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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几千年来，砗磲一直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沿海居民赖以生存的肉
类来源。然而，在过去 50 年里，商业捕捞和非法猎捕活动的急剧增
加（将砗磲作为一种高价值的奢侈食品、将活体砗磲用于国际水族馆
交易，以及为观赏雕刻业提供贝壳）促使了砗磲在其大部分地区的过
度开发和数量的快速下降。
为了应对国际商业贸易的激增，所有砗磲种都被列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的附录 II，并受到大多数国家的国
家立法保护。世界上最大的砗磲种——库氏砗磲受到的威胁最大，其
大约一半的野生种群在某些地方要么数量严重减少，要么在局部地区
灭绝。 1

图像 2：一条由砗磲贝壳雕刻而成的龙。
资料来源：C. Larson。

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规模偷猎和非法交易砗磲仍然构成严
重威胁。过去三年，菲律宾多次查获大量砗磲贝壳，这表明，这种交
易背后的犯罪动态可能发生了变化。
2016 年通过分析卫星图像发现，作为偷猎砗磲的直接结果，中国南海有超过 104 平方公里的珊瑚
礁遭到破坏，其面积相当于近 20,000 个足球场。 2如果不对这种犯罪行为加以约束，像这样广泛的珊瑚
礁破坏可能会对这些水域的渔场的生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也会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破坏海洋环境等
更广泛的影响。
野生动物司法委员会（WJC）开展的开源研究发现，自 2016 年以来，菲律宾当局至少查获了 14 起
砗磲贝壳走私案，除其中一起外，其余均发生在 2019 年。查获量合计为 120,639 吨，总估值超过 8,500
万美元。大多数案件都涉及储存在菲律宾最西端巴拉望省沿海地区的贝壳，这些贝壳直接存放在几乎毫
无隐蔽性的露天场所。鉴于发现的量太大以及所涉地点，菲律宾当局认为储存这些贝壳的幕后黑手是一
个较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他们原本打算用船将其偷运出国。但到目前为止，只逮捕了一些与几起事件
有牵连的当地人。
这些砗磲贝壳最有可能走私到中国，也可能是日本。然而，目前尚未发现菲律宾查获的砗磲与上述
任何一个国家有直接联系。
在中国，砗磲贝壳被用于雕刻行业，可
以创造一系列产品，如雕像、珠宝和装饰
品，在中国市场上能卖出高价。据说这些半
透明的洁白贝壳一经雕刻，恍若象牙。据报
道，砗磲可能已成为了象牙的替代材料， 3而
象牙的全球贸易受到严格管制，中国国内的
象牙贸易则自 2017 年底起被禁止。 4日本的
雕刻业和砗磲贝壳市场也非常活跃，但我们
对此知之甚少。

图像 3：2013 年 4 月，中国海南省谭门镇，人们在码头上往上搬
运砗磲贝壳。
资料来源：Chen Xuelun/IC
1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7/12/171211120442.htm

WJC 的研究发现，自 2016 年以来，中国
是除菲律宾以外唯一报告查获砗磲贝壳的国
家。经查明，中国至少查获了 46 起与走私或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30/content_5155017.htm
http://www.vliz.be/imisdocs/publications/340612.pdf
4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30/content_5155017.htm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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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交易砗磲贝壳有关的案件。这些案件中只有两起涉及大量的未加工贝壳，而其他则为少量零售级别
的贝壳和贝壳工艺品。
中国报告查获的案件表明，砗磲的走私和交易与其他野生动物物种重合率很高，几乎有一半的案件
（22 起）都涉及多个物种的身体部位或相关制品。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在所有案件里的 17% 中，与贝
雕制品一起被查获的还有象牙雕刻和其他类型的象牙或类似象牙的制品（包括猛犸象牙和独角鲸牙）。
这可能表明，同一犯罪集团参与了中国两种商品的非法贸易。然而，最常与砗磲贝壳一起查获的是其他
海产品，特别是玳瑁龟壳工艺品、珊瑚、海马和其他海贝壳。这可能意味着海洋产品的供应链潜在上趋
于重合，例如来源地和/或走私路线。
虽然还不能确定中国砗磲贝壳工艺品非法零
售市场的实际规模，但被查获的工艺品数量不
多，这有可能表明存在着围绕未加工贝壳的投机
性投资策略。
尽管菲律宾查获的案件仅占报告案件总数的
四分之一，但相关违禁品的重量相当于这一时期
查获的所有砗磲贝壳或贝雕制品的 99%。WJC
担心的是，菲律宾查获的大量贝壳可能牵涉到了
有组织犯罪 5，因为协调采集和运输如此大量的
产品需要具备高水平的物流、组织和资金条件。
此外，菲律宾境外发现大量走私砗磲的情况较
少，这表明这种交易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处罚。

图像 4：2021 年 3 月在菲律宾巴拉望查获的 80 吨砗磲贝壳的
一部分。
资料来源：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通过这项研究，WJC 确定了一些关键的情报缺口，应进一步调查这些缺口，以便能够全面评估砗
磲贝壳交易所带来的威胁。这些情报缺口包括：
•
•
•
•
•
•

几乎完全没有发现未加工违禁品沿走私链的流动。
尽管有迹象表明中国和日本是这些贝壳的潜在目的地，但目前尚未发现通往这两个国家的走私
路线。
关于作案手法和目前的集中托运以及加工地点，还有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几乎没有关于大量储存贝壳这一现象背后的犯罪驱动因素和促成因素的信息。
腐败在砗磲非法捕捞和交易中所起作用的程度和性质尚未明了。
中国砗磲贝壳制品非法零售市场（以及日本合法市场）的真实规模和价值尚不得而知。

众所周知，犯罪网络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为应对加强的执法力度或面临的新机遇，犯罪网络可以迅
速转而交易新的商品或采取新的作案手法。因此，相关国家的执法部门必须对这一新趋势展开进一步调
查，以更好地了解推动砗磲贝壳非法交易激增的因素及其与有组织犯罪的潜在联系。为协助该方面的工
作，现强调以下关键问题，供中国、菲律宾和日本的有关当局考虑：
(i)
(ii)
(iii)

(iv)

5

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以解决上述情报缺口，并充分评估砗磲贝壳交易的威胁程度，以实施恰当
的、有针对性的、相对应的执法对策。
中国的实体市场和网上市场为进一步调查和接触交易网络以收集情报提供了潜在的切入点。
应利用情报分析和特殊调查技术来获取情报蓝图，并调查有组织犯罪的潜在作用。
重点在于评估可能使用砗磲贝壳作为象牙的替代品所带来的风险程度、象牙替代材料的持续交
易可能对维持象牙需求产生的影响，以及这可能对大象造成的长期持续性威胁。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UNTOC) 定义有组织犯罪的依据是实施行为的团体的性质和动机，而不是具体犯罪类型。
其标准为：三人或三人以上的有组织团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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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于直接或间接
获得经济或其他物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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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砗磲贝壳走私与有组织犯罪

图像 5：2019 年 10 月，一名菲律宾国家调查局探员正
在检查在桑托斯将军城查获的大批砗磲。
资料来源：Jun Pulido。

虽然数十年来一直存在大规模偷猎和非法交易砗
磲的现象，但最近菲律宾查获的商业规模的贝壳引起
了新的关注。迄今为止查获的最大一宗案件报告于
2019 年 10 月，共查获 120,000 吨贝壳，估计价值为
3,900 万美元。 6这起案件发生在菲律宾最南端的城市，
棉兰老岛上的桑托斯将军城，该城坐拥一个大型渔港
和国际海港，位于珊瑚三角海域的中心位置。此后，
菲律宾当局又查获了至少九起重大贝壳走私案，几乎
都发生在巴拉望省，这个位于中国南海和苏禄海之间
的菲律宾最西端的省份。这些案件涉及储存于多个战
略地点的大量贝壳，据说，走私团伙原本打算用船将
这些贝壳本走私出境。

菲律宾查获的案件已经引起 WJC 的注意，协调采集和运输如此大量的产品需要具备相当高的物
流、组织和资金条件，因此这些案件也许牵涉到了有组织犯罪。基于此，WJC 根据公开资料开始了以
下研究，希望能了解可能推动非法砗磲贝壳交易激增的一些因素。
除菲律宾外，中国是唯一一个报告查获砗磲贝壳的国家。在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间，中国报
告了至少 46 起与走私和危害砗磲贝壳有关的案件，包括非法运输、购买和出售。但这些案件中的 96%
涉及的都是零售级别的少量贝壳和贝壳工艺品，只有 1 起案件被发现与菲律宾有关。
据信，中国的大部分砗磲贝壳都来自南海的珊瑚礁，由于该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所以这起案件
到目前为止都可能只被视为涉及中国渔船队为中国市场非法捕捞贝壳的国内问题。然而，最近在菲律宾
查获的案件表明，这一交易可能具有跨国犯罪的性质。
尽管菲律宾查获的案件仅占这一时期报告案件总数的四分之一，但相关违禁品的重量相当于这一时
期查获的所有砗磲贝壳或贝雕制品的 99%。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参与了砗磲贝壳交易，且菲律宾以外的
地方都没有发生重大的查获事件，这便引发了许多需要进一步调查的问题，以查明犯罪的全部范围、走
私路线、作案手法，以及供应链背后的关键推动者。
有组织犯罪网络非常灵活，拥有快速适应新环境的资源。当有组织犯罪集团能够适应加强的执法力
度、发现新的漏洞或弱点加以利用，或新商品需求或利润机会出现时，就会发生犯罪转移。因此必须调
查并密切监测新出现的趋势，以了解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犯罪动态。

6

https://www.cnn.ph/regional/2019/10/29/Giant-clams-confiscated-GenS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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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背景
砗磲原产于太平洋、印度洋、中国南海和红海的热带水域
和浅水珊瑚礁。目前已知有 12 种砗磲，分布于不同的地理区
域，其中物种多样性最高的是珊瑚三角海域，包括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帝汶和所罗门群
岛的水域。 7
数千年来，捕捞砗磲一直是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沿海居民的
一项传统活动，柔软的砗磲肉是维持生计或仪式性食物的来
源，而巨大的贝壳则是用于一系列用途的有用材料。由于它们
数量多、分布浅、不移动，因此采捕起来相对容易。

快速了解砗磲
• 世界上最大的贝类。
• 现有 12 种砗磲。
• 最大的砗磲库氏砗磲可长达
1.3 米，重达 500 公斤。
• 砗磲能够建造和塑造珊瑚礁，
将水过滤，并为其他珊瑚礁生
物提供食物和庇护所。
• 它们雌雄同体，但并非自体受
精，而是依靠附近的其他同类
进行繁殖。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新市场的发展，出于商业目的进行的砗磲捕捞和远程外国船只的非法捕捞活
动急剧增加：砗磲肉作为一种高价值美食在东亚和欧洲部分地区的需求不断上升，活体砗磲用于欧洲、
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国际水族馆贸易，以及其贝壳最近在中国被用于观赏雕刻业。 8这导致了对砗
磲的过度开发，其大部分分布区域内的种群数量下降。
交易中最抢手的是库氏砗磲 (Tridacna gigas)（见图像 6）、扇砗磲 (Tridacna derasa)、鳞砗磲
(Tridacna squamosa) 以及长砗磲 (Tridacna maxima)。世界上
最大的砗磲种库氏砗磲受到的威胁最大，其大约一半的野生
种群在某些地方要么数量严重减少，要么在局部地区灭绝。 9
为应对砗磲国际商业贸易的激增，1983 年，两个物种
（库氏砗磲和扇砗磲）被列入 CITES 的附录 II。 10两年后，
该列表被扩大到整个砗磲科（现在被归类为砗磲亚科），涵
盖了所有已知的砗磲种。然而，由于中国台湾和马尔代夫等
一些与砗磲交易密切相关的主要参与方并非 CITES 的缔约
方，因此实施 CITES 关于砗磲的规定在过去一直阻碍重重。
11
另一个问题在于，CITES 的规定适用于国际贸易，但不适
用于一个国家内的当地采捕和国内贸易，而后者也可能会在
很大程度上发生。

图像 6：库氏砗磲，真正的大砗磲。
资料来源：Insight Philippines。

砗磲目前在大多数分布国都受到国家立法的保护。虽然对野生种群的商业开发被广泛禁止，且现正
开展各种管理工作，如制定海水养殖方案、捕捞配额和限制捕捞方法，但大规模偷猎和非法交易仍然构
成严重威胁。

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06320714004212 — 除了 12 个已知种外，还有一个未描述的隐存种。

8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9614524.2018.1467378

9

https://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7/12/171211120442.htm

10

http://www.vliz.be/imisdocs/publications/340612.pdf — 根据 CITES 的附录 II，允许进行砗磲的国际贸易，但要通过适当的许
可/证书进行监管。所有从海上引进的附录 II 中标本的贸易都需要有标本所在国的 CITES 管理机构颁发的证书。
11
马尔代夫于 2012 年加入了 CITES，而中国台湾不是 CITES 的公认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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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近期查获的重大案件激增
开源研究显示，自 2016 年以来，菲律宾当局至少查获了 14 起砗磲贝壳案件，其中 13 起发生在过
去的三年中。查获量合计为 120,639 吨，总估值超过 8,500 万美元（见下面的图片 1）。WJC 注意到，
在报告的案件中，砗磲贝壳的大小、质量和价格似乎有很大的差异，因此怀疑这些查获物的真实价值可
能还要更高。
在这些案件中，报告的数量从 1 吨到 120,000 吨不等，查获的 14 起案件中有 8 起发生在巴拉望
省。由于贝壳的大小和重量因砗磲的种类和年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无法计算出实际查获的贝
壳量。2016 年和 2018 年，菲律宾没有查获砗磲贝壳方面的报告，2017 年只有马尼拉报告过一次没收四
件贝壳的事件。因此，数据表明自 2019 年以来，非法采捕或至少是由于举报而被发现的案件数量急剧
上升。 12

数据 1：菲律宾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报告的砗磲贝壳查获案件
年份

重量（千克）

数量

2017
2019
2019

3,000
8,000

2019
2019

2,000
120,000,000

744,880
39,609,760

2020
2020
2020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2021
总
计：

144,000
25,000
1,000

5,958,033
517,103

12

80,000
10,000
16,467
200,000
150,000
120,639,467 千
克

4

报告的价值
（美元）
2,005,671
993,243

90
324
177

3,310,966
1,034,377
1,173,066
24,800,000
5,071,150
85,218,249 美
元

查获地点
马尼拉
八打雁
东米萨米斯省卡加延德
奥罗市
宿雾省科尔多瓦
南哥打巴托省桑托斯将
军城
巴拉望省巴拉巴克
巴拉望省布里卢延
巴拉望省泰泰镇
巴拉望省爱妮镇
巴拉望省约翰逊岛
东内格罗省巴亚万市
巴拉望省纳拉镇
巴拉望省西蒂奥格林岛
巴拉望省国王天堂岛

详情

外国买家

储存
储存于沿海地区
储存于沿海地区
小型砗磲，储存于沿海地区
储存于沿海地区
储存于沿海地区
储存
储存于住宅中
储存于沿海地区
储存于沿海地区

https://news.mongabay.com/2021/03/surge-in-seizures-of-giant-clam-shells-has-philippine-conservationists-w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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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2：菲律宾砗磲贝壳查获点地图。

图像 7：2021 年 4 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检查在巴拉望省查获的
200 吨砗磲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法国新闻社。
13

查获的大多数为储存在巴拉望省沿海地区
的贝壳，这些贝壳被存放在几乎毫无隐蔽性的
露天公共场所。巴拉望省是菲律宾唯一一个科
学家在野外发现库氏砗磲的地方，加上该省地
理位置偏僻，而且接近中国南海，因此是一个
主要的储存点。2020 年 12 月的一份报告表
明，巴拉望省巴拉巴克海滩沿线的 27 个不同
地点埋藏了 144 吨贝壳。 13据报道，2021 年 3
月在巴拉望省约翰逊岛查获了另一批 80 吨贝
壳，积聚如此大量的贝壳可能需要 6 个月至 1
年的时间。 14公开图片显示，这批查获品主要
是大型贝壳，似乎呈半石化状态。两份查获报
告明确提到标本呈半化石化状态。

https://www.facebook.com/palawanews/posts/updated-just-in-an-estimated-144-tons-of-giant-clam-tridacna-giga-shells-wereco/2746817158981165/
14
https://newsinfo.inquirer.net/1403479/giant-clam-shells-worth-3-3-million-seized-in-philippine-r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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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查获的量太大以及所涉地点，菲律宾当局认为这一系列案件的幕后黑手是一个较大的有组织犯
罪集团。当局表示，组织者招募当地人非法采捕贝壳，并储存在巴拉望沿海地区，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在
村官的监督下进行的。他们说，组织者声称得到了政府许可，可以进行贝壳交易，以此欺骗当地人。中
间人之后会回来付款并收取贝壳，这些贝壳很可能是通过船走私出去的。据报道，菲律宾砗磲贝壳的普
遍市场价约为 2,000 菲律宾比索/千克（相当于约 40 美元/千克）。 15
巴拉望省的许多查获行动都是根据举报进行的一系列联合行动的一部分，涉及警察、海军部队、海
岸警卫队和自然保护官员。 16 这表明了菲律宾当局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在几次查获行动中，执法部
门已经成功逮捕了多名涉案人员，但到目前为止，落网的只有当地人。而买方国籍或违禁品具体目的地
则毫无线索。情报显示，中国可能是这些贝壳的最终市场，但有关当局并未公开说明这一猜测。
砗磲在菲律宾的法律地位
2001 年在菲律宾水域发现的七种砗磲被列入稀有、受威胁和濒危水生物种名单（208 号
渔业行政命令）：库氏砗磲、扇砗磲、鳞砗磲、长砗磲、番红砗磲、砗蚝和瓷口砗磲。
根据 2015 年修订的 1998 年《菲律宾渔业法》第 102 节，捕捞或带走、捕捉、采集、出
售、购买、持有、运输、出口、转运或运出稀有、受威胁或濒危水生物种属于犯罪行为。刑
事定罪可判处 12 至 20 年的有期徒刑，并处罚款、没收产品、取消所有捕捞许可证。

中国的砗磲雕刻业
砗磲素有“贝王”、“海中玉石”和“海中白金”的美称，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极受珍视，特别是
佛教徒，他们认为用砗磲贝壳制作的雕刻品或佛珠象征着吉祥如意。 17
中国砗磲雕刻行业的大规模商业化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在潭门出现了第一批加工企业，主要
从事佛珠加工。潭门是一个渔村，位于中国最南端的省份海南岛的东南侧，地处中国南海之滨。南海的
珊瑚礁被认为是中国雕刻业砗磲的主要来源。
几十年前，渔民们捕获砗磲后取其肉，然后将贝壳扔回大海。据报道，大多数渔民都知道在哪里可
以找到这些被扔掉的贝壳，由此为雕刻业供应原
料，而那些死去多年的砗磲则是首选，它们的壳会
因长年被埋在海底而变硬，更适合加工。 18半透明
的砗磲贝壳一经雕刻，恍若象牙，据说中国的工匠
们将贝壳当作另一种维持雕刻业丰厚利润的媒介，
大型贝壳被雕刻成雕塑，中等大小的贝壳则被用来
制作珠子和珠宝产品。然而，在 2000 年代初，随着
需求的急剧上升，渔民转而采用非法方法直接从珊
瑚礁中偷猎砗磲，如疏浚和钻探技术，以及使用船
用螺旋桨和锚将珊瑚礁打破后撬出砗磲。 19据报
道，随着贝壳手工业在潭门的蓬勃发展，大量砗磲
图像 8：2015 年 8 月，海南省谭门镇，一名工匠在砗磲贝
被密集地从中国南海的珊瑚礁中采捕出来。 20

壳上雕刻图案。
资料来源：Meng Zhongde/IC。
15

https://newsinfo.inquirer.net/1454331/p250-m-giant-clam-shells-seized-in-palawan

16

https://news.mongabay.com/2021/03/surge-in-seizures-of-giant-clam-shells-has-philippine-conservationists-wary/

17

http://www.budaedu.org/budaedu/buda2_11.php — 砗磲被列为佛教七宝之一。 “砗磲”这一名称在古汉语中（大砗磲 — Da
Che Qu）的意思是"大马车的车轮"，因为砗磲的表面非常大且粗糙，据说很像马车车轮凹凸不平的凹槽。
18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839/in-chinas-hawaii%2C-an-end-to-small-fortunes-from-giant-clams
19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839/in-chinas-hawaii%2C-an-end-to-small-fortunes-from-giant-clams

20

http://www.vliz.be/imisdocs/publications/34061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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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00 年代中期，潭门成为交易的中心，吸引了来自中国其他各省
份的工匠，他们在贝壳上雕刻出更复杂的样式，创造出了可以卖出更高
价格的产品。随着行业的发展和利润的增长，海南的渔船队逐渐将捕捞
砗磲作为其主要营生方式，并建造了更多可以航行更远距离的大型渔
船，以捕捞更多砗磲。
据悉，2013-2014 年，潭门的砗磲雕刻热潮达到顶峰时，约有 150
家加工作坊为 900 家工艺品店提供砗磲制品。平均每家贝壳工艺品店的
月收入约为 10 万元人民币（在当时相当于大约 16,250 美元），比砗磲
流行前高出约 20 倍。 21砗磲贝壳的价格因大小、状况和颜色而异。中国
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个大型未加工贝壳的价格在 2010 年至 2016
年间上涨了 40 倍，达到约 12,000 美元，而一件优质雕刻品的价格最高
可达 106,000 美元。 22
为应对国际和环境压力，2017 年 1 月，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
新的法规，有效地禁止了海南所有 10 种砗磲的商业贸易。 23这项禁令招
致了从事该行业多年的当地渔民和贸易商的批评，他们称，这几乎没有
给他们留一点清理库存和转行从事其他生计的时间。 24

图像 9：2019 年 2 月，福建省莆
田市非法出售的砗磲雕像。
资料来源：Zhao Xinyi。

两年后的 2019 年，调查人员发现，潭门仍有
100 多家工艺品商店，但其中仍在营业的只有不
到 20%。还发现许多店铺都有存放砗磲贝壳制品
的密室，而且可以在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订
购，发往他处。此外，2019 年，在海南省的其他
地区，如海口和三亚，以及更远的广东省和福建
省，发现有数百家店铺公开销售据说来自潭门的
砗磲贝壳制品。 25这些报告的调查结果表明，中
国的非法砗磲贝壳交易仍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
在，并且有一个明确的供应区域。
图像 10：2019 年，一位潭门当地妇女从已经关门歇业的砗磲
手工艺品店铺前经过。
资料来源：Chinanews.com

雕刻业的迅猛发展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对全
球象牙贸易的严格监管、雕刻工具和技术的改进、中国国内
旅游业的增长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除此之外，中国在国内
出台的象牙贸易禁令于 2017 年底生效， 26这一禁令的严格执
行可能会推动砗磲等象牙替代品的贸易出现新增长。
2016 年通过分析卫星图像发现，作为偷猎砗磲的直接
结果，中国南海有超过 104 平方公里的珊瑚礁遭到破坏，其
面积相当于近 20,000 个足球场。 27如果不对这种犯罪行为加
21

图像 11：2018 年 9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家
店铺陈列的砗磲贝壳制品。
资料来源：Zhao Xi nyi。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839/in-chinas-hawaii%2C-an-end-to-small-fortunes-from-giant-clams

2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1422538_Shell_trade_pushes_giant_clams_to_the_brink

23

http://hnsthb.hainan.gov.cn/xxgk/0200/0202/zwgk/zcfg/201901/t20190106_2123448.html

24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7/01-05/8114488.shtml

25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4054/life-in-the-wake-of-hainans-clam-shell-clampdown;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47431.shtml
26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30/content_5155017.htm
27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animals/article/south-china-sea-coral-reef-de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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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约束，像这样广泛的珊瑚礁破坏可能会对这些水域的渔场的生存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也会造成生物多
样性丧失和破坏海洋环境等更广泛的影响。2016 年至 2018 年间，对卫星图像的持续监测表明，中国南
海的砗磲偷猎活动急剧下降，可能与该地区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有关。但据称自 2018 年以来，又有砗
磲捕捞船重新涌入该地区。 28虽然大量采捕已经破坏了南海的许多珊瑚礁，并使砗磲的数量明显减少，
但他们可能还需要寻找更多或新的贝壳来源，以继续满足该行业的需求。
砗磲在中国的法律地位

库氏砗磲从 1989 年到 2021 年一直是中国法律保护的唯一一种砗磲，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中的一级保护物种。在一次重大更新之后，2021 年 2 月，又有五种砗磲被列入二级保
护物种名单：扇砗磲、鳞砗磲、长砗磲、番红砗磲和砗蚝。
根据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一级保护物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交易，而二级保护物种则
受到保护，只能在省级政府颁发许可证的情况下进行交易。该保护法禁止销售、购买和使用国家保
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包括在网络平台上。科学研究、圈养繁殖、展览和其他特殊情况除外，在这
些情况下会制定严格的许可规则。
根据《刑法》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
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如果法官认为情况极其严重，走私珍贵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个人也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
2017 年 1 月 1 日，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海南省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涵盖了《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当时只有库氏砗磲）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I
里的 10 种砗磲）中的所有砗磲种。该规定禁止挖掘、捕捞、销售（包括在电子商务平台上）、购
买、使用和运输这些砗磲及其任何制品。该规定有效地全面禁止了海南省的砗磲商业贸易，违规者
将被处以所涉制品价值二至五倍的罚款，并可根据《刑法》对刑事违法行为进行起诉。

图像 12：2016 年，在海南省出台禁止砗磲贸易的规定之前，囤积在谭门的大量砗磲
珠。
资料来源：Farah Master/ Reuters。

28

https://amti.csis.org/chinas-most-destructive-boats-return-to-the-south-china-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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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砗磲贝壳的查获情况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间，开源研究 29表明，中国报告了 46 起与走私或危害砗磲贝壳有关的
案件，包括非法运输、购买和出售。在这些案件中，有 21 起查获的是未加工砗磲贝壳，19 起查获的是
贝壳雕刻制品，6 起同时查获了未加工贝壳和雕刻制品。以下对中国报告的查获情况的分析提供了砗磲
交易某些方面的一些有限信息，但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才能确定砗磲贝壳供应链的贩运路线和作案手法。
研究期间，中国每年都报告了查获砗磲贝壳或贝壳制品的案件，如下面的数据 3 所示。查获的案件
量从 2018 年的 6 起急增至 2019 年的 18 起，然后在 2020 年下降到 10 起。这一高峰似乎是由于与前几
年相比，砗磲贝壳或贝壳工艺品的非法交易案件增加或被发现所致。这可能是中国严格执行象牙贸易禁
令后，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的结果。也许是由于与新冠疫情有关的限制和动态变化，2020 年报告的案
件相对减少，但和 2016-2018 年相比，与查获非法交易有关的案件量仍然很高。
尽管中国被怀疑是储存于菲律宾的砗磲贝壳的目的地，但没有任何相应的报告表明中国在同期查获
了大量贝壳，无法证明两国之间存在供应链关系，而目前只有极少量的情报确认两国之间存在这种联
系。中国的 46 起案件中只有两起涉及大量贝壳，而 96%（44 起）都与走私和非法交易少量零售级别的
贝壳和贝壳工艺品有关。开源研究也无法确定其他国家的砗磲贝壳查获情况。菲律宾境外发现大量走私
砗磲的情况较少，这表明这种交易基本上都没有受到处罚。

数据 3：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中国报告的查获砗磲贝壳的案件数量和类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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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沿海几乎每个省都有查获砗磲贝壳的报告，所查获案件中的 41% 发生在广东省（19 起），其
中大部分发生在广州和深圳等主要城市。其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5 起），都是从越南走私到中国的砗
磲。尽管海南省是贝雕行业的中心，并且自 2017 年起实施了砗磲交易禁令，但在此期间，海南省仅报
告了四起查获案件。

29

资料来源包括中国裁判文书网官方服务（https://wenshu.court.gov.cn/）上记录的定罪情况，以及媒体报道。

30

在该图表中，非法交易是指在中国境内查获的非法运输、购买或销售砗磲的案件。走私则指在边境口岸查获进入中国的砗磲贝
壳或贝壳制品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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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4：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报告的查获砗磲贝壳的地点。 31

青海（1 起）
山西（1 起）
陕西（1 起）
北京（3 起）
天津（1 起）
山东（1 起）
江苏（3 起）
上海（3 起）
安徽（2 起）
浙江（3 起）
福建（1 起）

云南（1 起）

广东（19 起）
广西（5 起）
海南（4 起）
[注：两起大批量缉获案件均发生在海南]

走私路线与手段
在报告查获的案件中，几乎有一半（20 起）涉及向中国走私未加工砗磲贝壳或贝壳制品。其中 6
起案件是通过空运走私砗磲产品，要么是作为空运货物托运，要么是乘客通过手提行李随身携带；5 起
据报道是通过船只或船舶走私，其中有 2 起为游轮乘客通过手提行李携带产品；4 起是利用车辆跨越陆
地边界走私产品；还有 3 起是在国际邮政包
裹中发现走私产品。两起案件未说明运输方
式。

图像 13：2013 年 4 月，海南省潭门镇，砗磲贝壳被从一艘船上卸下。
资料来源：Chen Xuelun/IC。
31

只有少数走私案件显示与中国境外的地
点有明确联系。其中有 6 起案件与越南有
关，2 起与日本有关，1 起与菲律宾有关。
虽然这些案件可能提供了一些砗磲进入中国
的潜在入境点和走私路线的线索，但现阶段
发现的案件太少，规模也太小，所以意义并
不大。只有两起案件涉及大量违禁品。2018
年 7 月，在海南省谭门镇渔港的一艘中国渔
船上查获了 2,094 件未加工砗磲贝壳。据
称，该船的船长从一艘在南海西沙北礁被拦

注：由于有两起案件涉及了多个查获地点，因此该地图显示的是与 46 起案件相关的 49 个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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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的越南船只上缴获了这批违禁品，并打算在潭门镇出售。 该案件于 2020 年 6 月被起诉，船长被判处
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 元（4,625 美元）。当局报告，这批货物价值 628,000 元人民币
（96,825 美元）。 32这些贝壳的来源未得到证实，但很可能是从中国南海的珊瑚礁偷猎的。
第二起重大案件中，警方于 2021 年 5 月在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的一家店铺查获了 200 公斤砗磲雕
刻制品（珠宝和饰品）。警方由此摸查出了在海南省琼海市供应这些制品的加工厂，并在工厂内又查获
了 1,300 公斤的未加工砗磲贝壳。与此案有关的六名嫌疑人已被逮捕。 33此次查获发生在中国对另外五
种砗磲提供法律保护之后，也是研究期间福建省报告的唯一一起案件。据信，该省存在一处重要的零售
市场。进一步调查加工厂这一举动可能表明，中国执法部门已经加强对该问题的关注。从工厂查获的大
量未加工贝壳也表明，尽管 2017 年出台了加强法规，但海南雕刻行业得到的贝壳供应并未完全停止。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查获的几起案件表明，有数量
较小的砗磲贝壳从越南进入中国，有的是通过东兴市码头的
船只，有的则是通过陆路的车辆。例如，2018 年 9 月查获了
26 件大型未加工砗磲贝壳，当时两名中国涉案人用拖拉机从
九界河码头将这些贝壳运到某家物流公司，准备运往中国其
他地区。他们受雇于另一名中国人。据称，此人为一位不知
名的越南嫌疑人工作。这三名中国涉案人均被起诉，于 2019
年 3 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并分别被罚款人
民币 20,000 元（约 3,076 美元）。 34
然而，在过去六年中，无论是中国渔船在南海捕捞的，
还是可能通过船只从菲律宾或其他地方走私的未加工砗磲贝
壳，都没有在中国境内被大量查获，这表明货物在抵达中国
时或在成功走私到中国后的分销过程中未被发现。

图像 14：2018 年 9 月在东兴市查获的 26 件大
型砗磲贝壳。
资料来源：东兴海关。

2014 年查获的重大砗磲贝壳案件
2014 年 8 月查获了 250 吨砗磲贝壳，但这起案件发生在研究期之前，并未包括在本报告的分析
中。当时，海南省的海岸警卫队在南海中建岛以北附近拦截了一艘中国船只进行检查，之后将其扣
押。船长被指控未经许可非法运输贝壳，并于 2018 年 11 月被处以人民币 1,120,500 元（172,344 美
元）的罚款，罚款金额为装运货物估计价值（373,500 元人民币，约合 57,448 美元）的三倍。船长
试图上诉，理由是这批货物不是砗磲贝壳，而是"化石"，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它们是用于销售的，但
法院驳回了上诉。这起案件值得注意，因为它是中国此前唯一一起大批量查获案件，与菲律宾最近
的查获案件规模相当。

与其他野生动物制品的重合
中国报告查获的案件表明，砗磲的走私和交易与其他野生动物物种重合率很高，几乎有一半的案件
（22 起）都涉及多个物种的身体部位或相关制品。
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在 8 起查获的案件（所有案件中的 17%）中，与贝雕制品一起被查获的还有象
牙雕刻和其他类型的象牙或类似象牙的制品（包括猛犸象牙、独角鲸牙和某种“鲸牙”）。其中两起案
件还涉及犀牛角制品和盔犀鸟的盔突。在这 8 起案件中发现的重合情况表明，同一犯罪集团参与了中国
两种商品的非法交易。从这些案件来看，尚不明确这种重合是否表明其他象牙类制品的市场可能被用作

32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948aeba74ded4056b5dcacc401295637

33

https://v.qq.com/x/page/f3246zd7eoe.html

34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a243ad3472ec4e0b9c6caa8e00332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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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进行象牙制品交易的掩护，或者市场偏好是
否会由于象牙贸易禁令的严格执行而转向象牙替代
材料，但这一假设将在“中国象牙贸易禁令和替代
材料的使用”部分进一步讨论。查获的八起案件中
有六起发生在中国实施禁令之后，这可能表明中国
打击象牙交易的努力有了成效。还值得注意的是，
其中两起案件涉及从日本（日本有合法的国内象牙
市场）采购砗磲和象牙制品，然后将其走私到中国
进行非法交易。这两起案例将在下文“潜在关注
地：日本”一节中进一步描述。
最常与砗磲贝壳一起查获的是其他海产品，特
别是玳瑁龟壳工艺品（12 例）、珊瑚（5 例）、海
马（2 例）和其他海贝壳（鹦鹉螺、海螺、唐冠螺
等）。在一起涉及海马的重要案件中，两名中国涉
案人从广东省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中越边境，安
图像 15：砗磲贝壳被雕刻成一系列的装饰品和珠宝，包括
排从越南醉美特产店的老板那里发运数千件干海马
仿制象牙——潭门镇，2016 年 8 月
和海龙。这些制品据称是通过非官方边境口岸从越
资料来源：Mei Lin Neo。
南走私到中国的，并于 2019 年 3 月通过顺丰快递
服务运往广东省和安徽省的一些地址。执法部门对这些
地址进行了突击搜查，逮捕了三名嫌疑人，并查获了
44,691 条干海马（87.15 公斤）和 1,815 条干海龙（11.8
公斤），以及砗磲、其他贝壳和疑似海鲶。三名犯罪嫌
疑人均于 2020 年 6 月被定罪，分别被处以 10 年有期徒
刑和没收个人财产 1,000,000 元人民币（154,237 美
元）、6 年有期徒刑和 300,000 元人民币的罚款（46,271
美元），以及 3.5 年有期徒刑和 150,000 元人民币的罚款
（23,135 美元）。 35
本案中的这一重合情况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众所周
知，越南和菲律宾这两个国家是非法海马贸易的主要来
源地 36，同时也被怀疑与中国的砗磲走私有关联。再加
图像 16：最常与砗磲贝壳一起查获的是其他海产
上涉及玳瑁龟制品、珊瑚和其他贝壳的各种其他案件，
品，例如干海马。
资料来源：A. K. Y. Wan
这表明海产品供应链中存在潜在的重合，例如来源地点
和/或走私路线。这一假设与 WJC 自己的调查结果一致，该调查发现许多野生动物贩运网络涉及多种物
种，在共同节点存在重合，如关键推动人和走私点。

对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的利用
在已报告查获的案件中，仅有一半以上（26 起）涉及砗磲贝壳或贝壳工艺品的非法零售贸易。其中大
多数（21 起）为在实体店或市场摊位进行的交易，而有 12 起涉及在线交易。某些情况下，实体店也会
在线上销售产品，例如海南省海口市的两家"海南贝壳厂"店铺，也在网上购物平台淘宝网上进行了注
册。在 12 起涉及线上交易的案件中，微信是购买或销售砗磲贝壳制品最常用的平台。

35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98031f00b01d4ce3a9e5ac2d00311ea7

36

https://news.mongabay.com/2019/03/seahorse-trade-continues-despite-export-bans-study-f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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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最近的报告显示，许多电商网站仍在销售来自海南省的砗磲贝壳制品，使用"玉化贝壳"和
"南海"等代号来绕过关键词屏蔽。 37网上卖家还会使用"五爪贝" 38或"车渠" 39这样的错别字来指代砗磲。
一份报告称，在某电商平台上使用关键词搜索砗磲贝壳制品后，该平台的算法会继续向用户推荐砗磲贝
壳制品和"类似"产品，包括高价值的象牙珠串。 40在初步研究中，WJC 还观察到，阿里巴巴、1688、京
东和百度等各种电商平台上都存在公开广告销售砗磲贝壳制品的现象。然而，要对这些广告进行有意义
的分析，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研究。
鉴于社交媒体应用程序的运作方式及其提供的功能，比如可以让用户隐蔽地展示非法商品的微信朋
友圈，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电商平台，人们更有可能在这里开展犯罪性质的活动。
中国加强了对微信犯罪行为的执法力度，这对野生动物交易"业务"产生了影响，并使得交易者改变
了他们的沟通方式。对中国法院判决书数据库的分析显示，自 2014 年以来，由于在微信上或通过微信
进行的调查，中国因野生动物犯罪而被定罪的罪犯数量在稳步增长。此外，WJC 自己的调查发现，在
2020 年期间，越南的几名高级别野生动物交易人表示，他们有意避免在微信上讨论野生动物“业
务”，而宁愿使用 WhatsApp——一款在中国大陆被禁止使用的美国通讯应用程序。交易人员使用的另
一个技巧是在微信上交流时只发送语音信息，从而将通过关键词搜索发现犯罪的风险降到最低。

图像 17：京东上广告销售的砗磲贝壳制品示例，价格从 153 元人民币到 7,519 元人民币（23 美元到 1,162 美元）的各种项链、手串
和念珠。

37

http://china.qianlong.com/2020/0703/4368944.shtml

38

http://www.chinanews.com/sh/2021/04-25/9463492.shtml

39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2/02/c_1127052042.htm

40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1-02/02/c_11270520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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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象牙贸易禁令和替代材料的使用
中国国内的象牙贸易在 2017 年底国家禁令生效后便停止了。 41在此之前的 2006 年初，中国传统象
牙雕刻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2代表着北方和南方两种不同的风格，一些来自北京和广
州的工厂和雕刻大师出现在了专业雕刻师的名单上。2016 年宣布全面禁止象牙交易时，国务院通知特
别鼓励象牙雕刻技艺转型，"对此类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抢救"、"引导用替代材料发展其
他牙雕、骨雕等技艺"。 43
该指令鼓励在雕刻行业使用替代材
料，推动雕刻制品市场持续发展，但实际
上提高了象牙替代品贸易和需求增加的潜
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2021 年 5 月从海
南省琼海市的加工厂查获了 1,300 公斤未
加工贝壳、8 起查获同时涉及象牙和其他
象牙制品的砗磲贝壳案件，以及菲律宾储
藏大量砗磲贝壳的未确认的目的地，这些
都更令人担忧。
此外，积极推动象牙“替代”材料市
场的发展也可能使象牙作为“终极”的象
图像 18：库氏砗磲贝壳。
牙制品需求而持续存在。在需求持续存在
资料来源：Dimitris Vetsikas/ Pixabay。
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市场被推向地下。
尽管中国对象牙贸易的严格执法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需求，但替代材料的持续贸易可能会对大象构
成长期威胁。
这一指令的潜在影响可以从中国的猛犸象牙贸易中看出。2017 年，随着象牙贸易禁令的逐步实
施，猛犸象牙不再被视为收藏家的独家藏品，而是似乎成为了象牙的真正替代品。猛犸象牙目前在中国
只要有许可证就可以进行合法交易，从只在专卖店出售到销售给雕刻师和供应商，再到用于大量生产小
型珠宝和筷子。 44成为象牙的合法替代品后，猛犸象牙的交易被吹捧为减少偷猎事件和象牙需求的有效
解决方案。然而，环保主义者和社会活动人士认为，猛犸象牙贸易是支持犯罪行业的一种方式，反而可
能会带来漏洞，为象牙贸易贴上错误的标签并进行相关交易。 45
2020 年 8 月，WJC 对中国电商平台上的猛犸象牙和其他类型的替代象牙制品的供货情况进行了一
些初步研究。在与 23 名在网上提供猛犸象牙制品的卖家进行秘密接触时，大多数卖家都表示，交易象
牙的风险太大，因为当局正在对贸易商和买家采取"严厉措施"。研究发现有四个卖家愿意并/或能够出售
象牙，但需要进一步调查以核实他们获得象牙制品的实际能力。
研究还发现了电商平台上出售的其他类型的牙，包括海象牙（不受保护）和独角鲸牙（受保护物
种）。据观察，就相对类似的制品而言，独角鲸牙的价值比猛犸象牙高得多。有关许多这些象牙替代材
料的供应链的已知信息还太少，但鉴于它们在中国的雕刻业中越来越多地被用作象牙的替代品，应该对
它们进行密切监测。

4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30/content_5155017.htm

42

http://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4002

43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30/content_5155017.htm

44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45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6/08/wildlife-woolly-mammoth-ivory-trade-legal-china-african-elephantpoaching/
页码 | 17

机密

潜在关注地：日本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渔业产品进口国之一，以前
被公认为是砗磲肉和贝壳的主要进口国。 46在菲律宾最近的一篇媒
体文章中，巴拉望省的一名官员指出，日本和中国是所查获砗磲
贝壳的潜在目的地，并称“将有一艘中国或日本船只来装运这些
呈化石状态的砗磲”。 47
在中国发生的两起走私案也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们表明日
本是加工砗磲贝壳制品的来源地。第一起案件涉及 2019 年 1 月通
过空运从日本大阪向中国北京走私数百件野生动物雕刻制品。北
京海关在涉案人的行李中查获了砗磲制品 497 件、象牙制品 214
件、红珊瑚制品 107 件。涉案人购买这些制品打算在其位于北京
的两家古董店以及通过微信进行销售。对其店铺进行突击检查后
又查获了 226 件象牙制品和 131 件红珊瑚制品。该涉案人于 2019
年 12 月因走私和非法出售野生动物制品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
8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80,000 元（12,348 美元）。 48
在第二起案件中，两名中国涉案人于 2019 年 8 月至 9 月期
间，通过第三名中国涉案人在日本购买了象牙雕刻品、贝壳、玳
瑁龟壳和红珊瑚制品。第三名涉案人通过一家国际物流公司协调
将制品运往上海，并通过其他四人在中国境内协助清关和后续运
输。在两名涉案人的家中共查获超过 14 公斤象牙制品，以及 62
克贝壳制品、34.5 克红珊瑚制品和 3 克龟壳制品。这两名涉案人
于 2020 年 7 月被定罪，并分别被判处 6 年有期徒刑和 250,000 元
人民币的罚款（38,590 美元）以及 1 年有期徒刑和 190,000 元人民
币的罚款（29,328 美元）。 49

图像 19：饰有一扇贝壳的日本古代人形
象牙雕件。
资料来源：Bonhams。

图像 20：用砗磲贝壳雕刻而成的菊花状
日本坠子。
资料来源：Ebay。

尽管上述两起案件涉及的制品数量相对较少，但它们表明贝
壳雕刻业在日本仍然很活跃。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案件中的商人更倾向于从日本采购野生动物制
品，但据猜测，他们可能认为这比在中国本土采购的风险更低。
任何种类的砗磲都没有被列入日本保护物种红色名录， 50只有 CITES 附录 I 中的物种受日本《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保护法》的约束。 51进一步看来，砗磲可能只在冲绳县内受到当地保护。 52众所周知，日
本拥有庞大的国内象牙市场和象牙雕刻业，为此，日本于 2018 年 6 月出台了更严格的法规 53以解决国
际社会担心的问题，即监管漏洞助长国内非法象牙贸易和大量未加工象牙与加工品被非法出口至中国。
54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日本加强的法规生效后，而这些偷运出日本的制品未被发
现。日本拥有活跃的贝壳雕刻业和市场，象牙市场也相当活跃，因此吸引了大量贸易商来采购产品。我

46

http://www.vliz.be/imisdocs/publications/340612.pdf

47

https://www.gmanetwork.com/news/news/regions/784120/4-suspects-nabbed-in-palawan-for-selling-200-tons-of-giant-clamsworth-p1-2b/story/
48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4d31bf87182f4369a339ab7d000c8572
49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c1ace863953142fc95adac00010733d6

50

http://www.env.go.jp/press/files/jp/114457.pdf

51

https://www.env.go.jp/nature/kisho/kisei/en/species/index.html

52

http://www.vliz.be/imisdocs/publications/340612.pdf;
https://www.pref.okinawa.jp/site/norin/suisan/chouseikisoku/documents/r02kisoku.pdf
53
https://www.env.go.jp/nature/kisho/kisei/en/conservation/ivory/general/index.html
54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7/WorkingDocs/E-CoP17-57-06-R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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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目前对日本砗磲贝壳产业的规模、贝壳的来源（无论是来自野生种群还是海水养殖），以及该产业的
监管或控制水平知之甚少，但这些因素都表明日本是一个应开展进一步调查的潜在关注地。

新冠疫情的影响

图像 21：2016 年 8 月，在潭门镇发现的保持原始贝壳
形状的精致雕刻品。
资料来源：Mei Lin Neo。

WJC 发现，在 2019 年之前，从非洲运往亚洲的象
牙数量创下新高， 55但自 2020 年以来，新冠疫情危机
明显遏制了象牙走私的可能性。由于中国加大了执法
力度，东南亚地区 2019 年已经开始出现象牙囤积现
象；而疫情期间的出行限制、运输困难和加强的边境
安防措施使该现象更加严重。据了解，越南、老挝和
柬埔寨的象牙囤积均有所增加。 56野生动物司法委员会
的调查还表明，在中国的地下零售市场上可以买到的
象牙雕刻品越来越少，而且由于中国当局正在对卖家
和买家采取"严厉措施"，因此中国商人不愿出售这类
制品。象牙市场的这些变化可能会导致其他更容易获
得的材料被采购以替代雕刻行业中的象牙，例如砗磲
贝壳。

同时，大量砗磲贝壳囤积在菲律宾似乎并不是因为将其运往预定目的地存在运输上的困难，而是收
集和供应链战略的一部分。然而，有一些迹象表明，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可能是导致存货明显增加的
原因。2019 年 10 月查获了迄今为止最大一批砗磲贝壳，共计 120,000 吨。此事发生在新冠疫情开始之
前，积聚如此大量的存货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最近，菲律宾当局表示，自 2020 年 10 月以来，他们经
常收到关于非法贸易的举报， 57这可能表明也许是由于负面的经济影响，疫情期间使用囤积策略的越来
越多，而这种非法贸易能提供赚钱的机会。一份报告提到，走私者利用当地渔民的捕鱼知识和缺乏对这
种贸易后果的了解，诱使受疫情严重打击的渔民参与“快速致富”计划。 58
此外，据说巴拉望省当地的砗磲价格在这次疫情中翻了一番，达到了 2,000 菲律宾比索/公斤（40
美元/公斤），为渔民参与贝壳采捕计划提供了更大的经济刺激。 59而菲律宾查获的案件量增加可能与这
一因素有关，在此次疫情期间，平均查获量和查获频率都有所增加。为证明此说法，在 2019 年，扣除
10 月份查获的一起特大案件后，还剩其他三起，平均每起的查获量为 4,333 公斤。2020 年查获了三起
案件，但平均查获量显著增加，达到了 56,666 公斤。2021 年，截至 7 月共报告了 6 起查获案件，平均
每起查获量为 76,077 公斤。
为应对疫情，中国在 2020 年出台了两项与野生动物交易和食用有关的新禁令，但这两项禁令均与
砗磲贝壳雕刻制品的加工或交易无关。
第一项禁令出台于 2020 年 1 月 26 日，中国在全国范围内禁止任何类型的野生动物贸易，包括所有
类型的商业运营，如市场、餐馆和电子商务平台。 60该禁令禁止商家提供野生动物（无论该物种的保护
级别），但似乎没有将野生动物制品纳入其中例如雕刻装饰品。这一禁令的结束日期尚未决定或宣布。

55

https://wildlifejustice.org/significant-changes-in-dynamics-ivory-trafficking/

56

https://wildlifejustice.org/new-analysis-measures-to-combat-covid-19-impact-wildlife-trafficking/

57

https://news.mongabay.com/2021/03/surge-in-seizures-of-giant-clam-shells-has-philippine-conservationists-wary/

58

https://news.mongabay.com/2021/03/surge-in-seizures-of-giant-clam-shells-has-philippine-conservationists-wary/

59

https://news.mongabay.com/2021/03/surge-in-seizures-of-giant-clam-shells-has-philippine-conservationists-wary/

60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26/content_5472280.htm

页码 | 19

机密

第二项禁令出台于 2020 年 2 月 24 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全面
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立即禁止以食用为目的的陆生野生动物交易。 61然而，该禁令不适用于海洋物种等
非陆生野生动物物种，也不适用于雕刻装饰品等其他类型的用途，因此对砗磲的交易没有影响。

当前情报缺口
本研究已经确定了几个关键的情报缺口，应进一步调查这些缺口以了解驱动砗磲贝壳供应链的犯罪
动态、其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潜在联系，以及在中国的雕刻业中可能使用砗磲贝壳作为象牙替代品所带
来的风险程度。
已知和疑似的采捕方式（包括中国商业捕鱼船队的参与、菲律宾当地网络的组织以及大量的贝壳库
存）表明存在相当大规模的犯罪组织，且腐败因素或许也是交易的推手。
关于囤积在菲律宾的贝壳，媒体报道中频频提到中国是这些制品的明显消费市场，也有报道提到日
本；但走私路线尚未发现，也没有发现任何中国或日本国民参与其中。除了对菲律宾当地渔民产生的经
济激励之外，几乎没有关于囤积现象背后的犯罪驱动因素和促成因素的信息。
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无法评估进入中国的砗磲贝壳的数量：未加工贝壳沿着走私链的流动几乎完全没
有被发现。关于未加工贝壳进入中国的地点、防止被缉私行动发现的手段、目前的集中托运和加工地点
以及非法零售市场的真实规模等问题仍未得到解答。零售市场上的少量工艺品可能表明存在着围绕未加
工贝壳的投机性投资策略。

结论
在过去的三年里，菲律宾的砗磲贝壳缉获量急剧上升且数量巨大，这一趋势令人担忧，特别是考虑
到有组织犯罪的潜在参与以及目前对这种交易类型缺乏深入了解。与受犯罪影响的象牙和犀角牛等更有
魅力的物种相比，砗磲这种鲜为人知的海洋物种可能会被忽视，但重要的是，受牵连国家的执法当局应
将注意力转向可能起作用的潜在犯罪因素。
基于此，本报告确定了以下关键问题，供中
国、菲律宾和日本的执法当局考虑：

(i)

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以解决情报缺口，并充分
评估砗磲贝壳交易的威胁程度及其与有组织犯罪的
关系。

图像 22：2021 年 3 月在菲律宾巴拉望查获的一批砗磲贝
壳的一部分。
资料来源：菲律宾国家警察。

61

除了涉及中国渔船在南海的捕捞方法以及菲律
宾当地网络收集和储存的贝壳外，目前没有足够信
息来描述供应链的其他要素。关于走私路线、作案
手法、目前的集中托运和加工地点，以及其他因
素，还有许多问题仍未得到解答。虽然中国和日本
存在砗磲贝壳雕刻业和消费市场，但没有发现任何
证据表明菲律宾的砗磲库存发往的目的地是这两个
国家，也没有发现中国或日本国民参与推动菲律宾
砗磲交易。

http://www.npc.gov.cn/npc/c30834/202002/c56b129850aa42acb584cf01ebb68ea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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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国的实体和在线市场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了潜在切入点。

据信，未加工砗磲贝壳主要通过海南省进入中国，几十年来，海南省一直是贝雕行业的中心，但该
省很少公开报道查获的案件或其他执法行动。砗磲查获数据显示，广东、海南、浙江、福建等多个省份
的实体零售市场，以及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上的网络市场都很活跃，为进一步调查提供了潜在切入点。
与交易网络接触可以得到与中国现有库存的来源和规模、其进入中国大陆的地点，以及腐败在非法采捕
和交易中的作用相关的情报，并进一步了解该市场的规模及其秘密价值。

(iii)

应利用情报分析和特殊调查技术来获得有关有组织犯罪潜在作用的情报。

菲律宾和中国查获的砗磲贝壳为进一步调查犯罪网络和贸易动态提供了重要起点。为了深入挖掘供
应链、了解犯罪网络的构成，并识别和锁定在交易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主体，有必要使用情报分析和特殊
调查技术，如卧底行动、电子监控和通信拦截。这些技术也将有助于核实明显存在的犯罪重合情况。

(iv)

重点在于要评估可能使用砗磲贝壳作为象牙替代品所带来的风险程度，以及这种持续交易
可能对大象造成的长期持续性威胁。

最近砗磲贝壳囤积增长的原因可能是它能当作象牙的替代材料这一潜在用途，且该用途将成为可能
需要监测的事件。有组织犯罪网络非常狡诈，通常会在存在需求和获利机会的领域形成供应链来满足需
求。同样令人担忧的是，持续交易象牙的替代材料可能会无意中产生影响，使能加工出优质象牙制品的
象牙需求永久存在，并由此继续对野生大象种群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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