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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正义委员会  
“野生动植物正义委员会“（以下简称“WJC”）”是一个总部设在荷兰海牙的非营利组织。WJC 成

立于 2015 年 3 月，其使命旨在瓦解和摧毁从事野生动物、木材和鱼类交易的跨国犯罪网络。WJC 通过

进行以情报为导向的调查，收集证据，并将其转化为问责制，从而达到上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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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20 年 8 月，WJC 开展了为期四个月的研究，以评估中国电商平台上发生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程

度，并确定是否与有组织野生动物犯罪存在任何联系。 

研究发现，共有 4297 个广告涉及 35 个不同动植物物种的野生动物、部件、产品或衍生品的销售。

总共有 637 条（15%）广告被认定为涉及 "受保护 "物种的销售 1，而至少有 3657 条（85%）被认定为涉

及在中国 "不受保护 "的物种；这意味着研究期间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如阿里巴巴和 1688.com）上发

现的大多数野生动物贸易是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合法许可的。2 

猛犸象牙贸易的盛行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绝大多数广告（3126 个/73%）都是以猛犸象牙为原料的加工产品，目前在中

国，猛犸象牙的贸易被允许。大多数出售的猛犸象牙产品是吊坠（1145 条广告/37%），而专业雕刻的

小雕像是第二种最常见的物品类型（812 条广告/26%），有些物品的价格非常高（图片 1，2）。珠宝是

第三大最受欢迎的猛犸象牙销售项目（614 条广告/20%），手镯和珠子是该类别中最常见的产品。 

 

 

 

 

 

 

 

 

         

        大象和猛犸象牙的抛光横截面都会显示出独特的施雷格线，通常被称为十字花纹、机刻花纹或堆叠

方格纹，3但这种相似性使得仅从照片中区分象牙的种类成为问题。因此，野生动物司法委员会的卧底

人员开始进一步调查，以确定是否有猛犸象牙卖家实际提供大象象牙，或者他们是否能够获得大象象牙。 

        卧底调查员试图与所有 23 名卖家进行暗中接触，其中只有 4 名卖家愿意和/或能够提供销售象牙。

一位卖家最初声称只提供猛犸象牙出售，但后来透露 "现在没有人敢做这个生意，没有人敢卖[象牙]，
除非客户关系非常好"，这表明他知道只有通过信任的联系人才能进行非法象牙交易。 

        据推测，虽然这些卖家中的一些人以前曾进行过象牙交易，但由于中国目前的执法反应，许多人现

在认为不再值得冒险。在这次研究中，许多记录在案的猛犸象牙产品都具有极高的价值，由于这种生意

是合法的，并且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鼓励，许多卖家认为交易象牙是根本不符合逻辑的。 

 
1 The species could not be identified in three of the advertisements 
2 https://flk.npc.gov.cn/detail.html?MmM5MDlmZGQ2NzhiZjE3OTAxNjc4YmY2OTIyNTA0YmY%3D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2ZjEzNWY0NjAxNmYxY2NlYTE0YjExNDM%3D 
3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resources/pub/E-Ivory-guide.pdf 

图片 1：待售的猛犸象牙雕像，售价为人民币

59,999 元（8,462 美元）。 

图片 2：待售的猛犸象牙雕像，售价为人民币

188,888 元（26,642 美元）。 

https://flk.npc.gov.cn/detail.html?MmM5MDlmZGQ2NzhiZjE3OTAxNjc4YmY2OTIyNTA0YmY%3D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wODE2ZjEzNWY0NjAxNmYxY2NlYTE0YjExNDM%3D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resources/pub/E-Ivory-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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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刻文化的重要性 

        2006 年初，中国传统象牙雕刻技艺被列为 "国家非物质遗产"。4 代表着北方和南方两种不同的风格，

来自北京和广州的少数工厂和雕刻大师出现在专业雕刻师的名单上。2016年，通知宣布在中国全面禁止

象牙贸易，并具体指示 "积极引导象牙雕刻技艺转型......启动对此类国家和省级非物质遗产的抢救"，"引
导利用替代材料发展其他象牙雕刻、骨雕技艺"。5 

        猛犸象牙被认为是最好的替代材料之一，因为它具有与现代大象牙相似的质地，而商业贸易的自由

度不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等国际条约的管制，这也是一个理想的商业机会。 

        2017年，在中国实施国家大象象牙贸易禁令后，猛犸象牙不再被视为独家收藏品，似乎成为大象牙

的实际替代品。雕刻师和商贩从只在专卖店出售，开始改用猛犸象牙来大量生产小型珠宝和筷子。6 据
报道，象牙雕刻大师通过合法进口俄罗斯猛犸象牙，以商业规模创造艺术杰作。7 这种情况表明，中国

对象牙雕刻产品仍有健康的需求水平，一直到最近仍由大象象牙合法地满足这一需求。 

中国近期对野生动物交易的行动 

        在过去的几年里，面对越来越大的处理受威胁和濒危物种及其产品的非法贸易的国际压力，中国

政府实施了更严格的立法措施，如象牙禁令，以及最近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禁止所有在线和电子商务平

台进行任何类型的野生动物贸易。8 值得注意的是，仅在禁令实施的第一个月，电子商务平台就协助删

除了 14 万件野生动物产品的相关信息，并关闭了约 17,000 个与贸易有关的账户。9 而在 2020 年前 9 个

月，超过 15,000 人因与野生动物有关的犯罪被起诉，与 2019 年相比，增加了 66%。在被起诉的总人数

中，约有 3,000 人因非法购买、运输和销售濒危野生动物产品被起诉。10 

        此外，中国许多受欢迎的平台（其中一些属于阿里巴巴集团）所采取的积极措施也很可能已经生效，

并可能连带影响到用户，导致本研究中观察到的非法活动的普遍程度降低。电子商务网站采取的直接措

施和加强的执法反应，可能导致只有一小部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发生在这些平台上。 

        因此，我们建议，如果存在非法的在线野生动物贸易，特别是高价值和高需求的受威胁物种，电子

商务网站不会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成为犯罪的促进因素。然而，鉴于其运作方式和微信 "朋友圈 "等功

能，信息应用程序更有可能承载犯罪性质的活动，这些功能为用户提供了秘密展示非法商品的区域。 

猛犸象牙的来源与可持续性 

        随着近年来北极永久冻土层的解冻，在西伯利亚出土了更多的长毛象。随着气温的升高，保存着这

一灭绝物种残余的冰层被融化，猎杀猛犸象已成为一种诱人的职业，人们希望能取回猛犸象的牙，并从

其销售中获得可观的利润。11 

        尽管监管不力，但猛犸象牙的国际贸易并不违法（印度的国内立法除外），其主要合法出口国是俄

罗斯。12 在俄罗斯北部，回收和销售猛犸象牙是较偏远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回应人们对这种做法

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的日益关注，雅库特州现在已经禁止出口所有长度超过三米的猛犸象牙。13人们希

 
4 http://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4002  
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30/content_5155017.htm 
6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7 http://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0049 
8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26/content_5472280.htm 
9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0/3/24/illegal-wildlife-trade-goes-online-as-china-shuts-down-markets 
1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nvironment-wildlife/china-wildlife-crime-prosecutions-up-sharply-after-covid-19-outbreak-idUSKBN27P35B 
11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12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6/08/wildlife-woolly-mammoth-ivory-trade-legal-china-african-elephant-poaching/ 
13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europe/ancient-beasts-unearthed-in-siberia-s-rush-for-mammoth-ice-ivory-1.4691671 

http://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4002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30/content_5155017.htm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http://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0049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26/content_5472280.htm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0/3/24/illegal-wildlife-trade-goes-online-as-china-shuts-down-market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nvironment-wildlife/china-wildlife-crime-prosecutions-up-sharply-after-covid-19-outbreak-idUSKBN27P35B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6/08/wildlife-woolly-mammoth-ivory-trade-legal-china-african-elephant-poaching/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europe/ancient-beasts-unearthed-in-siberia-s-rush-for-mammoth-ice-ivory-1.469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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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这一立法举措将意味着对贸易的更好控制和透明度，然而，在这一小型概要研究中记录的猛犸象牙贸

易水平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即在这些措施到位的情况下，需求水平是否能得到合法的满足。 

威胁评估 

        继中国大陆的国家象牙贸易禁令之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表示，其政府也将采取措施，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全禁止销售大象象牙。然而，对大象象牙的长期需求和其贸易产生的利润率可能

意味着供应继续存在，尽管是在地下。重要的是要考虑猛犸象牙贸易是否容易被用作洗白非法象牙的方

法，以服务于传统的象牙市场，如香港特区、中国大陆和日本，最近的研究发现大象象牙被当作猛犸象

牙出售。14考虑合法的猛犸象牙供应链的运作方式，它的来源，以及在运输前如何和在哪里被整合，也

应该是很重要的。 

        象牙类型从大象转移到猛犸象，预计将使这些类型的产品的需求长期存在。虽然目前猛犸象牙的储

存量可能很丰富，但它不是一种可再生的材料，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对大象的威胁就不可能消退。

尽管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在中国发生的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正在被有效的协调解决，但有组织的犯罪

网络足智多谋，只要存在需求，往往就会形成一个供应链来满足它。因此，中国必须考虑合法的猛犸象

牙贸易对大象象牙需求的潜在持续作用，并制定和实施措施，确保它不会成为野生大象的威胁。 

考虑对猛犸象牙贸易影响的更广泛研究 

        在这次小规模的研究中发现的与猛犸象牙交易有关的广告数量，只集中在一种交易活动方式上，表

明对这种材料作为加工过的象牙有潜在的巨大需求。此外，2021 年 10 月采用与 2020 年 8 月至 12 月的

研究使用相同的方法进行的额外研究证实，猛犸象牙产品继续被发现出售，其速度与早期研究一致，平

均每花一小时研究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上发现约 10 条广告。 

        2019年 8月，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约方大会（CoP）第 18次会议上，以色列和

肯尼亚提交了一份提案，将长毛象（Mammuthus primigenius）列入附录 II，以规范贸易并防止潜在的大

象象牙洗钱行为。15 然而，来自 183 个 CITES 公约签署国的代表们推迟了对该提案的投票。会议同意在

三年后的下一届 CITES CoP（将于 2022 年 11 月在巴拿马举行）上重新审议该提案，以待对猛犸象牙对

全球象牙市场的影响进行研究。16因此，WJC 敦促 CITES 在未来的任何委托研究中考虑本报告的结论和

猛犸象牙贸易的潜在规模，特别是考虑到香港的禁令即将出台。任何待定的研究也应考虑来自有组织犯

罪的潜在威胁，因为它们可能与中国大陆、香港、日本和俄罗斯特别相关。 

 

 

 

 

 

 

 

 
14 https://www.wwf.or.jp/activities/data/20201208_wildlife03.pdf 
15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8/prop/020119_d/E-CoP18-Prop_draft-Mammuthus-primigenius.pdf 
16 https://www.antiquestradegazette.com/news/2019/bid-to-list-the-mammoth-as-a-protected-species-withdrawn-from-cites-summit/ 

https://www.wwf.or.jp/activities/data/20201208_wildlife03.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8/prop/020119_d/E-CoP18-Prop_draft-Mammuthus-primigenius.pdf
https://www.antiquestradegazette.com/news/2019/bid-to-list-the-mammoth-as-a-protected-species-withdrawn-from-cites-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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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2020 年 8 月，WJC 在和平公园基金会（Peace Park Foundation）的支持下，启动了对中国电子商务

网站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进行调查和分析的项目。该项目旨在进一步了解电子商务平台在促进中国野生动

物制品非法销售方面的作用，并确定犯罪网络是否利用这些平台在中国境内销售和运输非法野生动物制

品或向中国境外提供制品。 

调查方法 

从 2020 年 8 月 13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6 日，WJC 对阿里巴巴、1688、淘宝、天猫、拼多多、中华

古玩网、华夏收藏网、京东、谷歌香港和百度等多个中国电商平台销售野生动物产品的相关情况进行了

调查。审核期间，对这些网站的调查时间总计超过了 300 个小时。  

使用犀牛角、穿山甲和大型猫科动物销售等关键字搜索并未显示任何搜索结果，但使用大象象牙、

猛犸象牙、爬行动物、陆龟/水龟、蜥蜴和虎骨等关键字搜索却返回了数条结果。表 1 概述了基于这些

关键字搜索返回的匹配结果。  

表 1- 应用的关键字与字符 

关键字  翻译/意义  产品/商品 结果 
猛犸  猛犸 猛犸象牙  是  
XY  “象牙”一词的拼音——“Xiang ya”

首字母 
象牙  是  

老 Y  老“牙”，象牙 象牙  是 
象牙 象牙  象牙  否 
果冻料  类似果冻色的象牙料 象牙  是  
独尖 “独”是汉语“独角鲸”的第一个

字，“尖”，指牙齿。 

独角鲸牙齿 是 

海象牙 海象牙 海象牙 是 
X 角  “X 角”，“X”是汉语“犀牛”一词

中“犀”拼音“Xi”的首字母  
犀牛角  否  

  
*角 “* 角”，*怀疑可能是为避免直接输

入单词“犀牛”而被平台检测到。 
犀牛角 是 

XJ  汉语“犀牛角”的拼音“Xi jiao”的首

字母  
犀牛角  否  

西角   汉语“犀牛角”的拼音“Xi jiao”的相

同发音  
犀牛角  否  

  
角料  角材料  犀牛角  否  

  
牛角  牛角  犀牛角  否  

  
黑料  黑色材料  犀牛角  否  

  
CSJ  汉语“穿山甲”的拼音

“Chuan shan jia”的首字母  
穿山甲  否  

  
CS  汉语“穿山”的拼音

“Chuan shan”的首字母，指穿山

甲。 

穿山甲  否  
  

C 山  “C 山”, “C”是汉语“穿”的拼音

“Chuan”的首字母，“C 山”指穿山

甲  

穿山甲  否  
  

摸金符  一种迷信的用来驱邪的吊坠。  穿山甲  否 
  

hu 骨  “虎骨”，“Hu”是汉语“虎”

的拼音拼写 。 
老虎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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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材料、稀有材质、珍

惜材质  
汉语“稀有材料”的各种书写表达

方式  
各种  是  

活体 有生命体 有生命的动物、标本、化石 是 
蜥蜴  蜥蜴  蜥蜴  是  
龟  乌龟/老鳖  乌龟/老鳖  是  
甲魚 软甲龟 软甲龟 是 
沉香 沉香木 沉香木 是 
金丝楠 楠木 楠木 是 

在确定了广告和相关卖家的联系信息后，WJC 卧底人员通过冒充为感兴趣的中国买家开始直接与

有关产品卖家进行接触；主要是猛犸象牙卖家，但也有提供“完全受保护物种”（如象牙）的卖家。

WJC 卧底人员在这种调查方面经验丰富，所有与卖方的通信都被记录下来，以便分析，并在必要时提

供给执法机构。  

调查限制  

对已查明的广告进行分析的依据是广告中使用的措辞以及 WJC 调查员根据提供的照片对产品进行

鉴别。调查人员并未购买任何产品或直接所见，尽管这是 WJC 通常使用的鉴别方法。因此，很难最终

核实和证明所提供产品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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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调查期间，WJC 利用所述关键词搜索，确定了 85 个不同卖家提供的 4,297 条野生动物、部件和

衍生品广告。已鉴别的野生动物制品代表了 11 个不同物种群，共有 35 个亚种，主要涉及动物，同时还

鉴别有 2 种野生植物。调查发现最常见的制品是猛犸象牙衍生物品（表 2）。  

表 2- 已确定的卖家和商品广告总数 

物种 广告数 卖家数 17 

沉香木 49 5 
大鳄龟 10 4 
亚洲龙鱼 1 1 
黑天鹅 33 1 
骆驼 28 1 
中华草龟 29 3 
中华鳖 450 25 
鳄鱼 3 2 
象牙 12 8 
金龙鱼 2 1 
金币龟 2 2 
卡氏地图龟 1 1 
盔犀鸟 2 1 
仿造虎牙/熊牙 4 2 
巨头麝香龟 1 1 
猛犸象牙 3,126 23 
独角鲸牙齿 7 1 
鸵鸟 66 6 
鹦鹉 11 2 
孔雀 209 8 
楠木 153 7 
北极熊 1 1 
刀背麝香龟 2 2 
红龙鱼 1 1 
犀牛 6 3 
鲨鱼牙齿 1 1 
梅花鹿 30 2 
条纹麝香龟 2 1 
牙坠-材料未知 3 1 
虎骨 20 1 
虎皮犬 1 1 
虎皮 1 1 
玳瑁海龟 27 1 
海象牙 2 1 
黄缘闭壳龟 1 1 
总计 4,297 124（ 实际 85 家） 

 

 
17 许多卖家出售不止一种物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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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这些广告被发布在 7 个不同的网站上，其中近九成（3,693 个）广告是在名气稍小的平

台 1688.com 上发布。第二大平台是淘宝网，共计 318 条广告，不过相比之下，淘宝网的广告数量明显

较少（表 3） 。 

表 3- 广告投放平台 

 

 

 

 

 

 

        对那些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有超过 100 条广告的平台进行了一些背景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被调查的

平台中有三个（1688、淘宝和天猫）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 

阿里巴巴集团及其附属公司 

        阿里巴巴集团成立于 1999 年，是一家专门从事移动和在线商务的中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国际上

提供消费者对消费者、企业对消费者、企业对企业的销售服务，以及电子支付服务和购物搜索引擎。阿

里巴巴集团最初的目的是帮助小企业成长和更有效地竞争，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和电子商务公

司，2018 年 1 月，它成为继腾讯之后第二个突破 5000 亿美元估值的亚洲公司。18 

        该集团在不同领域经营各种业务和关联公司，帮助企业利用互联网的力量建立在线业务和开展商业

活动，范围包括电子商务和在线支付平台，以及数字媒体、娱乐和云计算技术。这些公司的例子包括阿

里巴巴、1688、淘宝、天猫、全球速卖通、蚂蚁集团、优酷、钉钉、菜鸟网络等。19 

表 4 – 主要电子商业平台和背景 

阿里巴巴 

         作为集团的主要业务，阿里巴巴（www.alibaba.com）于 1999 年推出，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国际批发

贸易平台。它帮助供应商（通常是贸易代理、批发商、零售商、制造商和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中小型企业）

为其产品接触到全球受众。在这个市场上，买家可以找到各种类别的数亿种产品。   

 

支付宝 

         支付宝（www.alipay.com）于 2004 年推出，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广泛使用的数字支付平台，在 2013
年超过了 PayPal。支付宝由隶属于阿里巴巴集团的金融服务提供商蚂蚁金服运营，提供快速可靠的支付

系统，减少欺诈风险，并提供托管服务，在资金发放给卖家之前，买家可以验证他们是否对所购商品感

到满意。它注册了超过 5.2 亿活跃用户，每天有超过 1 亿笔交易，用户主要在电子商务、旅游、在线教

育、食品和其他许多领域进行交易。 

 

 
18 https://www.alibabagroup.com/en/about/overview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ibaba_Group 
19 See https://www.alibabagroup.com/en/about/businesses for major businesses affiliated to Alibaba Group. 

网址 广告数 百分比 

1688 3,693 85.9% 
淘宝 318 7.4% 
天猫 125 2.9% 
拼多多 79 1.8% 
京东 71 1.7% 
中华古玩网 8 0.2% 
华夏收藏网 3 0.1% 
总计 4,297 100% 

https://www.alibabagroup.com/en/about/overview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libaba_Group
https://www.alibabagroup.com/en/about/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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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 

         1688（www.1688.com）于 1999 年推出，是中国最大的国内批发贸易平台。 与主要进行国际贸易的

阿里巴巴相反，1688 专注于国内市场，将制造商和批发卖家与中国的批发买家联系起来。该平台是中

国人最受欢迎的批发网站之一，他们进行服装、普通商品和配件等方面的交易。 

 

淘宝 

         淘宝网市场（www.taobao.com）于 2003 年推出，是中国最大的消费者对消费者零售贸易的在线和

移动商务平台。该平台主要由小企业和个人创业者使用，他们通过该平台可以开设网店，主要迎合中国

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买家。由于销售模式的相似性，它经常被比作 eBay，并且已经超过了其他流

行的在线市场，如亚马逊。 

 

天猫  

         天猫（www.Tmall.com）于 2008 年推出，其前身为淘宝商城，是全球最大的企业对消费者零售贸易

的第三方电子商务市场。该平台使世界各地的企业和品牌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为希望购买国内和国际品

牌产品以及其他传统零售店没有的产品的消费者提供优质的购物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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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分析与解释 

法律分析  

为了确定在这些平台上浮现出的犯罪水平，WJC对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进行了分析，以确定网络

销售的合法性。 

I. 动物（野生动物）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全面禁止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在内的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该禁令于 
2020 年 1 月 26 日在全国范围内生效。20这意味着，无论物种的保护等级如何，所有网络平台均被禁止

出售野生动物。这项禁令的终止日期尚未决定或宣布。 

根据中国《刑法》规定，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可判处 5 年有期徒

刑，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可判处 5-10 年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可判处 10 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以罚款。根据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 2021 年 2 月的补充规定，该罪行的正式

名称已改为 "危害珍贵和濒危野生动物"，21这意味着代表更广泛意义上的犯罪，包括但不限于购买、运

输或出售珍贵和濒危野生动物。另外，走私珍稀动物及其制品，经法官审查，情节严重的，更可处以无

期徒刑。222020 年 12 月 29 日，两名嫌疑人因在 2013 年 7 月至 2018 年 8 月期间从尼日利亚向中国走私 
20 多吨象牙（价值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1.56 亿美元），而在广州被判处无期徒刑。23 

《刑法》规定了野生动物犯罪的构成及相应的刑罚，而作为规范中国危害动物犯罪的刑事法律体系

的一部分，《野生动物保护法》则对野生动物保护作了详细的规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九条将

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种类分为一级和二级。虽然这两个级别采取的保护措施不同，但这两类野生动物享有

相同的法律地位，均被视为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第二十七条禁止销售、购买、利用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科学研究、圈养、展览和其他特殊情况除外，针对这些情况，亦确立了严格的许可规定。第三

十二条明确禁止网络交易平台为非法销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提供服务。24现行《野生动物

保护法》正在审查中，并已完成了向公众征求对其最新修正案的建议和意见。修订后的《野生动物保护

法》有望更好地解决野生动物和公共卫生问题，消除检查盲区，加大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惩处和量刑。25 

林业部负责监督《中国濒危保护物种名录》（简称《名录》）。26自 1989 年首次颁布以来，此法

案已经过几次修订，最近一次修订是在 2020 年 6 月，将中国所有穿山甲物种从二级升为一级 27，以加

强对地球上被盗猎最多的哺乳动物之一的保护。2021 年 2 月，该名单经历了自 30 多年前生效以来的第

一次重大更新。该名单现在包括总共 980 个物种。28值得注意的是，列入《名录》的新增物种比名录已

有的所有保护物种还要多。 该名单的更新被认为是上述《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工作的一部分。 

《名录》还规定，所有中国本土物种的保护级别均应参照《名录》。与此同时，对非本土物种的保

护水平由《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决定。29CITES 附录 I 相当于中国的一级保

护，CITES 附录 II 相当于中国的二级保护。例如，亚洲黑熊 (Ursus thibetanus) 被列入 CITES 附录 I，但

它在名录中被列为二级保护物种。因为它原产于中国，所以以《名录》为准，在中国被视为二级保护物

种进行保护。相反，非洲鸵鸟 (Struthio camelus)并非原产于中国，但已被列入 CITES 附录 I，因此在中

 
20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26/content_5472280.htm 
21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102/t20210227_510055.shtml 
22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xODE3OTZhNjM2YTAxNzk4MjJhMTk2NDBjOTI%3D 
23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012/31/WS5fed3673a31024ad0ba9fc78.html 
24 http://www.npc.gov.cn/npc/c238/202001/a0d85c00a9a44b7a80fd88f2bb678253.shtml 
25 http://www.xinhuanet.com/2020-10/13/c_1126602189.html   
26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153/20200619/092731170435586.html  
27 https://www.forestry.gov.cn/main/3954/20201030/225005546863503.html  
28 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9/content_5586227.htm 
29 https://checklist.cites.org/#/en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1/26/content_5472280.htm
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102/t20210227_510055.shtml
https://flk.npc.gov.cn/detail2.html?ZmY4MDgxODE3OTZhNjM2YTAxNzk4MjJhMTk2NDBjOTI%3D
http://www.xinhuanet.com/2020-10/13/c_1126602189.html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153/20200619/092731170435586.html
https://www.forestry.gov.cn/main/3954/20201030/225005546863503.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21-02/09/content_5586227.htm
https://checklist.cites.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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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被视为一级保护物种进行保护。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解释，列出了各保护级别的物种的具体数量，以

此作为确定量刑裁决情节级别的参考。30 

II. 植物（野生植物） 

中国有关野生植物最直接的立法是《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条例》第十条将所有野生植物种类分

为国家保护野生植物和地方保护野生植物。国家保护野生植物物种分为两个保护级别。第十八条明确规

定，禁止一切形式的买卖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的行为，买卖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必须取得特别许可

证。31 

现行《中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于 1999 年开始实施，32在 2021年 9月进行了主要更新。33最新

名录预计将删除 55 个物种，新增 296 个野生植物物种，现在共包括 468 种野生植物和 25 类。34 

交易中发现的商品保护级别 

根据中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国所有的国家保护物种都被划分为一级或二级。35虽然这两个级

别的保护措施不同，但它们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都被视为中国的重点保护物种。确定研究期间发现的

广告的合法性是基于这一立法。 

        在本研究中发现的 35 个销售物种和商品（包括两个木材物种）中，至少有 14 个被列入《中国濒危

和受保护物种名录》，17 个物种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 或附录 II，这使得它

们在中国完全或部分禁止贸易。由于难以确定一些产品的具体物种，如琼脂木和鲨鱼，因此无法确定其

确切的保护级别。 

表 5- 已确认的物种名单及其保护级别 

种类  物种 中国保护级别 CITES 附录 禁止在中国交易 
象牙  大象 I I 是 

猛犸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海象  不适用 III 否 
独角鲸  不适用 II 是（有许可证除外） 

古董  犀牛 I I 是 
老虎 I I 是 
美洲豹 I I 是 
盔犀鸟 无 I 是 
鳄鱼 不适用 I 或 II 或不适用 部分 
玳瑁海龟 II I 是（有许可证除外） 
鲨鱼（未知物种） 不适用 I 或 II 部分  

活体宠

物和家

畜   

龙鱼（3 种：亚洲、金色、红

色） 
不适用 I 是 

金币龟 II II 是 
孔雀 I 或不适用 I 或 II 或不适用 部分 
鸵鸟 不适用 I 或不适用 部分 
北极熊 II II 是（有许可证除外） 
鹦鹉 II 或不适用 I 或 II 或不适用 部分 
骆驼 I（仅限野生） I 或 II 是（仅限野生） 
梅花鹿 I（仅限野生） 不适用 是（仅限野生） 

 
30 https://www.chinacourt.org/law/detail/2000/11/id/39272.shtml  
31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3950/20170314/459881.html  
32 https://www.forestry.gov.cn/main/3954/20180925/143410933280757.html 
33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09/content_5636409.htm 
34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153/20200710/085720879652689.html and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9/09/content_5636409.htm 
35 https://flk.npc.gov.cn/detail.html?MmM5MDlmZGQ2NzhiZjE3OTAxNjc4YmY2OTIyNTA0YmY%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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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鹅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大鳄龟 不适用 III 否 
卡氏地图龟 不适用 III 否 
巨头麝香龟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中华鳖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中华草龟  不适用 III 否 
刀背麝香龟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条纹麝香龟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黄缘闭壳龟 不适用 III 否 

木材 沉香（未知物种） 不适用或 II 不适用或 II 部分 
楠木 II 不适用 是（有许可证除外） 

        总共有 637个（15%）广告被确认为涉及受保护物种的销售，而至少有 3,657个（85%）被确认为不

受保护的广告（表 6）。 

表 6- 按保护级别分类广告 

保护级别 广告 百分比 
非保护  3,657 85.1% 

受保护 637 14.8% 

未知物种 3 0.1% 

总计  4,297 100% 

 

电子商务平台和野生动物在线交易  

根据中国现行的保护级别，4297 个潜在广告中有 637 个被认定为潜在非法广告。在 1688 上发现的

违禁品最多，占总数的 85%（596 件），其次是淘宝和中华古玩网。涉及象牙和犀牛角产品的广告在中

华古玩网上都有出现，该网站上的所有广告均被评估为潜在非法性质。虽然大多数非法/违禁物种广告

都是在 1688 上发现的，但这些广告在该平台上所有广告中所占的比例 (16%) 非常低（表 7）。1688 之
所以在野生动物贸易中如此受欢迎，可能系因其锁定批发级客户。淘宝和天猫等其他平台则倾向于锁定

中国国内市场。另一种解释可能是，批发商可以直接在 1688 上联系卖家，而其他电商平台上的买家则

需要联系该特定平台的客服部门，如淘宝和华夏收藏网。   

表 7- 各个平台上的广告数量 

网址 违禁制品广告数量 广告总数量 违禁品广告的占比 

1688 596 3,693 16% 
淘宝 29 318 9% 
中华古玩网 8 8 100% 
华夏收藏网 2 3 67% 
京东 1 71 1% 
拼多多 1 79 1% 
天猫 0 125 0% 

总计 637 4,297  

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查中发现，发布非法广告的三个平台（1688、淘宝和天猫）都属于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回应 

为打击在电商和社交媒体平台上持续升温的野生动物非法网络交易，近几年来，阿里巴巴集团联合

其他大型科技公司和组织，共同应对这一破坏全球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问题。  



页 码  | 14                                           
 

2014 年，他们与野生动物贸易监督组织 TRAFFIC 签署了战略谅解备忘录，承诺对网上非法野生动

物制品的上市和销售采取零容忍政策。这被认为是遏制电商进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迈出的重要一步，表

明该公司坚决从业务中移除这些产品的决心。36  

随后，2016 年，国家林业局联合多家非营利组织制定了《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互联网交易标准》的

第一次审查，阿里巴巴成为其中的第一个主体。因此，该集团宣布将联合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 (WWF)、
TRAFFIC、世界动物保护组织和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 (IFAW)，发起“爱灵计划”，防止利用公司的电

商平台非法销售野生动物产品，并使消费者得以了解该类贸易的影响。  

根据阿里巴巴的数据，在其所有的服务平台上，超过 3 万个保护物种被禁止销售。2019 年，淘宝屏

蔽了涉及 834 种动植物的 135 万多条违规信息。4.3 万余人参与举报可疑活动，2700 余名志愿者和安全

云控制技术常年“巡逻”电商网站。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网页获得了 300 多万次浏览。37  

2017 年，世界各地众多科技巨头，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谷歌、eBay 等，成为首批加入 
WWF、IFAW 和 TRAFFIC 在全球联盟中消除网络贩卖野生动物的企业，该活动的目标是到 2020 年底，

将网络贩卖野生动物减少 80%。为实现这一目标，联盟成员积极开展对话，分享最佳做法，制定行动计

划以应对贩运威胁，并向工作人员和用户提供教育性信息，有助于发现非法产品和销售行为。 38 这一

直接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通过阿里巴巴集团平台进行的非法活动数量。 

合法野生动物贸易：猛犸象牙 

在收集到的所有广告中，73% (n=3,126) 与销售从猛犸象牙衍生产品有关。目前，中国允许销售猛

犸象牙，但由于发现的广告数量太多，需要进一步调查。  

在 23 家出售猛犸象象牙的卖家中，大多数都只出售该制品。这些卖家和他们所经营的大部分公司

似乎都涉及珠宝业务、工艺品和/或雕刻。  

        出售的猛犸象象牙制品大部分是挂件（1145 个广告/37%），价格在人民币 1 – 14,000 元（0.14-1974 
美元）之间，但绝大多数价格低于人民币 500 元（70 美元）。精美的雕刻品是第二大常见的物品类型

（812 条广告/26%），其中一些物品的价格很高（表 8、图 1 和 2）。珠宝是第三大最受欢迎的象牙制

品（614 条广告/20%），手镯和串珠是该类最常见的制品（表 8、图 3-10）。 

表 4- 猛犸象牙广告 

产品类型 广告  
图 1：在售的猛犸象牙雕塑，价值 人
民币 59,999 元（8,462 美元） 
 
图 2：在售的猛犸象牙雕塑，价值 人
民币 188,888 元 
（26,642 美元） 
 
    

 
 
 
 
 
 
 
 
 
 
 
 
 
 

 
36 https://www.alibabagroup.com/en/news/article?news=p141014  
37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07/c_1125432640.htm  
38 https://www.endwildlifetraffickingonline.org/  

https://www.alibabagroup.com/en/news/article?news=p141014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1/07/c_1125432640.htm
https://www.endwildlifetraffickingonlin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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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在售的手镯和手链，价格

介于 
人民币 730-2,950 元（102–416 美
元）。  

 
 

几乎在所有被搜索平台上都能找到有关销售猛犸象牙的广告。正如预期，1688 所占比例最大 (80%)，
其次是淘宝网 (9%)（表 9）。  

表 5- 播放猛犸象牙广告的平台分类 

物种 1688 华夏收藏

网 
中华古玩

网 京东 拼多多 淘宝 天猫 广告数 

猛犸象牙 2,563 1 0 70 78 289 125 3,126 
 
 
与猛犸象牙卖家的卧底接触  

大象和猛犸象牙的抛光横切面可呈现独特的施雷格线，通常被称为十字花纹、机刻花纹或堆叠方格

纹。39这种相似性使得仅从照片上很难区分象牙所属的物种。因此，WJC 卧底人员开展进一步调查，以

确定是否有猛犸象牙卖家也会提供大象象牙。 

他们试图与所有 23 个出售猛犸象牙制品的卖家进行卧底接触，以确定是否有在售的非法野生动物

制品。经过对这些卖家调查发现，有 37 家“店铺”相互关联。例如，一个卖家与七家店铺有关联。淘

宝和天猫上有很大一部分店铺（27 家）不提供直接联系方式，且仅提供第三方数字客服平台，而剩下 
17 家留有 18 个有效联系方式（16 个微信账号，2 个电话号码）。属于 6 个卖家的 7 名联系人目前处于

非活跃状态或无法联系，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其中，11 个可联系的卖家中，只有四个卖家愿意和/或能够提供大象象牙制品。其中一个卖家表示，

他们只会向关系要好的人出售象牙。在涉及大象象牙的交易中收到的大多数回复都表示，在目前形势下

出售象牙风险太大。此外，一位卖家起初声称仅出售猛犸象牙，但后来透露“现在没有人敢做这个生意，

没有人敢出售[大象象牙]，除非客户关系极好”，这表明他意识到只有通过信任的联系人才能进行非法

大象象牙交易。 

这三家猛犸象牙卖家愿意提供的象牙制品包括 5 根完整象牙和 6 件经过加工的象牙雕刻品，以及一

个象骨制成的拇指环（表 10）。仅有 1 号卖家提供整根象牙（图 3 和 4）。91 号卖家声称这枚拇指环是

用大象象牙制作，但经 WJC 调查人员从外观、广告和超低价格方面进行鉴定，确定这枚戒指很可能是

用大象骨制成。据称，所有制品均是孤品，库存仅一件，所有三个卖家对此说法均口径一致。  

表 6- 猛犸象牙卖家出售的大象象牙制品 

卖家 产品 数量 价格 

 
39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resources/pub/E-Ivory-guide.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resources/pub/E-Ivory-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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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卖家 整根象牙 5 件 人民币 10,000 元/公斤 [1,546 美元/公斤] 
象牙观音雕像 2 件  人民币 48,000 元[7,419 美元] (1.541 公斤) 人民币 

40,000 元[6,183 美元] (1.074 公斤) 
象牙雕刻印章 1 件 人民币 105,000 元[16,230 美元] 
象牙雕像 1 件 人民币 31,000 元[4,792 美元] (1.44 公斤) 
象牙船 1 件 人民币 19,000 元[2,937 美元] (0.43 公斤) 

2 号卖家 象牙手镯 1 件 人民币 1,600 元[247 美元] 
91 号卖家 大象骨拇指环 1 件 人民币 400 元[62 美元] 

图 1- 大象象牙；长 80 厘米，宽 8.5 厘米，重量 4.800 公斤 

 

 

 

 

 

 

 

 

图 2- 大象象牙；长 63 厘米，宽 7 厘米，重量 5.230 公斤 

 

三个卖家提供的付款方式均包括微信、支付宝或银行转账。不过，1 号卖家也提出，在收到产品后，

由其信任的快递公司代收全款。然后，他会从快递公司收钱，因为他和快递公司有长期的业务关系。 

剩下的七个卖家都明确表示，他们只做合法的猛犸象象牙或玉石珠宝业务。从与这些卖家的交谈中

可以看出，由于过去几年中国实施严格的法规以及伴随其后的执法行动，大象象牙交易已大幅减少。卖

家警告过 WJC 卧底人员，买卖大象象牙是违法行为，被抓捕的风险很大，他们建议 WJC 卧底人员也不

要多问。“当局采取的严厉措施是无情的。”另一个卖家表示：“（你应该）只买合法的东西作为礼物，

比如猛犸象牙制品。”在回答 WJC 的问题时，一位卖家表示，“我们只做合法、纯正的猛犸象牙制品，

没有象牙”，并表示没有人在卖象牙，风险太高，因为“很可能会被追踪到”。  

经过与这些卖家的接触，WJC 卧底人员怀疑象牙很可能还是可以买到的，但商家以前会更自由地

交易象牙，而 WJC 的其他调查工作多少也证实了这一点。然而，中国政府的强硬立场，以及中国执法

机构持续采取的有力行动，许多此类卖家已打消了参与任何他们曾经可能会从事非法交易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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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犸象牙交易的增长 

猛犸象 (Mammuthus primigenius)是一种已经灭绝的物种，但出土的尸体往往保留着高质量的象牙，

可以像象牙一样雕刻。猛犸象牙是化石，是不可再生资源，但中国并未禁止销售。这可能形成漏洞，使

交易者打着出售猛犸象化石产品的幌子实则从事大象象牙制品交易。  

据悉，80% 的西伯利亚猛犸象牙在香港被雕刻成雕塑和小饰品，最终经香港进入中国大陆。据开源

调查发现，俄罗斯仅在 2017 年就出口了 72 吨猛犸象牙。40顶级猛犸象牙在俄罗斯雅库茨克的售价可高

达 800 美元/公斤，一旦越过中国边境，价格可以再翻一番。  

早在 2006 年初，中国传统象牙雕刻技艺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1来自北京和广州的

少数工厂和雕刻大师出现在专门的雕刻师名单上，他们代表着北方和南方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2016 
年，通知宣布全面禁止在中国进行象牙交易，并特别指出“积极引导象牙雕刻技艺转化......启动此类

国家级、省级非物质遗产的抢救工作”，“引导使用替代材料发展其他象牙雕刻、骨雕技艺”。42猛犸

象牙被认为是最好的替代品之一，因为它的质地与现代大象象牙相似，同时可以自由进行国际贸易，不

受 CITES 等国际条约的管制，提供一个理想的商业机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中国最著名的

象牙雕刻大师李春柯表示:“猛犸象牙可以完全取代象牙。”除了李先生，中国其他象牙雕刻大师和公

众也都暗示，可以通过商业规模的国际贸易进口俄罗斯猛犸象牙，合法地继承和创作艺术杰作。 43 这种

情况清楚地表明，中国对雕刻象牙的需求仍然保持着健康水平，直到最近大象象牙才合法地满足了这种

需求。从大象牙向猛犸象牙的材料转型只会使需求永恒化。虽然目前可能仍有大量的猛犸象牙，但因其

不是一种可再生材料，且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对野生大象的威胁就几乎不可能消退。  

近年来，随着北极永久冻土层的融化，西伯利亚出土了更多长毛猛犸象化石。随着气候变暖，冰层

融化，这一灭绝物种的遗体无法再得以保存，盗猎猛犸象已成为一个诱人的职业，人们希望找回猛犸象

的象牙，并从交易中获得巨额利润。44  

尽管监管不力，但猛犸象牙的国际贸易并不违法（印度的国内立法除外），其主要合法出口国是俄

罗斯。 45在俄罗斯北部，回收和销售猛犸象牙是较偏远地区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回应人们对这种做法

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的日益关注，雅库特州现在已经禁止出口所有长度超过三米的猛犸象牙。46人们希

望这一立法举措将意味着对贸易的更好控制和透明度。考虑合法的猛犸象牙供应链的运作方式，它的来

源，以及它在运输前如何和在哪里被整合，也应该是很重要的。 

2017 年，中国国内颁布大象象牙禁令之后，猛犸象牙不再被视为独家收藏品，似乎成为了大象象

牙的真正替代品。雕刻师和商贩从只在专卖店里出售，转而批量生产较小的珠宝和筷子。47通过成为非

法大象象牙的替代品，猛犸象牙贸易被吹捧为减少偷猎行为和大象象牙需求的有效解决方案。然而，保

护主义者和活动人士认为，猛犸象牙交易是维持犯罪产业的一种方式，反而可能为仿冒和洗白大象象牙

提供漏洞。48   

那些反对禁止猛犸象牙交易的人强调，虽然这两种商品看起来很像，但通过某些区别性的特征，如

施雷格线，可以将两者区分开来。此外，他们还指出，大象象牙的价格和需求量在近几年都在稳步下降，

 
40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41 http://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4002  
42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30/content_5155017.htm  
43 http://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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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phant-poaching/ 
46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europe/ancient-beasts-unearthed-in-siberia-s-rush-for-mammoth-ice-ivory-1.4691671 
47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48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6/08/wildlife-woolly-mammoth-ivory-trade-legal-china-african-

elephant-poaching/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http://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4002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30/content_5155017.htm
http://www.ihchina.cn/project_details/10049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6/08/wildlife-woolly-mammoth-ivory-trade-legal-china-african-elephant-poaching/
https://www.irishtimes.com/news/world/europe/ancient-beasts-unearthed-in-siberia-s-rush-for-mammoth-ice-ivory-1.4691671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6/08/wildlife-woolly-mammoth-ivory-trade-legal-china-african-elephant-poaching/
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news/2016/08/wildlife-woolly-mammoth-ivory-trade-legal-china-african-elephant-po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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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可能会产生与其本意相反的结果：他们担心的是，猛犸象牙交易禁令可能会使大象象牙的价格反升，

从而增加盗猎大象的动机。49 

此外，香港特区即将实施的象牙禁令将于 2021年 12月 31日全面生效，由于对象牙的长期需求，可

能会造成进一步的压力，而其贸易产生的丰厚利润可能意味着供应仍在继续，尽管是在地下。同时，最

近的研究发现，日本网上销售的大象象牙有所减少，同时也记录了猛犸象牙的销售情况。其中的一些经

过视觉识别也证实了一些猛犸象物品确实是大象象牙。50 

 

CITES 立场  

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 19 次缔约方会议 (CoP) 上，以色列和肯尼亚提交了一份

提案，建议将长毛象(Mammuthus primigenius)列入附录 II，以规范贸易并防止潜在的象牙洗钱活动。51

然而，来自 183 个《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签署国的代表推迟了对该提案的表决。他们同意

等待完成猛犸象牙对全球象牙市场影响的研究之后，在三年后的下一届缔约方会议上重新考虑这一问题
52。 

在这次小规模的研究中发现的与猛犸象牙贸易有关的广告数量，只集中在一种交易活动方式上，这

表明对这种材料作为加工过的象牙产品有潜在的巨大需求。此外，2021年 10月采用与 2020年 8月至 12
月的早期研究相同的方法进行了额外的研究，证实猛犸象牙产品继续被发现出售，其速度与 2020 年的

研究一致，平均每花一小时研究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上发现约 10 个广告。 

出售的其他种类象牙 

除了猛犸象牙和大象象牙，调查还发现了出售的来自其他物种的象牙，其中一些是高价值物品。然

而，与出售的猛犸象牙制品的数量相比，这些要少得多。调查发现有两则广告出售海象牙（不受保护），

而仅一个卖家的 8 个广告涉及独角鲸牙（受保护），其价值远远高于海象牙。 

表 7- 其他类型象牙的广告 

物种 产品类型 在中国禁止 广告 
海象牙 
[Odobenus rosmarus] 

挂坠 否 

 

 
49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50 https://www.wwf.or.jp/activities/data/20201208_wildlife03.pdf 
51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8/prop/020119_d/E-CoP18-Prop_draft-Mammuthus-primigenius.pdf  
52 https://www.antiquestradegazette.com/news/2019/bid-to-list-the-mammoth-as-a-protected-species-withdrawn-from-

cites-summit/  

https://www.wired.co.uk/article/mammoth-tusk-hunters-russia-china
https://www.wwf.or.jp/activities/data/20201208_wildlife03.pdf
https://cites.org/sites/default/files/eng/cop/18/prop/020119_d/E-CoP18-Prop_draft-Mammuthus-primigenius.pdf
https://www.antiquestradegazette.com/news/2019/bid-to-list-the-mammoth-as-a-protected-species-withdrawn-from-cites-summit/
https://www.antiquestradegazette.com/news/2019/bid-to-list-the-mammoth-as-a-protected-species-withdrawn-from-cites-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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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执法工作 
近几年，面对日益趋紧的国际压力，为了解决受威胁和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问题，中国政

府实施了更严格的立法措施，如 2017 年的大象象牙禁令，以及最近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禁止在所

有网络和电商平台上交易任何类型的野生动物。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禁令实施的第一个月，电商平台就

协助撤销、删除或屏蔽了 14 万条野生动物产品的相关信息，并关闭了约 1.7 万个与该贸易相关的账户。
53而在 2020 年前 9 个月，有超过 1.5 万人因涉嫌野生动物贩卖而被起诉。这表示与 2019 年相比，增加

了 66%。在被起诉的总人数中，约有 3000 人因非法收购、运输、销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而被起诉。54 

在采取这些立法措施后，执法部门也加大了执法力度，因走私或销售受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而起

诉的案件越来越多，刑罚也越来越重。以下是 2017 年象牙禁令生效以来，中国对参与贩卖大象象牙的

犯罪团伙和高级犯罪分子采取执法行动的几个例子。  

• 2019 年 1 月，一名犯罪团伙成员被判刑，他被控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间从坦桑尼亚和莫桑

比克向中国走私 8,000 多公斤大象象牙。刑期从 3 到 15 年不等。55 

 
53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0/3/24/illegal-wildlife-trade-goes-online-as-china-shuts-down-markets  
54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nvironment-wildlife/china-wildlife-crime-prosecutions-up-sharply-

after-covid-19-outbreak-idUSKBN27P35B 
55 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b01a7e1c2ce645069353aa4500a53ffe 

https://www.aljazeera.com/economy/2020/3/24/illegal-wildlife-trade-goes-online-as-china-shuts-down-market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nvironment-wildlife/china-wildlife-crime-prosecutions-up-sharply-after-covid-19-outbreak-idUSKBN27P35B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environment-wildlife/china-wildlife-crime-prosecutions-up-sharply-after-covid-19-outbreak-idUSKBN27P35B
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b01a7e1c2ce645069353aa4500a53f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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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另一名同伙因在越南和中国之间走私 600 多公斤象牙和其他制品而被定

罪。刑期从 3 到 15 年不等。56  
• 2020 年 8 月，一名嫌疑人因在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在越南和中国之间走私约 600 公斤大

象象牙而被判处 11 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元（77,027 美元）。57 

• 2020 年 12 月，一名犯罪团伙成员因在 2013 年至 2019 年间从尼日利亚到中国走私 20,000 
多公斤大象象牙而被判刑。刑期从两年到无期徒刑不等，没收所有资产，罚款最高达 500 
万元人民币（770,273 美元），使它成为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象牙走私案件。58 

此外，中国加强对微信犯罪行为的执法监管力度，也对野生动物交易“业务”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并被认定为促使经销商改变通信方式的原因之一。根据中国所有法院判决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分析
59显示，自 2014 年以来，通过“微信”进行调查从而因野生动物犯罪而被定罪的罪犯数量稳步增长。此

外，WJC 的调查发现，在 2020 年期间，越南的几位高级别野生动物交易人表示，他们故意避免在微信

上讨论野生动物“业务”，而是建议使用 WhatsApp，一款在中国大陆被禁用的美国应用程序。一些越

南高级别野生动物交易人在微信上与中国商家交流时，也采取了简单发送语音信息这一较为安全的方式，

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通过关键词搜索发现犯罪的风险。 

 

 

 

 

 

 

 

 

 

 

 

 

 

 

 

 
56 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67ebfc605cae4fd49023ab33003452e3  
57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b705a187624040a7b24bac2400f1d4c7 
58 http://gz.sifayun.com/play/live?caseId=16711094&courtId=14  
59 https://wenshu.court.gov.cn/  

http://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67ebfc605cae4fd49023ab33003452e3
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b705a187624040a7b24bac2400f1d4c7
http://gz.sifayun.com/play/live?caseId=16711094&courtId=14
https://wenshu.cour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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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WJC 对中国主要电商平台进行的调查发现，各种野生动物物种继续通过网络平台出售；但发现绝

大多数都是法律允许销售的产品和物品。很可能是因为许多相关平台（其中一些平台为阿里巴巴所有）

开始采取主动措施，并产生了连锁反应，导致这些广告的普及率较低。   

2017 年国内颁布象牙禁令之后，中国政府现在提倡将猛犸象牙制品作为大象象牙的替代材料，记

录在案的猛犸象牙制品销售数量之多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许多人担心这种合法交易可能为大象象牙提供

洗钱渠道， 23 个猛犸象牙卖家中有 3 个确实向 WJC 卧底人员提供了大象象牙，其他大多数卖家都谈到

了他们对大象象牙交易的恐惧，以及大象象牙现在带来的巨大风险。WJC 卧底人员认为，一些卖家可

能曾经接触过大象象牙或进行过大象象牙交易，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然而，现在普遍的看法似乎是不

值得冒险，政府现在非常重视打击这种非法交易。电商网站采取的直接措施和加强执法对策似乎导致了

这样一种情况：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现在只占网上野生动物交易的一小部分。  

因此可以推测，在存在非法网上野生动物交易的地方，尤其是高价值和濒危物种的交易，电商网站

并未被认为是一种实质威胁，也并非为犯罪提供便利。鉴于即时通讯应用程序的运作方式，以及通过微

信 “朋友圈”等功能为用户提供的服务，用户获得了一个隐蔽的展示非法商品的区域，因此更有可能

发生更多犯罪性质的活动。中国的执法机构有意特别打击发生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序之一的野生动

物犯罪活动，以及该网站自身采取的更多强化安全措施，发出明确的零容忍信息。从 WJC 调查中收集

到的情报进一步证实了这对当地犯罪行为产生影响，使中间人和交易商刻意避开使用微信。   

中国加强了执法力度，包括长期、深入的调查，这表明中国政府充分致力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公布

此类案件及其结果也产生了影响，并与 WJC 的其他运作工作相关联，由于中国的执法力度加强，使许

多人选择远离非法象牙贸易，走私者变得更加谨慎。这导致了越南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成为大量囤货的

中心，走私者表示将产品从边境运到中国极为困难。这将不可避免地对供应链的流动产生影响。据推测，

在中国发生的非法象牙交易很可能是通过密切、可信的联系人进行的。这一发现是通过此次调查和 
WJC 其他卧底工作中确定的，中间人坚持在讨论“交易”之前必须有引荐人。   

所有这些因素都释放出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中国正在以一种更加协调有序的方式打击非法网上野

生动物交易。虽然早期迹象是积极的，但有组织的犯罪网络往往诡计多端，存在需求的地方，往往会形

成供应链来满足需求。其他即将发生的变化，如香港的象牙贸易禁令和最近有迹象表明大象的象牙在日

本被误标为猛犸象牙出售，应进一步引起关注。 

因此，中国包括香港特区，和日本必须考虑合法的猛犸象牙交易对大象象牙需求的潜在延续作用，

并制定和实施措施，确保它不会对野生大象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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