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犯罪的原告仅

会在极特殊和少见的情况下才会向管理当局报告，这种情况一般是当他们受到财产损

失或者人身伤害时。即使存在这些情况，犯罪数据本身也不一定能够很好地显示某一

国家的犯罪程度和危害情况，因为它们很大程度受被害人向警察报案的意愿影响。报

案率，通常受一些因素影响，包括联系执法机构的容易程度、对警察的信任程度（或

者不信任的程度）等等。当缺乏信任或预计受助无望时，受害人和证人不太可能向管

理当局报案（UNODC, 2006）。因此，犯罪数据提供了一个对实际发生的野生动植物、

森林和渔业犯罪程度的不完美估计。 

实际发生的犯罪数量和报案的或已经破案的犯罪数量之间的差被称为“犯罪黑数”。

使举报和记录野生动植物犯罪的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是野生

动植物——无法向警方举报犯罪。这被称为“沉默受害者”问题，只会增加衡量此类犯

罪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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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和需求 

供给-需求循环 

对野生动物、动物部分和产品、植物和植物材料的各种各样的需求通过物种分布

地的供给而被满足的，这些物种要么是该分布地的特有种，别的地方没有分布，要么

就是物种在其它地方灭绝了。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既包括国家内部非法贩运，也包括

跨国非法贩运。许多贸易是跨国的，穿越一个或多个国境，经过来源国、中转国再到

目的国。来自非洲的象牙和犀牛角非法贩运，非洲是主要偷猎地，亚洲则是主要需求

地，这表明了国际非法贩运的复杂性。形成对比的是虎的部分的非法贩运，许多发生

在亚洲国家之间（见 Patel et al, 2015, p. 7949）。 

传统上，许多文献把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描述成南北流动，提及在“地球南方”的

发展中国家是供给方，对野生动植物、动植物产品的需求来自“地球北方”即发达国家。

野生动植物被描述成亚、非、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一种重要资源，它在人民的生计中

起着主要或非常主要的作用。经常是最贫困的人们最依赖这些资源（Broad et al, 

2012）。此外，许多国家的经济依赖野生动植物以促进旅游，或作为自然资源供出口

或供当地产业使用。 

在供给侧，广泛的贫困驱使人们从事或支持损害他们所依赖的环境的行为，破坏

得越来越多以至于他们的生计不可维持。在需求侧，财富则刺激了那些低估和驱动来

源国自然资源过度利用和枯竭的消费模式（Broad et al, 2012）。供给和需求因此变成

了一个循环，需求刺激供给，供给制造需求，越来越危害最不发达国家的野生动植物、

环境和人民。 

然而，如果再深入研究供给、消费模式和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特征，则会发现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从南方流向北方的说法站不住脚。例如，2018 年的一个研究表明，

大量的野生动植物产品来源于发达国家并流向发达国家。类似地，一些商品在发展中

国家之间非法贩运。进一步地，一些新兴经济体是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的最大消费者

（Symes et al, 2018）。一份 2015 年的研究《识别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网络中的关键节

点》详细论述了象牙和虎产品非法贩运的复杂性，并揭示了连接来源国、中转国和目

的国的网络（Patel et al, 2015）。 

简单地说，来源国和目的国之间的联系、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联系很复杂，并不是

简单的二分法。连接野生动植物来源点和消费国的网络代表着这些货物到达它们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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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地之前的各种阶段的旅程（Symes et al, 2018）。而且，纯粹的为维生而利用野

生动植物和为逐利而商业性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之间的分界线经常是模糊的（Broad et 

al, 2012）。 

对价格的影响 

关于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规模和数额的陈述各自不同且具有高度猜测性。许多

分析支持这样的观点，即一个物种越稀有越濒危，它在非法市场上的价格越高。对许

多受保护物种的供给越来越稀少，伴随着强大的需求，据说能使野生动植物和它们的

部分及衍生物的价格急剧升高，这被称为‘人为 Allee 效应’：一个物品越稀少，消费者

就越愿意付更多的钱去获得它（参见 Courchamp et al, 2006; Holden & McDonald-

Madden, 2017）。一些濒危野生动植物产品的价格比与它们同重量的黄金还要贵，当

野生动植物违禁品沿着供应链越移向目的地市场，利润就增长得越高。这些都造成了

参与非法野生动植物市场的巨大的资金激励（Sundari& Allen, November 2012）。 

野生动植物的需求和价格通常随着稀有性增强而增长，这些稀有性与物种的形态、

生活史特征、原产地、保护和贸易管制地位相关。消费者可能倾向于稀有的物种并愿

意付出不相称的高价，导致猎捕增加。一个物种越濒危，附加给剩下的标本的商业价

值就越大，因此提高了价格，加大了对非法贩运的刺激（United Nations ECOSOC, 

2003）。这导致了一个正反馈循环：消费者付出不相称的高价购买稀有物种，使得猎

人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动物、非法贩运者努力藏匿违禁品，这样又导致该物种

更稀有更昂贵（Sung & Fong, 2018）。由于这些原因，根据其濒危的脆弱性水平（即，

易危、濒危或极危）而把物种列入 CITES 或者其它“红色名录”并据此进行分级受到

一些专家的批评，因为它可能促进——而不是遏制——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这反倒

对某些物种的稀有程度进行了宣传（Alacs& Georges, 2008）。 

供给侧的经济学家指出在非法野生动植物市场上贸易的物品的成本特别高，尽管

对它们的国际贸易是非法的，需求似乎永不满足。为减少非法市场的规模和数额，一

些主张认为非法野生动植物市场应当合法化；增加供给，价格会下降，对偷猎者的刺

激会消失，参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的人会离开这个市场（Wiersema, 2016; 

Bulte&Damania, 2005）。 

其它人则对供给侧模式表示怀疑，认为想要把非法野生动植物贩运合法化的主张

是建立在假设这个贸易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的。他们认为濒危物种的市场是被

一小部分大贸易商垄断的。在这些市场上，仍不清楚创造一个合法的供给是否会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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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商们会离开市场。相反，贸易商们会增加他们的贸易活动以补偿由于新涌入的市

场带来的单个利润的降低（Wiersema, 2016），这样会反过头来给已经受威胁的物种带

来更大的压力。 

主张合法化的支持者们的另一个假设是合法产品会完美地代替非法产品，或者会

有更高的需求。然而，这高度取决于不同情况和物种特性。有证据表明一些买家宁愿

要野生的而不要人工繁殖的，因此如果合法的供给是来自捕养或人工繁殖的标本，合

法的产品也不能完全代替非法产品（Wiersema, 2016）。 

一份 2016 年的研究检视了能使商业化人工繁殖（或被称为“野生动植物养殖”）减

除对野外种群压力的条件（Tensen, 2016）。这项研究发现野生动植物养殖如果不满足

以下标准，将会对物种的野外种群产生负面影响： 

· 养殖的产品必须能替代野生的产品； 

· 对野生动植物产品的需求不增加； 

· 合法的养殖比非法猎捕更划算； 

· 野生动植物养殖场不依赖野外种群的补充；以及 

· 把非法产品洗白到野生动植物养殖业被禁止（Tensen, 2016）。 

该研究的进一步结论是：“当这些标准一条也没有违反时，野生动植物养殖可以被

考虑作为一个可能的保护工具，因为它可能帮助移除对野外种群的压力。对那些不满

足从野生动植物养殖受益标准的物种，可以考虑贸易禁令，以遏制需求、使市场萧条

并堵住出口机会。但是，贸易禁令只在没有腐败的情况下起作用”（Tensen, 2016, 

p.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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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影响 

尽管对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威胁来自多种方面，例如污染、毁林、栖息地破坏和气

候变化，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通过包括偷猎、捕获和消耗已经濒危或者面临风险的物

种至数量枯竭，对这一问题贡献很大。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动物部分和植物有着深

远的影响，不仅影响这些物种，还影响人类的生计、生物多样性和国家治理。野生动

植物非法贩运的多样化和重要的影响，反过来也意味着对野生动植物、森林和鱼类的

保护“必须成为实现消除贫穷、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包括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

样性、经济增长、社会福祉和可持续生计的全面解决方案的一部分”（UN General 

Assembly, 19 August 2015）。 

使物种濒危 

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能够减少物种种群，导致地区的或全球性的灭绝。当涉及濒

危物种时，任何偷猎或获取该物种以供给非法贸易时，都会有风险使得这个物种灭绝。

更坏的事实是对更大和更好看的标本的需求会鼓励猎人和收集者以繁殖种群里最好的

动植物个体为目标，从而给物种的后代造成更严重的后果（Rosen & Smith, 2010）。

而且，许多濒危物种是脆弱的，需要专业的和精心的处理。可实际上许多动物植物在

被抓、运输和保存时都经常遭到伤害、死亡或消耗，导致活体动物或植物在非法贩运

中受到进一步的损害（UN ECOSOC, 4 March 2003）。 

生态成本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与一些最重要的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根本原因相关（Broad et 

al, 2012）。它能威胁生态系统功能。除了濒危物种的种群丧失外，野生动植物过度利

用能导致长期的生态问题，例如产生性别不平衡和降低脆弱物种的繁殖率。就前一个

问题，偷猎带牙的公象（即有长牙的雄性）使得非洲象的性别平衡严重破坏。后果是，

因为它影响了繁殖率，大象种群恢复缓慢。关于慢繁殖率，金刚鹦鹉与鹦鹉科其它物

种相比，繁殖率要低得多。由于金刚鹦鹉在历史上被大量地猎捕，它们的种群很难恢

复，有生育能力的金刚鹦鹉剩得越来越少。 

如果关键种受到非法贸易影响，种群下降会进一步恶化。关键种“对它们周围的生

态系统和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有着重要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Moreto& Pires, 2018, 

p. 19）。例如鲨鱼，因为它捕食更小的鱼类，在海洋系统中有关键作用。不幸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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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鱼翅，全球范围鲨鱼种群减少，小型鱼类种群快速增长，导致贝类下降（Ferretti 

et al, August 2010）。 

此外，通过环境破坏活动而改变的生态系统会导致野生动植物、木材和鱼类消失。

例如在秘鲁，对森林产品的需求导致一些标志性物种面临灭绝威胁（Global Witness, 

2017）。有关破坏性的渔业活动有时会使用氰化物和炸药捕鱼；这些活动会杀死许多

其它邻近的鱼类，破坏为许多水生物种提供栖息地的珊瑚礁（McManus et al, 1997）。 

动物虐待 

偷猎者杀死和捕捉动物的方法和处理动物的方法通常是极端残忍的，没有遵守动

物福利标准。而且，许多运输和隐蔽方法对动物有害，在运输过程中许多标本会生病、

受伤、受饿或死亡（Rosen & Smith, 2010）。非法贩运活体动物会引起高死亡率，尤

其是如果动物被不适当地存放和喂养不足（参见 Baker, 2013）。不加选择的捕捉动物

的方法，例如氰化物捕鱼，也对非目标物种有害或者导致非目标死亡、使渔业资源枯

竭、破坏生态系统（参见 Dee, 2014）。尽管值得一提，但在这里不进一步讨论更激进

地主张禁止杀死、使用和消费（野生）动物的动物权利和伦理观点。 

对其它物种的威胁 

从保护的角度看，除了对特定物种的直接负面生物影响外，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能带来间接的负面影响。两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非目标物种的有害兼捕和向栖息地引入

有害外来物种。关于非目标物种的有害兼捕在渔业领域尤其广为人知：用来捕某种特

定的鱼的鱼网、鱼线和其它捕鱼的用具也会捕到其途中的其它东西，包括龟鳖、海豚

和幼鱼。陆生物种的例子包括采伐木材和猎捕水鸟等活动对非目标物种的影响（Broad 

et al, 2012）。 

生物安全风险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能够对人、当地物种和家畜带来健康威胁，尤其是如果它带

来当地物种种群对之无法充分抵抗的病毒、细菌或物种（Rosen & Smith, 2010）。被

非法贩运的外来物种能够带来生物安全风险是因为它们能够潜在地在野外存活并成为

有害物种（害虫）。它们还能携带种子、寄生虫和病毒，如果释放到环境中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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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当地的野生动植物和农业、园林和水产养殖业带来有害影响（Alacs& Georges, 

2008）。由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带来的外来物种引入的有害影响还没有很好地记录下

来；一些问题更严重的例子与故意把观赏植物和观赏鱼类从其自然栖息地移出有关。

（Broad et al, 2012）。 

案例：非法商业性丛林肉贸易 

丛林肉贸易是指为食用目的，商业性地猎捕和出售野生动物的贸易。在世界很多

地方，丛林肉是一种重要的食物和社会/文化价值的来源。对很多富有的消费者来说，

丛林肉可能被视为一种“地位象征”，使得他们能够与其祖先文化联系起来。猎杀、处

理和屠宰野生动物肉也可能会有较大风险：野生动物相关疾病能够从动物传染到人，

包括埃博拉和反转录病毒。 

（FAO, 2015） 

威胁和暴力 

偷猎者和猎人经常有枪或者其它武器，不仅用来猎杀、捕获或采集野生动植物，

也被用来对付保护野生动植物的巡护人员、保护官员、警察或生活在附近的当地人。

全世界的巡护员被杀害的非常多。在过去的 10 年，仅在非洲就有约 1000 名巡护员在

岗位上去世。随着资源枯竭程度上升——如果有组织犯罪集团参与到野生动植物、森

林和渔业犯罪——威胁和暴力经常升级（进一步资料，参见教学模块系列有组织犯罪

教程 3）。这也加剧了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在许多阶段的腐败风险（Rosen & Smith, 

2010）。军事化反盗猎行动的增加有时会导致“先开枪”政策，最终导致更多的潜在的

违法者的死亡并加剧一线人员和当地人的暴力冲突（Moreto& Pires, 2018）。 

枯竭自然资源、威胁人民生计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破坏和威胁了国家管理其自然资源的能力和努力。它会造成

严重的经济损失，尤其是影响那些通过合法贸易获得税收的发展中国家（Rosen & 

Smith, 2010）。野生动植物、森林和渔业犯罪会威胁农村人民的生计，那里的人民依

赖野生动植物维持生存和收入，包括那些收入来自生态旅游的人们。 

https://sherloc.unodc.org/cld/en/education/tertiary/wildlife-crime/module-3/index.html
https://sherloc.unodc.org/cld/en/education/tertiary/wildlife-crime/module-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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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和冲突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会破坏良好的国家治理和法治，在一些情况下，还会威胁国

家稳定。例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再表示关切中非共和国国内武装冲突和大面积破

坏法律和秩序的情况，这些冲突受到了在该国非法开采包括野生动植物和野生动植物

产品的自然资源的武装组织和犯罪网络的助长（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013;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2018）。一些报告还记录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为开采矿产

和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整理土地而破坏当地动物物种和人民的情况。许多受影响地区是

濒危的山地大猩猩的家园，这些大猩猩被迫离开家园、失去食物，或者被偷猎作为丛

林肉卖给矿主或者武装集团（South &Brisman, 2013; Nellemann et al, 2010）。 

类似地，有关在非洲大湖区武装冲突的《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专家组报告》注

意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屠杀大象是多年战争和治理不善的最恶劣的后果之一”。2014

年，联合国安理会注意到包括偷猎和非法贩运野生动植物在内的自然资源非法贸易与

武器扩散和武器非法贩运之间的关联。根据安理会的报告，这构成对加剧大湖区域武

装冲突的因素之一（Strydom, 2016）。 

 

http://www.securitycouncilreport.org/atf/cf/%7B65BFCF9B-6D27-4E9C-8CD3-CF6E4FF96FF9%7D/s_2014_4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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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和非法市场 

平行的合法市场 

与彻底禁贸的市场相比，野生动植物贸易既包括合法贸易，也包括非法贸易，这

取决于它们是何时、何地和如何被获取、转移或出售的。许多野生动物和植物在全世

界合法地贸易，没有对它们的长期生存造成明显的威胁。野生动植物的合法贸易是全

球重要的经济行业，为许多国家经济创造税收、就业和增加全世界人民的收入。合法

的野生动植物贸易和非法的野生动植物贸易有许多共同的特征：“贸易者适应变化的环

境。他们在一种物种枯竭时会转向新的物种和新的市场，或者在非法贸易中开发出新

的非法贩运方法和路线以躲避检查”（Broad et al, 2012, p. 4）。 

许多被非法贩运的物种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的需求水平对这个物种的种群

是不可持续的，导致产生极度濒危的种群。像前面讨论的那样，需求可能来自几百年

的传统使用，但也可能会出于新近宣传的用途。此外，对野生物种的需求经常来自增

长的财富，或者是由于更多的人能够买得起贵重的产品，或者是因为它成为一种奢侈

消费。对这些物种的需求给关于贸易在保护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考虑

因素（Wiersema, 2016）。对受贸易影响的最受濒危的物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CITES）是规范这些物种贸易的机制，这一点在前面的章节已经介绍。 

一些国内法律，与保护濒危物种相矛盾。相反，它们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需求，提

供了滥用和洗白非法产品的漏洞（EIA, 25 March 2015）。 

 

案例：洗白：法律漏洞 

在老挝，尽管虎、象和犀牛在 2007 年《野生动物和水生动物法》被列为受保护动

物，但同样的法律允许拥有和贸易子二代和后续子代的人工繁殖的物种。这为洗白野

外来源的非法产品带来机会，野外来源的产品可能被错误地标记为人工繁殖来源的动

物产品。 

（EIA, 25 M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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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洗白：执法缺失 

老挝《野生动植物和水生动物法》（2007）允许熊胆贸易，条件是商业性养熊场

或养熊户在总理办公室注册，并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部森林资源管理司监管（第 62

条）。此外，该法只允许来自子二代及以后子代的贸易，在老挝，养熊场不能合法地

养殖直接来自野外来源的熊。但是，2014 年和 2018 年的两个研究报告表明，所有的

商业性养熊场都在通过贸易野外来源的熊而实施非法贸易。事实上，没有哪家养殖场

看上去有能力繁殖熊。此外，据报道，一个养殖场在中国和越南之间违反 CITES 开展

非法国际运输。 

（Livingstone et al, 2018; Livingstone & Shepherd, 2015） 

 

案例：洗白：虚假申报 

在声称其为人工繁殖标本的文件的支持下，许多爬行动物被从印度尼西亚出口到

欧盟。然而，出口到欧盟的声称是人工繁殖的爬行动物的数量和声称是在印尼的养殖

场里养殖的或有能力养殖的爬行动物的数量严重不一致。这些不一致表明爬行动物贸

易商可能在用以证明是人工养殖标本的文件的掩护下，以“人工繁殖”的名义，实际出

口野外来源的爬行动物。 

（Nijman & Shepherd, 2009） 

 

案例：库存 

穿山甲在中国的野生动物利用计划内，且从 2008 年到 2013 年，中国政府给定点

医院和药厂批准了 108 吨穿山甲片的限额，用于临床和医药用途，这些甲片表面上是

从合法库存中来的。中国于 2014 年的关于该计划的报告中仅指向一个穿山甲物种的鳞

片，且没有关于预防把偷猎的穿山甲洗白的详细措施。 

（EIA, 25 Marc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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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者及其网络 

野生动植物犯罪可在微观层面（例如生计狩猎和个人虐待动物行为），中观层面

（例如对当地易危物种的国内贸易和有组织的非法猎捕），和宏观层面（最显而易见

的是为国际贸易进出口濒危物种）发生（Wellsmith, 2011）。 

违法者类型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包括一系列参与者，涉及野生动物、动物产品和植物的偷猎、

诱捕、采集、供给、贸易、出售、处理和消费。这些参与者的区别不仅在于他们在市

场链条上的作用不同，还在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属性、偏好和动机，在于他们的行为和

活动的集中度、技术和投资水平、资金来源、经济依赖程度和技术与知识，包括相关

法律和规定中的角色不同。参与者也可在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中有多种作用，有很多

既依赖环境，也依赖价值的不同动机，并随时变化。一些参与者针对特定的物种，而

另一些则目标更为广泛（Phelps et al, 2016;另见 Warchol, 2004）。参与非法野生动植物

贩运的人员范围和数量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期待的终端市场和有可能的消费者，非

法贩运的物品的特性，以及已经参与贸易的参与者的能力和限制（Pires &Moreto, 

2016）。 

一份由 Phelps 等人于 2016 年发布的研究结果将参与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角色和

活动分为三类：收获者、中间人和消费者（见下面表 1）。这些分类并不是穷尽的和

互斥的；用它们是为了表明参与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参与者是多样广泛的。 

 

表 1 主要参与者在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市场链条中的类型（Phelps et al, 2016） 

收获者 

生计 
为家庭或当地社区使用的非商业性收获（例如：食物、文

化），规模通常相对较小 

专业的商业

性 

明显地具有商业性质，经常包含专业技能或技术。包括不同的

收获集约化水平和技术投资层次，可能是收获者本人做，也可

能是收获者受老板雇用，老板可能是当地人，也可能是外地

人。 

机会主义者 
收获是建立在偶然发现的基础上，但不是以收获或者生计为主

要目的。 

当地向导 外地人所雇用的当地居民，做引路人。 

规则滥用人 了解如何滥用收获规则，例如滥用配额（比如瞒报或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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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边界（比如保护区）或突破技术限制（比如诱捕、猎网） 

兼捕 非故意地捕获或者非目标性地收获物种 

娱乐 休闲性地收获 

对抗 与不满或抗议相关的收获（例如对抗保护政策或人畜冲突） 

中间人 

后勤人员 
参与订购、收集、运输及资助和计划贸易。可能直接经手贸

易，也可能在远处参与。 

专业贩运者 
需要专业行为的运输，以逃避检查或进行协商，通常是在越境

时这样做（例如跨境运输，专业网络） 

政府合谋 

利用政府位置参与（例如：公园巡护员、警察、法官、检察

官）来促进贸易，可能是为获得金钱（腐败）、社会收益或个

人收益。 

第三方 
购买的外部服务以支持贸易，但可能并不了解贸易情况（例如

公共汽车或航空运输） 

加工者 参与产品的改造（例如：剥皮、制药） 

洗白者 
参与把非法野生动植物洗白到合法市场（例如通过人工繁殖或

者加工场所） 

销售者 直接向消费者或者其他中间人出售（例如市场、在线平台） 

消费者 

医药 与医药有关的利用，通常是传统药，也可能是新药 

观赏 
与装饰或者宠物相关的利用（例如象牙、壳类、活鹦鹉、水族

缸鱼类） 

文化 与长期的传统实践相关的利用（例如羽毛、腰带、礼仪） 

礼物 作为礼品，通常是为获得/显示社会地位或表达尊重 

投资 投资用，通常是高价值的物种 

休闲 与休闲行为相关的利用（例如运动狩猎、钓鱼运动） 

饲喂动物 作为给其它动物的食物（例如饲料、饵料、小动物等） 

建材 建筑材料用（例如木材、藤） 

燃料 用于加热或烹饪目的的燃烧 

食用 直接食用，包括奢侈性食用和基本营养需求 

注：各分类间不相互排斥[且不穷尽]。 

有组织犯罪集团 

非法野生动植物市场上的许多活动都几乎不需要技术和计划，特别是如果来源地

和目的地、供给方和消费方距离很近的情况下。在最初的偷猎行为后，后续阶段经常

包括更多的对当地、区域和国际的中间人、加工中心等各方面的组织和参与。如果需

要中间人把违禁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如果需要复杂的方法藏匿或掩盖这

些货物，尤其是，如果需要跨越国际边界，可能更有必要使得犯罪者与其他个人或实

体形成合作伙伴。在这种情况下，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就会出现，不同的违法者合作，

甚至是开展复杂的密谋以非法地获得、移动和出售货物，隐蔽他们的行动，洗白他们

犯罪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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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犯罪网络涉及非法贩运多个物种。例如，在有些情形下，会在一批货里查到

象牙、犀牛角、穿山甲片。这种查获过去不常见；相反，绝大多数查获涉及单一物种

的运输。当然，有可能同一犯罪团伙可能将多种货物分开运输，但物种混合的运输少

见，事实上意味着，与终端市场的交易商一样，非法贩运者们也越来越专业化，一般

只贸易特定的商品，因为他们很了解他们的买家（UNODC, 2016）。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经常是一种高度有组织的犯罪，“受特定野生动植物产品（例

如象牙、犀牛角）带来的高利润及利用已经建立的犯罪网络、人员、贩运路线和诱使

腐败官员的资源所刺激”（Pires &Moreto, 2016 [s.p.]）在有些情况下，成熟的有组织犯

罪集团已经参与到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以多样化他们的收入。例如，以擅长洗钱、贩

毒和盗窃闻名的爱尔兰‘Rathkele Rovers’集团，因试图从欧洲的博物馆和藏品馆盗窃犀

牛角以卖到东南亚于 2011 年被捕（European Parliament, Directorate General for Internal 

Policies, Policy Department A: Economic and Scientific Policy（欧洲议会国内政策总局政

策部 A:经济与科学政策）, 2016; van uhm,2016）。 

对有组织犯罪集团在事实上参与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广泛性有多大，人们还有

争议。一些研究指出，有组织犯罪集团存在于一些物种或特定阶段，另一些研究则表

明几乎没有证据证明有组织犯罪集团参与了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Pires &Moreto, 2016 

[s.p.]）。根据物种和全球区域差异，“有组织的”可以只简单地意味着从三个松散联系

的人到一个涉足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不同阶段的巨大的犯罪企业（即垂直一体化的组

织）（见《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 2（a）条中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参

见 UNODC 教学模块系列之“有组织犯罪”，模块 1 关于有组织犯罪的定义）。 

根据《公约》（第 2a 条），使用四个标准来定义“有组织犯罪集团” 

· 三人或多人所组成的有组织结构的集团； 

· 该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存在； 

· 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而一致行动； 

· 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 

（UNODC 教学模块系列之“有组织犯罪” 模块 1 有组织犯罪的定义） 

一份于 2016 年发表的研究结果识别出了犯罪者参与野生动植物犯罪的七种常见的

组织结构。这些结构如下图所示，从简单的关系，例如生计利用和社区利用关系，或

把收获者直接联系到消费者的结构，一直到中间存在多种中间环节的结构（Phelps et al, 

2016）。 

https://sherloc.unodc.org/cld/en/education/tertiary/organized-crime/module-1/key-issues/definition-in-convention.html
https://sherloc.unodc.org/cld/en/education/tertiary/organized-crime/module-1/key-issues/definition-in-convention.html
https://sherloc.unodc.org/cld/en/education/tertiary/organized-crime/module-1/key-issues/definition-in-conven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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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通常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结构的类型（Phelps et al, 2016, p.484） 

 

该研究进一步发现如果进入市场受限制的话，会出现更复杂的结构，而无论这些

限制是来自于资源本身、运输路线还是消费者方面的原因，包括到达愿意付出更高价

格的遥远城市或国际市场（Phelps et al, 2016）。其它一些报告列出不同的指标，例如

组织结构、复杂的融资、利用腐败、虚假文件、暴力，当这些指标出现时，可能显示

出有组织犯罪集团大概率参与其中（United Nations ECOSOC; EIA, 2014）。 

案例：象牙非法贩运和 Teng 集团 

2006 年，一货柜旧轮胎从香港抵达喀麦隆杜阿拉。它进入内陆城市雅温得，喀麦

隆的首都，然后卸货，装载木材后再驶向亚洲。 

在同年 5 月，香港葵涌码头的海关官员通过 X 光机检查货柜时发现，木材里面有

一个改制的小舱，里面藏有 3.9 吨象牙，在当时的香港是破纪录的，这意味着至少有

400 头大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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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调查发现货柜的去向是澳门。香港通告了喀麦隆当局，喀随即组成了一

个跨部门的调查组。追踪到了雅温得的地址，然后发现了另两个改装的货柜，登记信

息显示系同一承运人。藏匿的货柜设计巧妙，这意味着非法贩运者对特定数量象牙的

货运空间和运输成本有深入的理解。这些货柜是空的，不过，在里面发现了象牙的碎

片，文件显示至少 12 批货物已通过这一路线运送。INTERPOL 于 2006 年 7 月发布了

警情通告，要求各有关执法机构了解这一新的非法贩运象牙情况。该批货指向“Teng

集团”，这是一个著名的犯罪集团，与此前的尼日利亚的洗钱、贩毒有关。1998 年，

海关官员在台湾基隆港查获了 1.4 吨象牙，这些象牙藏在来自尼日利亚的一货柜木材

里面。收货人是 Teng 集团的一名成员。 

该集团由台湾人和菲律宾人组成，他们在雅温得开进出口公司已经多年。据称该

团伙每两个月就赚 400 万美元。在一次抽查中，发现了象牙，同时还有 35 张 SIM

卡，表明嫌疑人有躲避侦察手段。他们的业务很广泛；后续的象牙 DNA 分析表明这

此象牙来自于丛林象，以与刚果（布）接近的加蓬东南部为中心。三名集团成员在喀

麦隆被拘捕，他们试图实施贿赂以释放一名已经被拘捕的嫌疑人。这些嫌疑人被控违

反海关和野生动物保护法并被起诉。但是当临近案件审理时，被告人们已经逃脱，至

今逍遥法外。尽管在查获和调查阶段投入了大量的跨部门合作和国际合作，在一系列

非法贩运象牙背后的犯罪团伙目前为止还逍遥法外。 

（EIA, 2014） 

公司 

合法企业参与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活动经常与木材公司和渔船有关。木材企业可

能无证采伐或非法占用保护地，采伐受保护物种、超限额采伐或贿赂官员违反职责发

放伐木特许权（例如，见 van Solinge, 2016）。类似地，渔业公司或个人渔船可能非法

进入保护区捕鱼、捕捞受保护物种、超捕捞限额或使用被禁止的捕鱼方式。 

如果运输公司故意地或者不计后果地携带、进口、出口或者洗白货物、伪造文件

或者未能遵守文件、证书和报告要求的话，公司的参与还可能发生在中转阶段。它也

可能包括航空公司职员和货轮或游船的船员共谋。在目的地，公司如果故意或者过失

地从保护地采购或供应受保护的木材、植物、活体动物或者动物产品等，其就在野生

动植物非法贩运中起到重要作用。（进一步参见 van Uhm,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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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从墨西哥非法贩运海参 

2017 年 5 月，一家位于美国亚立桑那州的公司和其两名高管被控共谋、非法贩运

野生动物、非法进口、虚假标注以及刑事没收，案由是从墨西哥非法贩运海参。 

根据起诉书，被告人联系了墨西哥的海参供应商并同意购买大约价值 1300 万美元

的海参，他们明知这些海参是非法捕捞的——即超过许可证限制或没有许可证或在禁

渔期捕捞的。另外一名被告人被控明知海参是非法捕捞的而开据和向美国海关官员提

交虚假发票，并在没有墨西哥法律要求的批准文件情况下出售、运输海参。 

诉状称，在海参进口至美国境内后，他们把这些海参以大约 1750 万美元的价格出

售给在中国和其它地方的客户。诉状断言，计划支付的一部分被汇入一个虚假名字的

银行帐户以掩盖非法销售行为和款项，款项还被付给墨西哥官员以确保他们不对非法

捕捞海参采取行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US Attorney’s Office, Southern District of 

California（美国司法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南加州）, 26 May 2017） 

 

区域视角：东部和南部非洲 

案例：渔业部门私人营业税欺诈 

2016 年，开普敦一名商人因提供虚假发票和其捕捞活动虚假出口记录，欺诈南非

税务局（SARS）被判决。他被起诉 40 多项指控，包括敲诈，鲁莽商业行为，欺诈和

洗钱。2016 年 6 月，他被判处 20 年徒刑。 

该商人是一个捕捞作业网络的注册代表和供应商。为了收到其声称捕捞活动支出

的真实发票，其要求并接受了外部捕捞基础设施设备供应商的报价，这些设备包括冰

箱系统，鱼类生产线和送货卡车。在将发票提交给 SARS 退还增值税后，被告一再放

弃所有这些协议，对其他企业造成重大财务损失。其在 2005 年至 2008 年间成功执行

了该计划，直到其不法行为被发现。 

该案受媒体广泛报道，原因是被告以其非法收入支撑的奢侈生活作风，以及法庭

作出的重大判决，包括长刑期的监禁和大量没收资产。 

UNODC SHERLOC Portal 网站，‘Van Staden’。 

https://sherloc.unodc.org/cld/case-law-doc/moneylaunderingcrimetype/zaf/2016/van_staden_.html?lng=en&tmpl=sherlo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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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和政府参与 

由于动物和植物代表了高价值的自然资源，所以它们一般是在政府的控制和规范

下的，它们经常提供一种重要的潜在的政治权力来源，并相应地带来可能滥用那种权

力的风险。结果是，在分配狩猎特许权、采伐指标、发放加工、进出口野生动植物许

可证等过程中的腐败广泛存在。 

腐败是一种综合现象。（有关对腐败的不同形式及期定义，以及其在全球的危害，

参见反腐败模块系列模块 1）。为本教程的目的，需要了解《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UNCAC）并不提供一个统一的“腐败”的概念；而且，它把不同形式的腐败界定为不

同刑事罪名，例如贿赂和侵占（既包括公益部门也包括私营部门）；滥用职权（即当

履行公共职能的人滥用权力获得利益时）；影响力交易；非法致富以及洗钱。 

尽管 UNCAC 定义了许多不同的腐败行为，但根据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I）的

定义，腐败有时被一般地理解为“滥用被赋予的权力以谋私”。不论从 TI 关于腐败的定

义，还是 UNCAC 对腐败罪名的描述来看，显然腐败发生在野生动植物和林业领域。 

腐败的发生，或者允许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或者在其发生后继续不检查或使其

不平衡（Callister, 1999）。腐败可能涉及低级别的猎场管理员和森林官员接受贿赂然

后对非法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见 Kishor &Damania, 2007）。它也可能达到政

府的高层，涉及那些参与到野生动植物、林业和渔业部门的政策决策和法律制定的层

面。高层的“严重”腐败会尤其具有危害性，它会引起巨大的财产损失并鼓励低层政府

的小规模腐败（另见 Callister, 1999; Kishor &Damania, 2007）。在有些情况下，腐败是

一种内在的分肥系统的一部分，以维护一个国家统治精英的权力（FAO & ITTO, 

2005）。政治操纵是野生动植物和林业领域持续非法活动的一个主要问题。它经常导

致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并妨碍这些领域的私营资本参与和国外投资（更多关于腐败问

题的资料和工具参见反腐败模块系列）。 

在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背景下，有大量实施贿赂的方法，不仅对政府官员，还有

那此对某些特定领域、行业、材料等实施控制权的商业企业和个人的行贿。这可能包

括： 

· 给政府官员和政客支付贿赂以获取优先的待遇（例如获得采购合同、采伐或

狩猎特许权或者一项补贴）； 

· 官员对经营者的资金搜刮，以人为将非法行为合法化（运输证、采集或狩猎

许可、改变林地用途）; 

https://grace.unodc.org/grace/en/academia/module-series-on-anti-corruption.html
https://www.transparency.org/what-is-corruption
https://grace.unodc.org/grace/en/academia/module-series-on-anti-corrup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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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益于某个特定利益集团的官方决定（例如当分配采伐或猎捕特许权时心照

不宣地理解该集团最终会对此便利给予回报）； 

· 由于权力赞助人的保护，狩猎或木材公司规避国家的管制而免予惩罚（FAO 

& ITTO, 2005; Kishor &Damania, 2007）。 

尽管大多数国家，如果不是所有国家的话，都有将腐败和贿赂定为刑事犯罪的法

律，但是这些罪名通常不构成足够的威慑力，因为它们很少得到执行，因为检控很少

成功，或因为惩罚太轻。在其它一些地方，国内的罪名不适用于贿赂外国官员。只要

被抓住或被制裁的风险低，以及社会规则和道德不惩罚这些行为，那些在野生动植物、

林业和渔业部门——无论是官方的或者私营的职权——腐败都会滋生。有关解决这些

部门的腐败的措施的例子，见 UNODC 出版物《腐烂的鱼——解决渔业部门腐败问题

指南》。 

区域视角：东部和南部非洲 

案例：腐败是南非渔业部门犯罪的助推器 

至少有 30 年，南非一家市场领先的捕捞公司执行了一项复杂的计划，使该公司能

够非法收获大量南非岩龙虾，并以超额利润将其出售给东亚、欧洲和美国。通过向当

地渔业管控官员行贿，该公司获得了对其文件的欺诈性核实，从而掩盖了其踪迹并保

持了表面的合法性。最终，进出口记录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公司的灭亡。 

2012 年，南非和美国的法院以数项罪名判定被告有罪。除受贿外，这 14 名渔业

管控官员被处以罚款并被判监禁。同样，该公司的所有者面临重大指控，并因合谋违

反《雷斯法案》而在美国被判有罪。 

UNODC SHERLOC Portal 网站，‘US v Bengis and others’。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Rotten_Fish.pdf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Rotten_Fish.pdf
https://sherloc.unodc.org/cld/case-law-doc/wildlifecrimetype/usa/2011/us_v_bengis_and_others.html?lng=en&tmpl=sher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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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有关的地点和活动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集中度 

和其它犯罪一样，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有集中的地点、时间、路径和产品。关于

不同物种的案例研究表明了为什么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集中发生的背后投机因素，同

时，这些研究也提供了通过明确的时间-空间预防干预手段减少非法贩运的各种方法。 

热门产品 

人类并非同等的需求、乃至能获取所有野生动植物物种，因此，有这样一种预期，

即偷猎在不同的物种中分布不均。所谓的“热门产品”分析检视了是否某些物种比另一

些物种受到偷猎和非法贩运更多。例如，在亚洲、欧盟和美国的入境处查获的野生动

植物表明特定分类群的野生动植物被不均衡地非法贩运到主要的需求市场，而其它物

种则很少被查获（例如，见 Kurland & Pires, 2017）。 

“CRAVED 模型”（可隐藏的、可移动的、可获取的、有价值的、令人愉快的和一

次性的）被用于解释为什么一些特定的产品，例如鹦鹉（Pires & Clarke, 2012）、鱼和

甲壳类动物（Petrossian& Clarke, 2014; Petrossian et al, 2015）更经常被从野外捕获和非

法贩运。该研究发现机会和需求侧的混合变量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物种比其它物种有更

高的风险被非法获取。例如，在秘鲁和玻利维亚，鹦鹉是数量最丰富、最容易获取也

最经常被偷猎的（Pires &Petrossian, 2016; Pires, 2015）。 

区域视角：东部和南部非洲 

案例：超越 CRAVED 模型–CAPTURED 模型 

尽管 CRAVED 模型可在犯罪早期盗取阶段用于确定需求产品，但在后期阶段的适

用性有限，因为它没有考虑到野生动物产品的某些独特特征和细微差别。为了适应和

扩展原始的 CRAVED 模型，Moreto 和 Lemieux（2014）开发了 CAPTURED 模型。 

CAPTURED 代表：可隐藏的，可获取的，可处理的，可转移的，可用的，可移动

的，令人愉快的，值得拥有的。 

该模型适合作为考虑野生动植物产品在市场和供应链中变化特征的概念框架。例

如，一个产品是否是可加工的模型要素，在调查被获取后发生变化的野生动植物产

品，比如，雕刻成小饰品的象牙时十分重要。 



野生动植物犯罪非法市场                                                                              贩运地点和活动 

40 

 

作者提出，当考察不同市场中产品特征的变化和影响时，CAPTURED 模型更合

适。但他们也承认 CRAVED 模型适合根据产品特征来检验为什么特定产品比其他产品

更容易被当做目标。 

（Moreto& Lemieux, 2015） 

空间-时间模式 

一些研究发现了偷猎的空间-时间集中性。例如，对查获象牙的 DNA 分析已经显

示，大象偷猎主要集中在非洲的几个热点区域（Wasser et al, 2015）。其它研究确证了

上述发现，揭示大象的偷猎在过去的 20 年间中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问题严重

（Lemieux & Clarke, 2009）。在基层层面的一项研究中，大象偷猎的热点只发生在肯

尼亚的一个国家公园，且这些案件只发生在旱季。在同一公园内，大象偷猎与更高的

大象密度、水和公路显著相关（Maingi et al, 2012）。与这些发现相一致的是，其它关

于对鹿、犀牛、西洋参、红木的偷猎和盗采等的研究已经表明了空间的集中度、可到

达性（例如道路）和目标物种的可获得性的联系（Kurland et al, 2017）。 

热门路线和风险设施 

一些研究表明犯罪经常集中于“热门路线”（Tompson et al, 2009）和“风险设施”

（Eck et al, 2007）。此类研究表明“热门路线”被用于从特定的国家到特定的港口。利

用美国鱼和野生动物管理局（USFWS）的 LEMIS 数据库，一份 2017 年发布的研究发

现，查获的进入美国的非法野生动植物货物，其绝大多数仅来自一小部分出口国，一

小部分口岸查获了绝大部分的违禁品（Kurland & Pires, 2017）。“风险设施”研究表明，

例如，有问题的渔船（即参与非法、未报告或未管制（IUU）捕捞的船只）最常访问

的渔港往往是那些规模较大、吞吐量较大，且位于面临更严重的腐败问题的国家、且

有效渔业检查更少的港口（Petrossian et al, 2015）。 

收集和采集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初始步骤是收集、偷猎或采集动物或者植物——无论是活

的或死的，以便进一步加工成产品或某种衍生物。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不同于其它违

禁品的非法贩运。在大多数犯罪市场，危害性只有在违禁品到达其最终消费者时才剧

烈增长。对比之下，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带来的最主要的伤害发生在违禁品被获取的

时候。一旦野生动植物已经被非法获取，不管后来在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危害就已经

发生了（UNOD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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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活体鸟类捕捉 

非法贩运鸟类通常涉及活体动物，经常是外来物种，被消费者用作宠物。偷猎因

此需要捕获而非杀死鸟。然而，许多捕鸟的方法都残忍且对动物有害。此外，偷猎者

还会从鸟巢里偷取鸟蛋或者幼鸟。 

例如捕捉猫头鹰，经常使用“乳胶或竹竿法”。乳胶被粘到竿上，一旦遇到猫头

鹰，捕鸟人就慢慢地移动粘有胶的竹枝，鸟一碰上就会粘住，这时就可以取鸟了。使

用这种方法是因为以后并不打算把猫头鹰放走，也不打算将其用于宠物，所以不必考

虑会把它的羽毛弄脏（Ahmed, 2010）。 

“Liming”是另外一个关于用粘性物涂抹树枝捕鸟的术语，也曾经是捕捉鹦鹉的常

用方法，但多数捕鸟人已经放弃了这种方法，因为它会把鸟伤得很厉害，也会影响它

的市场价格。取而代之的是盗猎鸟巢这一更普通，也更容易抓到鹦鹉的方法。一般用

两种方法收集雏鸟：砍掉鸟巢所在那棵树（用于那些巢很高的鸟，例如金刚鹦鹉）或

者切开巢穴拿走幼鸟。两种方法都是破坏性的，不仅是因为那个地方以后不能筑巢。

为补抵死亡率带来的损失，要捕捉的鹦鹉近乎四倍于最后能拿到市场上卖的数量。

（Weston &Memon, 2009; Cantú Guzmán et al, 2007）。 

另一种捕鸟的方法是用网。一般使用黑色尼龙丝做的雾网，鸟类通常看不见它

们。由于鸟类的应激反应，用这种方法也会带来很高的死亡率（Cantú Guzmán et al, 

2007）。 

捕捉鸣禽一般使用木制的或者铁丝笼。在笼子里放一只鸟，好吸引外面的鸟。在

一些情况下，在笼子里放上手机或者音频设备播放鸟的叫声。笼子的顶部有两个或多

个带有活板门的入口。当鸟落在笼子里的一个小棍上时，笼门就会关上。（Cantú 

Guzmán et al, 2007）。 

 

案例：非洲象 

基于 2013 年的估算，非洲有 37 个国家有非洲象。其中 60%的已知或可能种群生

活在三个国家，即博茨瓦纳、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2011 年，据估计每年约有 7%的

非洲象被偷猎。由于非洲象种群的年增长率不大于 5%，种群净下降非常明显

（UNODC, 2016）。 

正如前文提到，偷猎行为经常集中在特定地方。在过去的十年，随着大象种群的

枯竭，大象偷猎的地点和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受偷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是那些象牙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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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不受管制的国家（即没有象牙国内销售相关政策或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国家）、那些

受腐败、内战影响的国家以及那些国家的邻国（Lemieux & Clarke, 2009）。 

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部非洲国家处于偷猎的震中。在过去的十年，这些活

动则转移到了两个主要地点。一个是位于刚果盆地的刚果、赤道几内亚和加蓬三国交

界处，被称为 TRIDOM（德贾-奥扎拉-曼格倍三国地带）。另外一处是莫桑比克和坦

桑尼亚边境的塞卢斯-尼亚萨走廊（Miller et al, May 2015）。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数据，在过去 10 年，坦桑尼亚损失了超过 60%的大象。来自莫桑比克开展

调查地区的估值表明，损失了当前象群可比估值的近一半，该国北部损失尤为严重。

对罚没的象牙的 DNA 分析，也反复证明了南部坦桑尼亚/北部莫桑比克区域在非法象

牙市场中起的重要作用（UNODC, 2017）。 

非法贩运 

在最初采集（偷猎或获取）后，动物、动物部分或植物需要被转移给买家。取决

于产品和使用情况，可能要先对其进行加工、修整或生产，以使它能用于需要的用途。 

将违禁品从来源地带到目的地的方法取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包括位置、距离、

边界控制和其它检查、文件等，也取决于被运输货物的特定要求（无论它们是易碎还

是坚固，小还是大，活体还是非活体）。进一步影响方式、方法和路线选择的是与濒

危物种保护、动物福利、海关等相关的法律框架及其执法水平。 

非法贩运可能涉及简单藏匿非法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伪造许可证、滥用真实的

许可证或贿赂海关官员和边境官员。对一些野生动植物物种来说，存在平行市场和合

法的行业，非法获得的产品可能通过它们洗白。受保护动物和植物可能通过使用多种

不同方式被非法贩运过边境线，包括藏匿在人身上或行李中、涂改许可证或其它文件

上的数量、来源或物种类型，或者对非法贩运的物品本身的改变（EIA, 25 March 

2015）。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大多数野生动植物犯罪网络会维持其平行的供应链，即，利用

其自己的轮船或飞机运输货物。相反，多数货运的量小，因此偷运者会使用各种合法

的运输服务商，例如普通邮件、商务旅客或货机、货轮、货车、集装箱租赁公司或仓

储公司等。多数情况下，这些公司并不清楚他们运输了违禁品，因为其未被告知或干

脆货物已虚假或欺骗性申报（Miller et al, May 2015）。但在有些情况下，承运人参与

了非法贩运活动，如海关、边境管制以及其它检查或装运环节的腐败官员。非法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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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会通过无知的旅客实施，他们购买了野生动植物产品或宠物，并把它们通过行

李、货物运输、邮件或快递带回国。 

藏匿违禁品 

和其它高价值违禁品一样，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经常费很大劲儿藏匿非法产品，

避免执法者和海关检查人员发现。这些藏匿方法，以象牙为例，从贩运者在容器内装

入刺激性气味的物质，例如鱼肚或凤尾鱼，以盖住象牙的味道，避免警犬闻到，到改

装集装箱，形成假的箱体背部和隔断以隐藏象牙（Miller et al, May 2015）。 

似乎有无数种方法藏匿或伪装动物、动物部分和植物，特别在违禁品跨越国境的

时候。个人旅客，包括游客，有时把活的动物、动物产品、植物和植物材料放在行李

中。象牙有时被涂色，伪装成木头或者塑料。一个在西部非洲的非法贩运者，被发现

把象牙煮过后泡在树脂里，使得它看起来更像文物，以便利用 CITES 允许交易文物象

牙的一个漏洞，将这些象牙运向美国。2013 年，澳门海关拦截了两名南非籍人士，他

们把 34kg 象牙伪装成巧克力放在行李箱内。这些象牙被切成小块，单独包装并涂上一

种褐色物质，以使它们看起来很像巧克力（Miller at al, 2015）。 

一些偷运者把蛋、动物或者其它违禁品藏在他们的衣服里，有时专门在衣服里做

个夹层。其中一例是，一名男子利用他假腿里的夹层从斐济向美国非法贩运三只鬣蜥

（Rosen & Smith, 2010）。在一个贩运猎隼的案例中，注射了镇静剂的活鸟被用布绑

好然后放在管子里，再放在个人行李中或者水果等其它产品里。把野生动植物藏在人

身上的情况并不罕见：例如，把鸟蛋放在衣服口袋里或者把蛇放在裤子里面（Miller et 

al, May 2015）。 

在很多地方并不需要藏匿违禁品，特别是在边境控制不存在或者无效的情况下。

据报告，在亚洲，“大量的野生动植物被运过边境，根本不用采取任何藏匿措施”

（Rosen & Smith, 2010, p.27） 

案例：非法贩运龟鳖 

淡水龟鳖经常被家庭买来作为宠物。尽管很多物种的贸易是非法的，但许多收藏

者有意去寻找濒危的物种并愿意出高价。非法贩运因此涉及活体动物的运输，这就给

运输和掩藏带来更多的额外风险。许多非法贩运方法残忍且可能对动物造成伤害。 

一份 2008 年关于泰国的淡水龟鳖的报告对一些非法贩运者和交易者进行了访谈，

使我们得知一些常见的非法贩运方式：“可以把龟鳖放在行李箱里，确保绑住脚和头，

将动物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因为一动就会被机场的 X 光机发现。”他继续说“小的龟鳖

可以放在衣服口袋里，同时确保没有金属物体或者手机在身上，这样过安检机时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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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发现。如果安检金属检测仪不响，海关官员就可能不会搜身，这样动物就不会被

发现。” 

（Shepherd &Nijmann, 2008, p.10） 

 

区域视角：东部和南部非洲 

案例：使用木材掩盖象牙 

野生动物司法委员会（译者注：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对 2015 年至 2019 年象

牙走私的快照分析中发现，使用木材来掩盖象牙货物是贩运者的首选方法（被检查的

2017 年至 2019 年案件中有 40％使用这种方法）。在一个案例中，3299 公斤生象牙在

乌干达被查获。这些象牙被藏在用蜡密封，挖空的原木中。 

（Wildlife Justice Commission, 2019） 

虚假文件 

一旦动物的部分离开动物的身体或者动植物离开它的自然环境，认识或分辨该物

种、判断它的来源地或者了解获得它的方法就会变得困难。如果是同一物种，但一个

来源合法（例如人工繁殖），另一个来源非法（如偷猎），即使不是毫无可能，也很

难分辨该动物或植物来自哪个来源。 

利用 DNA 进行鉴定已有很大进展，有了它，专家们能够区分合法和非法来源的

货物，或者追溯产品的源头（例如鲨鱼翅和肉）（如，参见 Liu et al, 2013）。不过，

DNA 分析在某些地方还没有能力开展，全面使用还做不到。对许多地方而言，用昂贵

的和复杂的方法追溯产品或物种来源还不现实（例如用 “碳定年法 ”鉴定象牙

（Schmidberger et al, 2018; Cerling et al, 2016）。海关官员和其他执法人员经常受训不

足，不能分辨物种之间的区别（比如龟鳖类），因此很容易使得虚假申报和虚假文件

依旧较难发现。 

在难于或不可能识别标本来源的情况下，洗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Wiersema, 

2016）。类似地，oud 或沉香产品有时通过种植园洗白，使它们看起来像是从合法来

源获得的（UNODC, 2016）。 

案例：爬行动物皮张 

在爬行动物皮张行业，通过合法贸易洗白野外获得的标本看起来很常见。尽管合

法来源中的许多爬行动物都来自野外，一般会对此类捕获设有配额，但这会刺激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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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在一些案例中，一些鳄鱼养殖场先夸大产量以赢得更多的出口配额，只为随后

用野外来源的鳄鱼，比如凯门鳄，填补配额。非法猎捕的爬行动物可能会在源头国被

引入合法的供应链，因为野外采集在那里不受直接监控，这使得它们被当成合法贸易

出口。 

（UNODC, 2016） 

非法贩运路线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路线经常不按照从源头国到目的国的最直接的路线；它们经

常绕路，可能有多重中转。2018 年的一份研究还表明，非法贩运路线并不总是符合从

发展中国家到更发达国家贩运野生动植物、动物部分或植物的传统刻板印象（Symes 

et al, 2018）。复杂的路线藏匿了货运的源头或目的地，这样可以充分利用那些法律框

架落后或执法能力薄弱的地方作为中转地。 

案例：非法贩运象牙 

每年，非洲和亚洲的执法机关都会查获大量的象牙，许多查获量超过 500 千克。

CITES 公约的象贸易信息系统（ETIS）从缔约方收集向 CITES 报告的查获数据。从

2009 年到 2014 年，ETIS 记录了 91 条这样的货运记录，总计 159 吨象牙。代表来自至

少 15900 头大象的象牙。考虑到巨大的跨境货物量，很有可能被查获的只占总体非法

贸易的一小部分。 

看起来象牙非法贩运的大头是从非洲大陆经海运运输原牙：2009 到 2013 年查获

的象牙有超过 70%是大规模运输的原牙。向 CITES 报告的 2009 到 2013 年查获象牙

70%来自于东非，主要是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肯尼亚的蒙巴萨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

拉姆和桑给巴尔经常与大宗象牙查获有关。在乌干达被查获的大量象牙也表明该国起

到了进一步集结地的作用。看起来在该区域到乌干达或者可能苏丹存在着内部非法贩

运，这些国家起着中转国的作用。其次的贸易流来自西非，查获与尼日利亚和多哥有

关。这些象牙许多来自中部非洲，尤其是喀麦隆、加蓬和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

尔）。 

国际运输的主要机制似乎是集装箱海运（在海港、机场和陆地过境点的风险管

理、供应链安全和贸易便利化方面的良好做法案例，请见 UNODC-WCO 集装箱管制

方案）。根据查获记录，主要的集装箱运输中转国包括马来西亚（尤其是巴生港）、

越南（尤其是岘港和海防）、尼日利亚、乌干达、多哥、阿联酋和新加坡。最近也发

现利用空运的。一些媒体报道有使用混合装运的趋势，象牙被侦测到和犀牛角、狮子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rug-trafficking/container-control-programme.html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rug-trafficking/container-control-program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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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和穿山甲片装在一起，意味着这些走私链汇集在一起。大规模查获占主导地位和偷

猎在地理上的集中表明市场可能被少量巨头控制。 

（UNODC, 2016） 

 

案例：玻璃鳗非法贩运 

鳗鲡是一种在亚洲广泛消费的食物，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鳗鱼无法人工繁殖，

所以几乎全球的鳗鲡供给来自于野外。多数鳗鲡在幼苗大规模洄游季节，色素沉着之

前被捕捞。这些鱼苗被称为“玻璃鳗”，它们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养殖场被养殖到成

年大小。 

传统上，日本鳗鲡是食用的首选，但当日本鳗种群减少，欧洲鳗鲡的进口量开始

增大。根据 IUCN，日本鳗鲡被列为濒危，欧洲鳗鲡被列为极危。2009 年，欧洲鳗鲡

列入 CITES 附录 II 生效，2010 年 12 月，欧盟禁止出口欧洲鳗鲡。结果，对美洲鳗鲡

和菲律宾花鳗鲡的需求增长，大量欧洲鳗鲡的非法运输被发现。根据 WORLD WISE

数据库，2011 年到 2015 年间，至少 3.4 吨玻璃鳗被查获，相当于几百万条个体，在终

端市场，这些货值可达 700 万美元。 

从欧洲非法贩运玻璃鳗涉及从包括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等主要来源国直

接运输到东亚，主要是通过航空运输，货物经常被标记为水产品。这些玻璃鳗的价值

在终端市场可高达每公斤 2000 美元，因此空运是不吃亏的。一些被查到的货物则经东

欧国家（包括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匈牙利和北马其顿），以及摩洛哥和俄

罗斯中转。 

（UNODC, 2016） 

销售 

各种市场 

被非法贩运的野生动植物，包括活体动物、动物产品和衍生物，以及木材、植物、

植物材料和产品，被公开地或者私下地在各种市场上标价出售。这些违禁品被销售的

地点多种多样，从商店到实体市场到街头兜售，到发布广告进行私下销售或者商业性

销售，再到列在清单上或者餐馆的菜单上。在一些地方，野生动植物产品，即使它们

来源非法或包括濒危物种，也被公然展示和销售。在其它地方，它们可能只是在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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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要买时或者在中间人已经为卖家和买家建立起关系（为了确保非法销售不被有关

部门发现）后，才展示出来。根据商品的情况，也经常有违禁品和合法的产品混在一

起以掩盖它们的非法来源。一些卖家专门出售非法的野生动植物；其它卖家则在卖合

法的货物时同时出售。有些只卖给受信任的买家以避免被发现和拘捕；其他的则卖给

一般公众，包括那些不论所购产品或物种来源的买家。 

在线贸易 

互联网是合法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一个重要平台。它是交易者们的一个便利

的媒介，可以匿名地做广告和销售。而且，它可以直接销售给买家，这样就减少了中

间环节。尽管一些网络公司越来越提高了意识和警觉，网上的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的

激增还在继续。一些报告也指出使用社交媒体和“暗网”销售违禁的野生动植物的问题

（例如，见 Harrison et al, 2016; IFAW [undated]；如果需要进一步阅读有关暗网的情况，

参见教学模块系列网络犯罪教程）。 

定时监测社交媒体和在线销售网站已经成为发现和遏制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工作

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对在线市场的研究有助于发现其它趋势的变化，例如消费者

的偏好和市场对一些特定事件的反应（比如，新的立法、物种的保护级别升级）。然

而，许多国家不开展常规性的互联网调查去发现野生动植物贸易，它们只是采取这样

的监测以寻找已经立案的特定案件的进一步信息。很明显，作为现代社会野生动植物

非法贩运的主要市场之一，需要更全面的互联网调查。（Sung & Fong, 2018; Alacs& 

Georges, 2008）。 

案例：中国在线龟鳖市场 

一份于 2018 年出版的研究中国内地和中国香港龟鳖网络销售的报告表明，CITES

附录龟鳖的网络非法贩运正显而易见地发生，并有足够证据表明现有形式的贸易管制

是失效的。研究进一步表明龟鳖的价格随着 IUCN 评级上升而增长。值得关注的是，

最贵的五种龟都是极危物种，都属于闭壳龟属（Cuora）：周氏闭壳龟（C. zhoui;平均

售价为 38461 美元）、潘氏闭壳龟（C. pani;平均售价为 20940 美元）、金头闭壳龟

（C. aurocapitata;平均售价为 19872 美元）、百色闭壳龟（C. mccordi;平均售价 16667

美元）和金钱龟（平均售价 6418 美元）。越是野外、稀有的价格越高，显示了所谓的

“人为的 Allee 效应”，一种将经济市场对濒危物种威胁标准概念化的方法：稀有性提高

物品价格，不相称的高价格刺激对已经枯竭的野外物种的持续猎捕。 

该研究进一步表明龟鳖，无论是纯种还是杂交种，只要有特殊形态特征，价格都

尤其高。养龟者可能倾向于稀有或者奇特的形状。在本研究中，最贵的个体是一个白

https://sherloc.unodc.org/cld/en/education/tertiary/cybercri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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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巴西拟鳄龟（Chelydra serpentina）成体，售价 50800 美元。具有特殊颜色形态的野

生个体或种群会被作为生产所谓“设计龟”的对象。贸易中的杂交龟只占一小部分

（4%），然而其中有些价格很高。杂交龟因为作为“设计龟”的高变异性和形态上的独

特性，可能对业余爱好者来说很有吸引力。黄额闭壳龟（Cuoragalbinifrons）和锯缘摄

龟（Cuoramouhoutii）的杂交种比它们的亲本要贵 9 倍。生产杂交种不会引起野外龟的

灭绝，但是市场上杂交龟鳖的增多会带来更大的贸易管制困难。 

（Sung & J Fong, 2018） 

 

案例：来自东南亚的兰花网络非法贸易 

专门市场的线下销售仅限于人直接接触、直接从苗圃购买或参加国际兰花展，这

些经常使购买者产生昂贵的国际旅行费用，因此给消费者市场带来了限制。互联网无

疑让买家更容易找到一种特定的植物。特别是，大量在社交媒体平台上销售野生植物

的个体经营者不可能在线下接触到国际消费者，线下销售的主要的潜在收入来自于出

席国际兰花展。 

英国、泰国、中国台湾地区以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兰花行业相关从业者

的报告显示兰花互联网贸易在增长，尽管这不一定意味着线下市场在缩小。此外，社

交媒体在线商务平台带来的更大促进作用可能意味着兰花贸易商对这种销售方式的利

用在增加。此外，非法贸易从传统的电子商务平台如易趣（eBay）这个多年被观察的

平台，扩张到一些此前未被发现的平台，例如照片墙（Instagram）。 

网络兰花贸易平台的扩张和多样化表明，网络市场的碎片化特性突出了集中于某

一平台的政策作为执法手段的局限性。尽管各平台的地点、买方卖方类型和平台富有

变化，但也有一些显著的相似性，甚至在不同国家和语言之间有相似性。例如，脸书

（Facebook）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的贸易商中被普遍应用，而它在中国不可用，中国

更偏向于用阿里巴巴。 

（Hinsley,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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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课前练习：什么定义了非法野生动植物市场——以及它是怎么影响

你的 

下面的例子用于产生一些有关野生动植物市场的一般性的讨论，以及有关合法、

非法和伦理的问题。这些例子包括了一些参与者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会遇见的情景，并

作为那些之前从来没有见过对方的参与者们的“破冰”活动。本练习的进一步目标是告

诉大家区分合法和非法活动存在的困难，以及介入非法野生动植物市场过程中会出现

的法律上、实践上和伦理上的挑战。 

情景 1：象牙 

你预定了去坦桑尼亚参观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和攀登乞力马扎罗峰的旅行。在你启

程前的一周，你的未婚夫/未婚妻的母亲（即你未来的婆婆/岳母）要你带回来一个由象

牙雕刻的大象形状的装饰品。她喜欢收藏全世界的珍奇小物件，你的未婚夫/未婚妻告

诉你如果带回来这个象牙装饰会让他/她母亲非常高兴，这会促进你和他/她的关系。在

坦桑尼亚，象牙在公开市场上不容易买到，不过通过导游或者纪念品店主会很容易买

到。 

你会买它并带回来吗？为什么买？为什么不买？ 

 

情景 2：豹猫皮 

你 90 岁高龄的奶奶（奥地利人）去世，你从她那里继承到了一件时尚的毛皮大

衣。这件衣服是用豹猫（leopardispardalis）皮做的，该物种于 1990 年就被列入 CITES

附录 I。你的奶奶于 1993 年在当地的一家商店买的这件大衣。由于时间太久远，无法

了解当时卖主和你奶奶是否了解它是不是 CITES 附录的。现在这件大衣的价值是 3000

欧元。 

你是会穿它、卖掉它还是扔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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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 3：鱼翅羹 

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邀请你参加他在他家乡举行的隆重的婚礼。正式的结婚晚宴

（其中包括传统的粤菜晚餐）是婚礼的亮点之一。每个餐桌上的菜单卡列出了十道菜

的菜名。第三道菜的英文菜单上写着“fish soup”（鱼汤）。你的中国朋友告诉你这道菜

是鲨鱼翅汤，一种昂贵的、高价值的美味中国菜，传统上，它在许多中式婚礼上都

有。 

你该怎样做？你把汤留在那里不吃？大声抗议？愤而离席？礼貌地喝掉这碗汤以

取悦主人？ 

 

情景 4：浏览互联网 

你一个好朋友快过整生日了，你打算买一件有纪念意义的礼物送他。你这位朋友

是个棋迷，你浏览网络看了几个卖二手货的网站，因为你想买个古董棋盘给你朋友。

你在浏览一个买卖二手物品的公共、常用网站时，你看到这样一条：“非洲象牙制，才

买的，全新”。这位私人卖主说想低价卖，因为他要搬走了。 

你该怎么做？你会报案吗？向网站的维护公司举报？联系卖家告诉他/她卖象牙是

非法的？买下这个棋盘？略过这条继续浏览？ 

 

更多问题： 

请你阅读关于这四个情景的答案：是什么促使你下决心的？你下决定的标准是什

么？按你的观点，什么是合法的、符合情理的做法，为什么？ 

课堂练习：庭审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 

本练习的目的是使学员了解实际案例，这些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案例来自不同国

家，会使学员全面了解刑事审判过程，这包括犯罪的实施、调查、起诉和法庭程序。

这些案件进一步提出了与公诉野生动植物和非法贩运相关案件的有关证据和法律挑战，

并使学员初步了解 UNODC SHER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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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 

学员们分组，选择下面案例中的一个进行阅读并回答以下问题。每组需稍后在课

堂上展示其案例和回答。 

案例： 

· Lemthongthai v S(849/2013) [2014] ZASCA 131 (25 September 2014) 

· Yip v Director of Border Revenue [2012] UKFTT 165 (TC) 

· USA v Kha at al [2012] 

问题： 

·本案例涉及哪些物种？它是否是濒危/受保护的物种？它从哪里来？ 

· 非法贩运这些标本的方式、方法和路线是什么？ 

· 谁是犯罪者? 

· 这个案件是怎么被发现的？你在侦查和调查中有什么信息？ 

· 被告人被指控什么罪名？ 

· 简述一下庭审过程。 

 

https://sherloc.unodc.org/res/cld/case-law-doc/wildlifecrimetype/zaf/2014/lemtongthai_v_s_html/State_v_Lemthongthai_SCA.pdf
https://sherloc.unodc.org/res/cld/case-law-doc/wildlifecrimetype/gbr/2012/yip_v_director_of_border_revenue_html/UK-4.pdf
https://sherloc.unodc.org/res/cld/case-law-doc/wildlifecrimetype/usa/2013/us_v_jimmy_kha_aka_vinh_kha_felix_kha_and_mai_nguyen_and_wade_steffen_html/USA-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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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课堂结构 

本节包含通过三个小时课程获得学习成果的教学顺序和时间安排的建议。 

注意：建议的课堂结构仅供参考。由于学员此前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和了解千差万

别，讲师应根据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学生需求以及其他适当情况，对模块各部分内

容以及建议的时间进行调整。 

· 20 分钟 课前练习（作为引起讨论前的“破冰”） 

· 20 分钟 需求和消费（概述对各种野生动植物、动物产品和植物的利用，

包括案例和图片） 

· 20 分钟 术语和数据 

· 15 分钟 课间休息 

· 15 分钟 供给和需求 

· 15 分钟 野生动植物非法贩运的影响 

· 15 分钟 播放视频：《穿山甲的悲惨故事》 

· 5 分钟 讨论 

· 15 分钟 课间休息 

· 10 分钟 合法市场和非法市场 

· 15 分钟 犯罪者和网络 

· 15 分钟 地点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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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本节提供了（主要是）可开放获取材料的列表，讲师在基于本教程的课程上课前

可以要求学生阅读。 

· Lemieux, Andrew M & Ronald V Clarke, 'The International Ban on Ivory Sales and its 

Effects on Elephant Poaching in Africa' (2009)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451-471 

· Pires, Stephen F & William D Moreto,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Oxford Handbooks 

Online (2016) 

· Rosen, Gail E & Katherine F Smith, 'Summarizing the Evidence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Illegal Wildlife' (2010) 7EcoHealth24-32 

· Strydom, Hennie,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and the Illeg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in Pierre Hauck & Sven Peterke (eds),International 

Law and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2016) 264-286 

· UNODC,World Wildlife Crime Report(2016) 

 

https://watermark.silverchair.com/azp030.pdf?token=AQECAHi208BE49Ooan9kkhW_Ercy7Dm3ZL_9Cf3qfKAc485ysgAAAjcwggIzBgkqhkiG9w0BBwagggIkMIICIAIBADCCAhkGCSqGSIb3DQEHATAeBglghkgBZQMEAS4wEQQMDRQl2s3PnMMZ1FoRAgEQgIIB6kF64NrPKffeOrmdGcFCuHaK-yVKH0hDn8fOnEH05Euu-AS22QtlyCLcx4ZGFsVeLVAwq1q8IMy85eV5-Q8GH5i4vWhl-yH4USwmcUAT7JacAhW-VnPID7Uo8-uJWtOVMgI8yat2w9zOXq-dPwH5e1vUYv_iZGxEwINZG5BdhK99_JiAHtC1ZBm8HeMTK-fF7Fbwo6R2w1Roh2MbOeXgjoTg2kcn3f5aXLswWO9YelKBMQqIISyX0LfYuumNU0EimCXIK87X16ka3eXskk9PsHUXRTiNXno77z_VuyosvS1nYK9yEB-1VXmj2YNh9qd0VJSPYq6wFk1m2yAsrWPbbmnptnDstCJQrUKR1h5ksDypBwuqbgjX7jahmn3qcZyTFPt_hwI6vUGIH3AmNmHEFtNftDdHFR9NvSD8iUCXT0Qvf9EM3H5l5_J4L8woxiaRNvfbeaagYuupTKgXLxzYJfkGq4vsPGuTRmPLv9nwD68Zh18yU1dJIYXa_r4lAVrswdZs2ovIAD1NGv0uHMJ1f3TrPx0cU8Ku0-_ke8ODJqKemy5KlUD6nMzBRQ9NpBbbDR7YayLkxRUw3NNqQ2CNLLo1m0HSqG0X1NZdVBR24Bwftv3l2xeiyNl6HYFazCPfZA4ROtWDEULR4H4
https://watermark.silverchair.com/azp030.pdf?token=AQECAHi208BE49Ooan9kkhW_Ercy7Dm3ZL_9Cf3qfKAc485ysgAAAjcwggIzBgkqhkiG9w0BBwagggIkMIICIAIBADCCAhkGCSqGSIb3DQEHATAeBglghkgBZQMEAS4wEQQMDRQl2s3PnMMZ1FoRAgEQgIIB6kF64NrPKffeOrmdGcFCuHaK-yVKH0hDn8fOnEH05Euu-AS22QtlyCLcx4ZGFsVeLVAwq1q8IMy85eV5-Q8GH5i4vWhl-yH4USwmcUAT7JacAhW-VnPID7Uo8-uJWtOVMgI8yat2w9zOXq-dPwH5e1vUYv_iZGxEwINZG5BdhK99_JiAHtC1ZBm8HeMTK-fF7Fbwo6R2w1Roh2MbOeXgjoTg2kcn3f5aXLswWO9YelKBMQqIISyX0LfYuumNU0EimCXIK87X16ka3eXskk9PsHUXRTiNXno77z_VuyosvS1nYK9yEB-1VXmj2YNh9qd0VJSPYq6wFk1m2yAsrWPbbmnptnDstCJQrUKR1h5ksDypBwuqbgjX7jahmn3qcZyTFPt_hwI6vUGIH3AmNmHEFtNftDdHFR9NvSD8iUCXT0Qvf9EM3H5l5_J4L8woxiaRNvfbeaagYuupTKgXLxzYJfkGq4vsPGuTRmPLv9nwD68Zh18yU1dJIYXa_r4lAVrswdZs2ovIAD1NGv0uHMJ1f3TrPx0cU8Ku0-_ke8ODJqKemy5KlUD6nMzBRQ9NpBbbDR7YayLkxRUw3NNqQ2CNLLo1m0HSqG0X1NZdVBR24Bwftv3l2xeiyNl6HYFazCPfZA4ROtWDEULR4H4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2Fs10393-010-0317-y.pdf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2Fs10393-010-0317-y.pdf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wildlif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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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对有兴趣更详地研究本单元主题的学生以及讲授本单元的讲师，建议阅读： 

· Alacs, Erika & Arthur Georges, “Wildlife across our borders: a review of the illegal 

trade in Australia’ (2008) 40(2) Australian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 147–160 

· Broad, Steven et al,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Legal and Illegal Trade in Wildlife’, 

in Sara Oldfield, Trade in Wildlife: Regulation for Conservation, 2012, 3–22 

· Challender, Daniel W S et al, ‘Understanding markets to conserve trade-threatened 

species in CITES’ (2015) 187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249–259 

· EIA, In Cold Blood: Combating organized wildlife crime (2014) 8. 

· Nurse, Angus, Policing Wildlife: Perspectives on the Enforcement of Wildlife 

Legislation,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 UN ECOSOC, Commission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Criminal Justice, Illicit 

trafficking in protected species of wild flora and fauna and illicit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UN Doc E/CN.15/2003/8 (4 March 

2003) 

· Wellsmith, Melanie, ‘Wildlife Crime: The Problems of Enforcement’ (2011) 17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12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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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评价 

本节提供对课后作业的建议，以评估学生对模块的理解。练习部分提供了针对课

前或课堂作业的建议。 

个人家庭作业 

本练习的目的是让学员能够在当地市场的某一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中应用所学到

的知识，并认真思考解决方案。它进一步使学员独立研究一个本教程中没有涉及的物

种并进一步了解相关文件（包括学术论文、官方报告、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出版

物）。 

练习 

选择下面物种之一开展你自己关于这个物种的非法贩运的特征和程度的研究 

· 鹦鹉 

· 淡水龟鳖 

· 兰花 

写一篇 2000 字的文章，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介绍 

· 为什么这个物种是非法贩运的目标？ 

· 非法贩运的程度（数据、查获，……） 

· 诱捕/猎捕/收获性诱捕 

· 非法贩运和销售 

· 目的地和消费 

· 犯罪者和网络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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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练习 

可将关于野生动植物贩运上庭案件的课堂练习用于学生评估。 

 

 

 

 

 

 

 

 

 

 

 

 

 

 

 

https://www.unodc.org/e4j/en/wildlife-crime/module-1/exercises.html#module1exercis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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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教学工具 

本部分包含相关辅助教学资源的链接，如 PPT 幻灯片和视频资料，可帮助讲师讲

授本模块涵盖的问题。讲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使用相关资源。 

 

PPT 幻灯片 

见链接：Module 1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开源视频 

The tragic tale of a pangolin, the world’s most trafficked animal (USA) [13:15 minutes] 

Battle for the Elephants: Inside the Ivory Trade (USA, 2012)[3:26 minutes] 

Ivory Wars: Out of Africa, BBC Panorama[60 minutes] 

 

相关教程 

诚信与道德–教程 11：商业诚信与道德 

诚信与道德–教程 13：公众诚信与道德 

有组织犯罪-教程 3：有组织犯罪市场 

 

 

 

https://www.unodc.org/documents/e4j/E4J_Wildlife_-_Slides_-_Module_1_-_FINAL.ppsx
https://video.nationalgeographic.com/video/short-film-showcase/00000158-6476-d06c-a379-e6f785110000
https://video.nationalgeographic.com/video/00000144-0a29-d3cb-a96c-7b2d1ffe000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GauR55wQwI
https://www.unodc.org/e4j/en/integrity-ethics/module-11/index.html
https://www.unodc.org/e4j/en/integrity-ethics/module-13/introduction-and-learning-outcomes.html
https://www.unodc.org/e4j/en/organized-crime/module-3/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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