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跨国有组织犯罪形式的犀牛角贩卖
（2012-2021）：
2022年全球威胁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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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犀牛角贩卖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需要像跨国有组织犯罪一样以一种新的紧迫感来解决。在
过去的 10 年里，非法捕杀犀牛和贩卖犀牛角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全球性犯罪，其中包括以贪婪
和对巨额利润的追求为主导的多种犯罪成分。
本威胁评估全面分析了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10 年间的犀牛角贩卖情况。
本报告在分析近十年来全球发生的 674 起犀牛角查获事件的基础上编制，此外还有 7 年的犯
罪情报和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自 2015 年以来对犀牛角贩卖的调查结果以及其他开源研究。
这项评估的目的是研究贸易背后的推动力量和犯罪形势的变化。报告还考虑了 2022 年犀牛面
临的威胁，进而提出建议，为解决这一问题出谋划策，确保全球应对措施与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相称并有适当的针对性。

1.

过去十年的犀牛角贸易概况

2012 年，南非和越南被认定构成犀牛偷猎危机的中心，其犯罪规模前所未有，涉及无道德的
野生动物专业人士、串通一气的政府官员和亚洲犯罪网络。当时，人们对其他国家的潜在作用
知之甚少，关于越南犀牛角市场的数据很少，对犯罪供应链的结构也知道得不多。1
十年过去了，现在的情报情况已大大丰富，改变了很多关于非法犀牛角贸易的认识。然而，尽
管许多国家采取了广泛的干预措施来打击与犀牛角有关的犯罪，但没有任何一项措施导致非法
贸易或非法商品犀牛角的价值持续下降。
自 2015 年达到峰值以来，非洲各地的偷猎率下降了 50%以上，但仍然很高，与危机开始时的
水平相当。2从南非偷猎的犀牛角仍然是非法供应链的主要来源。调查显示，中国是主要的消
费市场，对犀牛角的需求主要是作为奢侈的雕刻品，因其作为收藏品的稀有性和拥有它带来的
体面而受到追捧。越南仍然是一个重要市场，同时也是犀牛角流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只有一小
部分牛角被用于医疗用途，通常来自雕琢过程之后的边角和剩余部分。

2.

犯罪动态的主要发现

(i)
尽管偷猎减少，查获的犀牛角重量显著增加
查获分析发现，在过去 10 年里，全球非法贸易中查获的犀牛角超过 7.5 吨，突显出这一问题
的巨大程度。对非洲犀牛角运输的具体分析发现，2017 年之后，非洲犀牛角的平均运输重量
显著增加，在 2018-2019 年期间增长了 52%，达到 28.7 千克，然后在 2020-2021 年期间又增长
了 55%，达到 44.5 千克（图表 1）。尽管这些年来非洲各地的犀牛偷猎活动总体减少，但这一
趋势仍然出现，即使新冠疫情期间供应链物流的中断或许导致了全球野生动物走私的总体减
少，这个趋势仍持续存在。3在这些事件的背景下运输规模持续扩大，可能表明跨国有组织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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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ken, T. and Shaw, J. (2012), The South Africa – Vietnam Rhino Horn Trade Nexus.TRAFFIC,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2
CITES CoP19 Doc.75 (Annex 4), ‘African and Asian Rhinoceros – Status, Conservation and Trade’, prepared by
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s African and Asian Rhino Specialist Groups and TRAFFIC, pp.30-31.
3
查获的非法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从野生动物贩卖者那里收集到的关于其在跨境运输产品上面临困难的
情报表明了这点：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2020），Rapid assessment of the Impact of COVID-19 on
Wildlife Traffi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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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集团的参与度增加，因为该贸易由少数几个关键网络（而不是许多不同的参与者）垄断，同
时为了提高每批货物的利润率，会转移更多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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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012-2021 年非洲犀牛角走私运输的平均重量

(ii)
六个国家和地区主导犀牛角的贩卖路线
尽管在过去十年中，有超过 50 个国家和地区与犀牛角贩卖路线有关，但这些年来，有 6 个国
家和地区作为犀牛角的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主导着供应链：
• 南非
• 越南
• 莫桑比克
• 中国大陆
• 马来西亚
• 中国香港
从 2018 年起，通向越南和中国的贩卖路线，通过减少过境点，明显转向为更直接的方式，而
2020-2021 年期间，路线的一致性和简化程度最高。据评估，这种转变是由于疫情期间交通选
择有限造成的。
(iii)
南非和越南仍然是最常涉及犀牛角贩卖的两个国家
在过去 10 年里，全球查获的犀牛角有一半与南非有关，与越南有关的超过四分之一。尽管考
虑到南非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犀牛数量，这些结果可能在意料之中，但涉及这两个国家的持续贩
卖水平可能表明犯罪在这两个国家的嵌入程度。除了最近一些显著的例外情况外，由于没有起
诉和定罪高级别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得以在受到最小干扰的情况下继续活动。
(iv)
马来西亚作为从非洲到亚洲的运输中转站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以马来西亚为中转站的贩卖路线多年来经常发生变化，但自 2018 年以来，与马来西亚有
关的犀牛角查获数量大幅增长。特别是在过去两年，该国成为主要中转站，与 32%的全球查获
犀牛角相关，取代中国香港成为犀牛角运输的主要亚洲中转站。这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例如
马来西亚航空和海港的腐败分子在确保货物安全方面的可靠性，以及该国存在的关键运输服务
机构。
(v)
从合法库存中收获的大量牛角被转用于非法贸易
自 2016 年以来，在 11 起事件中查获的至少 974 公斤犀牛角被证实来自盗窃或非法出售合法
库存的犀牛角，包括私人和政府拥有的库存。这些事件占 2016-2021 年期间查获的所有犀牛角
的 18%。查获的案件包括一些引人注目的案件，如 2019 年在南非从私人犀牛饲养者约翰·休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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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库存中查获的 181 只犀牛角；42021 年在南非查获的 19 只角，其与狩猎农民戴维·格伦瓦尔
德有关，但初始来源为政府储备；52019 年在中国运送的 250 千克犀牛角，其中包括 70 个微
片犀牛角。6对查获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整个 10 年期间，还有 1546 千克的犀牛角可能
从合法库存中转移，加上已确认的数量，总计达 2520 千克，占全球查获犀牛角总数的三分之
一。

图 1：2019 年 4 月在中国香港没收了一批重 82.5 千克的犀牛角，里面似乎混合了偷猎和收获的犀牛
角。其中有几个顶部光滑、底部平坦的角（在非法贸易中通常被称为“面包条”），表明它们可能由二次
或后续去角过程产生。来源：中国香港海关。

(vi)
犯罪集团经常利用储存系统的弱点获取收获的犀牛角进行非法贸易
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调查期间收集到的情报显示，犯罪集团经常利用收获的犀牛角进行非法
贸易。一些供应商将 20-40%的偷猎角与 60-80%的收获角混合发货，这表明他们与犀牛偷猎网
络有联系。查获此类货物（图 1）证明了这一点，表明存在根深蒂固和有组织的犯罪行为。与
偷猎犀牛角相比，对进入供应的收获犀牛角数量的估计表明，自 2017 年南非解除国内犀牛角
贸易禁令以来，这种供应渠道可能增加了（图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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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ol.co.za/pretoria-news/news/breeder-fails-to-get-back-181-confiscated-rhino-horns-worthr10-million-1fbdcfce-e764-4f55-937c-a63e4338393f
5
https://www.iol.co.za/pretoria-news/news/game-farmer-businessman-caught-with-rhino-horns-get-bailf82fb080-f018-4949-92d0-649f7efdbae6
此外，根据情报，这些牛角来自政府在西北保护区的储备，由一名腐败的自然保护官员提供给戴维·格
伦瓦尔德。
6
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1/07-19/9523130.shtml
7
https://www.dffe.gov.za/mediarelease/molewa_notes_constitutionalcourt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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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12-2021 年进入非法贸易的非洲犀牛角供应估计，基于非洲犀牛偷猎报告和来自合法库存的
估计转移，并与执法当局在全球发现和查获的犀牛角数量对比（基于本报告的数据和计算）。

三分之一的犀牛角是不加掩饰地走私的，这表明在供应链上运输犀牛角可能依赖
腐败
对查获报告中描述的藏匿方法的分析发现，犀牛角通常是在没有任何隐藏的情况下走私的。这
是与具有类似亚非供应链的其他野生动物产品（如象牙和穿山甲鳞片，它们几乎总是隐藏在一
堆合法商品的掩护之下）的显著区别。这也背离了更广泛的规范，因为任何类型的有组织犯罪
集团通常都在隐藏其非法活动上投入大量精力，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行动潜力。这可能表
明，贩卖者更多地依赖腐败分子以在供应链中运输犀牛角，因此没有必要伪装产品。
(vii)

犀牛角最常见的是通过商业航空公司走私，但这种趋势正从以旅客行李的方式少
量运输转向以航空货物的方式大量运输
通过旅客行李走私的犀牛角共 143 起，总计 1920 千克，在 2016-2017 年期间达到峰值，达 48
起，然后在 2020-2021 年期间下降到只有 6 起，可能是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的旅行限制。尽管在
这十年中，航空货物查获量相对较低，共发生 17 起案件，总重量为 854 千克，但自 20182019 年期间以来，从这种操作方式中查获的犀牛角数量显著增加。这些趋势开始于疫情之
前，与其他重大变化同时发生，例如使用更直接的走私路线装运这些货物，这可能表明跨国有
组织犯罪集团的更大参与以及他们通过更精简的供应链运输大量产品的能力。尽管海上走私犀
牛角的查获数量或重量没有明显趋势（在这 10 年期间共查获 12 起，共 676 千克），但几起
大规模查获凸显了这种运输方式带来的威胁，包括 2019 年从莫桑比克通过渔船运往中国途中
查获的 250 千克犀牛角。8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调查结果表明，多年来，许多大型犀牛角运
输都是通过海上成功运输的，但鲜有运输被截获的事实表明，海上运输是一种未被充分揭露的
威胁。
(viii)

(ix)
在中转地点发现犀牛角走私的比率很低
执法部门在关键中转地点发现非法犀牛角的情况普遍较少。这一发现尤其适用于马来西亚（涉
及过去两年最大的非法犀牛角运输）以及阿联酋和卡塔尔。查获数据显示，后者是使用最频繁

8

https://www.chinanews.com.cn/sh/2021/07-19/9523130.shtml

6

的中转地点之一，但卡塔尔只公开报告过一次犀牛角查获。当局对运往另一个司法管辖区的中
转货物进行分析或检查的动机可能会较低，但这一发现指出了一个可以改进执法工作的机会。
(x)
亚洲犀牛角的贩卖有下降的趋势，但缅甸可能构成潜在威胁
与非洲犀牛角相比，亚洲犀牛角在非法贸易中被查获的频率要低得多，占全球犀牛角查获数量
的 14.4%，但只占查获的违禁品总重量的 0.8%。自 2014-2015 年期间以来，查获的亚洲犀牛角
数量和重量呈持续下降趋势。然而，一条从印度进入缅甸，然后进入东南亚和中国的走私路线
似乎越来越重要。随着社会政治因素为犯罪活动的猖獗提供了理想条件，通过缅甸进行的走私
活动有可能增加，成为亚洲犀牛的潜在威胁。
(xi)
犀牛角最常作为单一野生动物商品走私
对查获报告的分析表明，犀牛角最常被作为单独野生动物制品走私出非洲（占查获数量的
80%），而不是与其他物种混运。这一发现可能反映了犀牛角供应链更加专业化的性质，或者
犀牛角需要在供应链上快速移动以保持“新鲜度”，因此空运是首选方式。尽管在操作方式上有
这些特殊性，但犀牛角贩卖并非由专门的犯罪网络控制。情报和调查结果显示，有组织跨国犯
罪网络会从事任何有利可图和有需求的商品，而这些网络经常涉及犀牛角以及一系列其他野生
动物产品和非法商品。
(xii)
与犀牛角贩卖有关的犯罪活动有诸多类型
在过去的十年里记录了几起引人注目的与犀牛角贩卖相结合的犯罪案件。例如，东非的一个犯
罪网络在贩卖犀牛角和象牙的同时贩卖海洛因，还有一个犯罪网络参与了各种欺诈计划，从欧
洲各地的博物馆、动物园和拍卖行窃取犀牛角。全球查获数据显示，在约 10%的案件中，犯罪
可能与枪支、非法毒品和其他商品相结合。需要进一步的信息和情报分析来增进我们对这一威
胁的综合了解。
(xiii) 执法部门很少发现假冒犀牛角
在总共 674 起查获案件中，只有 3 起报告表明其中可能涉及假角。在这些案件中，当局对查
获犀牛角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并寻求法医检测来验证产品。这一发现表明，相对于真犀牛
角，执法部门很少发现假冒犀牛角，而且很少有数据表明假冒产品在黑市上流通的程度。

3.

犯罪供应链

偷猎和犀牛角供应
活跃的越南和中国犯罪网络在全球供应链上推动着犀牛角的贩卖。在这十年中，莫桑比克的偷
猎网络日益突出，在南非和莫桑比克活动的越南贩卖网络更加牢固，非法贸易中大量的收获犀
牛角越来越普遍。从南非和莫桑比克以外的地方（如肯尼亚、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采购和供
应偷猎犀牛角通常涉及的违禁品数量要小得多。一些犀牛角贩卖者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为基地，
其中一些人显然将赞比亚作为储存和整合犀牛角的地点，而安哥拉正成为越南犯罪网络的一个
主要贩卖中心。
在供应链的早期阶段，偷猎犀牛角的供应主要有三个促进角色：
• 组织团队以自己的名义偷猎犀牛角的偷猎协调人。
• 支持犀牛角交易的促进人/经纪人，通过撮合介绍和与贩卖者会面，促进产品在犯罪供
应链的进一步流动。
• 向国际市场出售和/或走私大量产品的贩卖者。他们的角色包括犀牛角的收购、储存和
整合，用于包装和走私到亚洲。

7

犀牛角的运输和贩卖
在通过空运或海运偷运出非洲后，犀牛角通常要经过一个或多个中转站才能到达预定目的地。
在供应链的这一中间阶段，运输者的主要角色是促进产品的国际贩卖，通过利用他们与海关当
局、货运代理机构、航空公司、航运和物流公司的联系，确保货物通过海港和机场清关。
为了避免被发现，运输者经常在一张提单的掩护下将货物偷运到一个特定的地点，然后在“新”
提单下将货物偷运到目的地或其他过境点。串通一气的报关代理人可能在货物卸货和重新包装
时更换提单，可能使用新的包装材料或不同的集装箱。运输者还可能利用拥有现有航运路线和
其他有效商业基础设施的幌子公司，为违禁品运输提供便利。

在目的地市场销售犀牛角
查获的数据显示，犀牛角主要运往越南和中国。然而，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的调查发现，进
入越南的犀牛角有很大一部分卖给了中国买家，然后通过陆路走私进入中国。来自中国大陆的
法庭判决也证实了这一贸易方向。这些判决显示，犀牛角产品最常见的是通过陆路从越南走私
进入中国大陆，或从非洲通过中国香港的跨大陆航班。犀牛角的小型零售市场也存在于柬埔
寨、老挝、缅甸、泰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在供应链的这一阶段，人们发现越南和中国犯罪网络的结构由一系列相似的不同角色组成，以
促进批发层面的贸易：
•
•
•
•
•
•

•

卖家是供应链顶端真正的产品所有者，他们为走私活动提供投资和资金。他们通常被
有意排除在日常运作之外，保持匿名。
经纪人作为卖方和买方之间的中介，发挥着关键的促进作用，负责产品定价、数量、
质量、安全、存储、价格谈判和付款。
存储所有者在产品进口之后等待销售期间提供安全的物理空间来存储产品。
保管员/包装工在产品展示和销售给买家之前，对产品进行清洁、准备和简单加工。
运输者/运送者将犀牛角产品送到买方指定的地点，如果产品被查获，他们将承担责
任。
货币兑换者被疑是居住在中国的越南人，他们持有中国的银行账户，用于直接从买家
那里接收人民币付款。中国网络似乎还依赖于向中国的银行账户付款，这些账户可能
由第三方持有，以掩盖产品所有者的身份。
在越南和中国，批发层面的买家主要是中国客户。

“如果你知道该找谁谈，你会发现越南有很多犀牛角。”——越南贩卖者，2021 年 5 月。
早在 2012 年，河内附近的 Nhi Khe 村就被确定为越南犀牛角贸易的一个重要实物市场。野生
动植物司法委员会调查发现，该市场向几乎全部是中国客户的群体提供犀牛角雕刻产品，价格
以人民币标价，翻译人员在联系中国买家和越南贸易商并促进谈判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款项也
汇入中国的银行账户。自 2016 年起，作为对众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关于村内公开发生的非法
贸易程度的报道的反应，执法部门对 Nhi Khe 的执法检查增加了，包括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
在 2016 年 11 月举行的公开听证会，展示了其调查结果的证据。作为应对，这种贸易逐渐变
得隐蔽，并转移到越南的其他地方。

4.

市场分销

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的研究发现，在电子商务平台（如中华古玩网、阿里巴巴、1688、淘
宝、天猫等）上进行的犀牛角交易量极低，这表明这些网站作为这种特殊犯罪的促进者并不构
成实质性威胁。非法犀牛角交易大多通过密切、可信的联系人进行，交易者更喜欢使用信息和
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为交易提供更大的隐私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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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我的微信朋友圈，你就知道我做什么产品了。犀牛角，老虎，象牙，还有很多”——中
国贩卖者，2017 年
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南非、马来西亚、莫桑比克和尼日利亚的调查
中发现犀牛角贸易商广泛使用微信。对 2017 年至 2021 年中国犀牛角贩卖定罪案件的法院判
决的分析也表明，微信仍然是中国犯罪分子沟通和安排这类商品交易的首选方法之一，这通常
是这些案件的惯用手法。
中国执法部门对微信内犯罪行为的监测，对交易者将微信用作沟通手段的方式产生了明显影
响。在调查期间，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观察到，交易者只使用语音信息讨论产品，一些人拒
绝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图片。越南的一些高级经纪人现在故意避开微信，而是使用 WhatsApp、
Telegram 或 Signal，这些在中国大陆是禁止的。
在越南，Facebook 似乎是经纪人向越南市场宣传其产品的首选线上平台。Facebook 在东南亚
其他地方也被广泛使用。WhatsApp 在全球范围内被贩卖者普遍使用，许多人在最初通过
Facebook 等社交网络平台与买家取得联系后，选择将通信转移到 WhatsApp 上。

关于犀牛角价值的主要发现

5.

2016 年 1 月至 2022 年 2 月，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在八个非洲和亚洲国家（对应非法供应链
中的各个来源地、中转地和目的地）进行调查期间收集了一组未加工犀牛角的批发价格数据
（每千克价格），并对其进行分析，以洞察价值趋势和随时间的变化（图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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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2016-2022 年八个非洲和亚洲国家未加工犀牛角的平均价值（美元/千克）。红框突出显示了随
着犀牛角在供应链中从来源向目的地移动而增加的价值。

(i)
犀牛角的批发价值一直不到通常报道的 6.5 万美元/千克的三分之一
调查发现，在所有国家的批发贸易层面，犀牛角的价值都不到媒体和公共领域经常引用的每千
克 6.5 万美元的三分之一。在南非和莫桑比克的来源地点可能是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尽管犀
牛角的实际价值远远低于通常的报价，但在犯罪圈内，犀牛角仍然被认为非常有利可图。
(ii)

2020 年，非洲来源地点的价值降至最低水平，但现在又开始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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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角来源地点的价值在 2020 年达到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记录的最低水平（南非为每千克
3382 美元，莫桑比克为每千克 3987 美元），但随后又开始回升。南非的最高价格是 2022 年
2 月创下的，为 7529 美元/千克。这种增长可能潜在地反映了执法风险的增加，因为过去两年
来，运输的被发现率提高了。当风险增大时，交易者往往会提高利润率。尽管犀牛角需求的价
格弹性尚不清楚，但这也可能潜在地表明，目前犀牛角的需求超过了供应。
(iii)
价格数据表明，马来西亚是犀牛角被运往亚洲其他地方的初始中转站
在泰国和老挝也有类似的记录，每千克比在马来西亚的价值高出约 2000 美元，这表明马来西
亚可能是犀牛角被运往泰国和老挝之前的一个亚洲初始中转站，或者直接运往泰国和老挝的运
输和其他相关成本比马来西亚高。这一发现证实了从野生动物贩卖者那里收集到的情报，他们
认为马来西亚是将犀牛角运往亚洲的首选中转站。
(iv)
目的地点的价值反映来源地点的相应趋势
最高价格出现在中国的供应链末端，从 17545 美元/千克到 20881 美元/千克不等。目的国的价
值趋势模式与来源国的价值趋势模式相对应，这在越南和南非趋势线之间的密切对称性中尤其
明显（图表 3）。这表明，价格波动在整个供应链中相同。
整个供应链的平均加成率在来源点和过境点之间增加 33-60%，在过境点和目的点
之间增加 66-98%
价格数据对比表明，随着犀牛角从产地到中转地和目的地的运输，它的价格会变得越来越贵，
其中积累了额外的运输成本、手续费以及每个供应链阶段各个经营者的利润率。2018 年和
2019 年可以最清楚地观察到随着犀牛角从南非运往中国的累计价格上涨，当时整个供应链收
集的数据点最多（如图表 3 中红框所示）。
(v)

影响犀牛角价格的其他因素
•
•
•

走私成本：2018 年收集了有关将犀牛角从莫桑比克经马来西亚空运到越南的走私成本
的情报，并提供了清关费和疏通费用如何影响供应链各阶段价格的指标（图表 4）。
前角与后角：后角的更小尺寸限制了其加工产品的类型和数量，使得它们不太受欢
迎，因此在非法贸易中每千克比前角更便宜。
偷猎角与收获角：在不同情况下，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调查人员收到的收获角在来
源国的价格与偷猎角相比有高有低，因此难以就角的来源如何影响价格得出任何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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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价格因素：有几个因素会影响犀牛角雕刻产品的最终零售价格，包括雕刻品的质
量和艺术价值，犀牛角的颜色（其中深色产品最昂贵）以及与尺寸、重量和产品类型
相关的因素。犀牛角粉是最便宜的产品，通常从雕刻过程中的边角中提取。
图表 4：2018 年将犀牛角从莫桑比克经马来西亚运往越南的走私成本示例（不包括将犀牛角运往中国的

第1阶段：

第2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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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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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外成本）

付款方式
为了保护和隐藏资金，犯罪分子使用不同的支付方式在供应链中转移资金，逃避检测，其中一
些支付方式比其他方式更复杂。最常见的四种方式是现金支付、银行转账、替代资金转账系统
（如哈瓦拉或飞钱）和移动支付服务。有必要进一步了解这一威胁的性质以应对资金流动，后
者是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的一个关键原则。

犀牛角贩卖的非法收入
将犀牛角价格数据与偷猎和查获数据进行比较，可以估算非法犀牛角批发贸易的价值以及犯罪
网络产生的潜在收入。从 2012 年到 2021 年的 10 年间，9犀牛角批发贸易产生的非法总收入估
计在 8.74 亿至 11.3 亿美元之间。10据信，这只是对未加工犀牛角贸易的保守估计，不包括任
何面向消费者的加工产品零售贸易，后者数量庞大，可能产生的利润远远超过这一数额。

6.

犀牛角的使用和消费

亚洲消费国的犀牛角贸易似乎集中在两个截然不同的市场上：一个市场将犀牛角作为奢侈品和
地位的象征，另一个市场则看中其所谓的药用价值，如祛热、解毒、凉血和治疗温病或温热传
染病。11

非法收入总额是在亚洲目的地的贸易所产生的估计收入。它不等于交易产生的利润，后者是从总收入
中减去所有成本和费用后剩下的。
10
这一估计遵循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0 年世界野生动植物犯罪报告》中描述的方法。详
细的解释和完整的计算请参阅本报告 5.4 节。
11
Cheung, H., Mazerolle, L., Possingham, H. P., & Biggs, D. (2018).Medicinal use and legalized trade of
rhinoceros ho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in Hong Kong.Tropical
Conservation Science, 11, 1940082918787428.
Cheung, H. (2021).Rhinoceros Ho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Demand in China.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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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以来，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在越南的调查发现，大多数犀牛角都被用来为中国客
户雕刻奢侈品，只有少量的犀牛角被用于医疗用途，通常是雕刻过程后的切角和剩余部分。其
他研究也报告称，犀牛角在中国和越南受到追捧的主要原因是其稀有的收藏价值和拥有犀牛角
的体面。尽管越南在推动整个供应链的犀牛角贩卖方面扮演了主要的犯罪角色，但这些发现与
目前的说法相矛盾，即犀牛角市场的驱动因素是越南对保健品和宿醉治疗的药用需求以及作为
身份象征的需求。
另外一群利益相关者也参与到满足犀牛角雕刻产品的需求中来，如古董商、艺术收藏家、投资
者、投机者、拍卖行、投资公司和博物馆。案例显示，未加工的犀牛角被加工成假古董（被称
为“做旧”），12人们担心，合法的古董犀牛角工艺品交易可能被用于新犀牛角洗白。13

7.

执法工作的影响

为了解决持续存在的犀牛偷猎和非法犀牛角贸易问题，供应链上的所有受影响国家都需要加大
努力，确保以有效而持久的方式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各国可以在几个共同领域加强执法工作，
特别是在查获货物后进行调查，以查明这些货货物的所有者或促进者，着重起诉涉及更高级别
嫌疑人的案件，从而对阻止贸易产生更大影响。
与此同时，在六个最突出的国家和地区都可以找到良好执法实践的范例，应在供应链的所有司
法管辖区系统地采用和实施这些范例。
• 南非：作为国家设施建立环境执法综合中心，提供分析能力，整合情报主导的执法，
促进战术和战略反偷猎工作。
• 莫桑比克：在每个省任命负责处理环境犯罪的特别检察官，由负责调查的机构的技术
专家协助。
• 马来西亚：建立多机构特别工作组，以应对野生动物犯罪，包括国家和州执法机构和
环境部门。
• 中国香港：政策改革，将野生动物贩卖视为严重的有组织犯罪形式，允许使用更广泛
的调查权力，没收犯罪收益，并对此类案件的定罪加重刑罚。
• 越南：采取措施，以调查、逮捕和起诉高级别野生动物犯罪分子为目标，成功定罪了
该国两名最大的野生动物贩卖者，最近还逮捕了另一个犯罪网络的头目。
• 中国大陆：实施针对整个犯罪网络的调查战略，包括在外国司法管辖区从事野生动物
犯罪的本国公民，并开展国际合作将他们绳之以法。

8.

腐败在非法贸易中的角色

腐败是各种形式的野生动物犯罪的重要推手，偷猎犀牛和贩卖犀牛角也不例外。腐败便利了犯
罪活动在整个供应链中获取和运输犀牛角，破坏了刑事司法系统。腐败可能发生在任何地点，
涉及公共或私营部门行为体。除非腐败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打击犀牛偷猎和非法犀牛角贸易的
所有其他努力都将功亏一篑。
行贿、贪污和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如何在非法犀牛角供应链中蔓延，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一
点，包括公园管理员向偷猎者提供情报，犯罪集团为获得执法保护而行贿，以方便清关转移货

例如：https://www.justice.gov/usao-nj/pr/ringleader-international-rhino-smuggling-conspiracy-pleadsguilty-new-jersey-wildlife
13
Hübschle, A. (2016).A game of horns: transnational flows of rhino horn.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ologne.
https://www.savetherhino.org/our-work/reducing-illegal-trade/rhino-horn-could-be-laundered-in-uk-antiquetrade/ ; https://animalsurvival.org/trade-and-legislation/criminals-may-be-using-antiques-as-a-way-tolaunder-rhino-hor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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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获得保释或释放，政府官员从犀牛角库存中偷窃等等。尽管南非14和中国15等一些国家正
在采取重要步骤，以解决腐败行为并应对腐败风险，但其他主要国家没有出现此类做法，表明
它们对这一关键问题缺乏关注和投入。

9.

新冠肺炎的影响

2020 年，整个非洲被盗猎的犀牛数量和全球查获的犀牛角数量都大幅减少，突显出新冠肺炎
预防措施在遏制犯罪活动方面的意外影响。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平静，因为犯罪网络适应了新
的运作环境，偷猎率在 2021 年和 2022 年再次上升。16
查获分析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非洲犀牛角的平均重量增加到最高水平，更多的犀牛角
通过航空货物走私，贩卖路线变得更加一致和简化。这大概是因为可供选择的交通工具有限。
人们怀疑，拥有更多资源和关系的大型有组织犯罪集团可能比不那么相关的参与者更能适应不
断变化的环境。
情报显示，东南亚实体市场缺乏中国客户，可能推动了犀牛角产品的线上销售以继续开展业
务，主要是在通信应用程序和社交网络平台上。

10.

重新调整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对策

在过去的 10 年里，非洲17有 9561 头犀牛被偷猎，全球非法贸易中查获了 7.5 吨犀牛角，犀牛
危机的规模现在可能超过了 2012 年的设想。令人遗憾的是，在同这一问题作斗争方面也几乎
没有可以证明取得切实进展的成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跨国有组织犯
罪网络参与了犀牛偷猎和犀牛角贩卖。很明显，犀牛角供应链上的所有 6 个关键国家和地区在
从“保护危机”转向“犯罪问题”方面反应太慢。
所有司法管辖区，无论是来源地、中转地还是目的地，都需要加强和调整工作，确保以有效、
协调和持久的方式打击犯罪。
执法本身并不能阻止偷猎犀牛或贩卖犀牛角，但执法的全部力量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得到完全
发挥。
许多本应成为惯例的标准执法方法仍未得到充分利用，例如开展以情报为主导的深入调查，将
重点放在犯罪网络而不是个人，在查获事件后进行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产品所有者，使用先进的
调查技术，开展并行的金融或腐败调查，没收资产等。大多数野生动物犯罪都是如此，而不仅
仅是与犀牛有关的犯罪。
执法部门的反应速度和力度根本比不上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这种现状不能再持续到下一个十
年。为了更好地应对非法贸易的复杂动态，摧毁其背后的犯罪网络，保护犀牛的未来，需要采
取所有可行的策略、执法方法、法律和程序，进行更协调一致的全球工作。

在南非，针对性调查的结果是，越来越多的警察和护林员因涉及犀牛偷猎和犀牛角贩卖犯罪而被逮捕
和定罪。例如，林业、渔业和环境部报告称，2017 年有 21 名官员在此类案件中被捕。
15
对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中国法院判决的分析发现，至少有 10 起案件涉及政府官员协助犀牛角走
私、收受犀牛角贿赂或购买犀牛角。
16
https://www.dffe.gov.za/mediarelease/creecy_259rhinopoached
17
CITES CoP19 Doc.75 (Annex 4), ‘African and Asian Rhinoceros – Status, Conservation and Trade’, prepared by
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s African and Asian Rhino Specialist Groups and TRAFFIC, pp.30-3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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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影响和未决威胁
犀牛所受威胁的持续性和动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供应链上不协调而又分散的执法行动进一步
加剧了这种状况。必须克服协调一致、积极主动的执法工作所面临的障碍，才能对打击犀牛角
贩卖背后的跨国有组织犯罪产生影响。与此同时，犀牛面临的新威胁正在出现。

1. 野生动物犯罪的优先级低
尽管有明显证据表明跨国有组织犯罪参与其中，但在打击犀牛角贩卖方面，全球相对来说并不
成功。野生动物犯罪往往不受重视，而是留给环境部门单独处理。然而，环境主管部门通常不
具备调查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相关执法工具、专业知识或资源；而拥有这些权力和技能的传统执
法机构又对野生动物犯罪调查参与有限。必须让拥有这些权力和技能的传统执法机构参与进
来，并赋予它们任务和必要的资源，领导对犀牛角贩卖犯罪的调查。
2020 年 3 月，南非最成功的反偷猎侦探之一勒罗伊·布鲁厄中校在开车去上班的路上被谋杀，
这最能说明负责处理此类案件的部门经常面临的危险。18布鲁厄是调查犀牛偷猎大鳄马布扎和
尼亚伦加案件的官员，后者曾是一名警察，后来成为有组织犯罪分子。2022 年 7 月，南非蒂
姆芭瓦提野生动物保护区护林员负责人安东·姆津巴在家中被谋杀，这表明这些暴力袭击事件
正在升级。19
除非各国开始切实履行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上作出的承诺，将犀牛角贩卖和其他严重野生
动物犯罪视为跨国有组织犯罪，否则这种情况不太可能改变。

建议 1：
各国需要履行其国际承诺，将野生动物犯罪视为跨国有组织犯罪形式。整个供应链的应对措施
必须在资源和方法上针对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

2. 解决腐败是关键
除非腐败问题得到解决，否则打击犀牛偷猎和非法犀牛角贸易的所有努力都将功亏一篑。由于
其促进和便利作用，腐败导致了具有弹性的犯罪网络，20但是如果可以将腐败行为的可能性降
到最低，那么参与野生动物犯罪的机会也应该减少。21确定犀牛角供应链中存在腐败风险的地
方，可以帮助当局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和行动，以防止腐败行为，并使犯罪网络更难利用监管
体系的漏洞。

18

https://lowvelder.co.za/537829/member-saps-mpumalanga-shot-r37-lydenburg/
https://www.news24.com/news24/southafrica/news/wildlife-warrior-and-game-ranger-anton-mzimbashot-dead-20220727
20
Ayling, J. (2012), ‘What Sustains Wildlife Crime?Rhino Horn Trading and the Resilience of Criminal Networks’,
Working Paper 2/2012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Crime Project.
21
UNODC (2020), Scaling Back Corruption:A Guide on Addressing Corruption for Wildlife Management
Authorities, p.7.
19

14

还须考虑在调查过程中加强对腐败问题的关注，以查明和清除公私部门中从事促进犀牛角贩卖
的腐败行为的人。例如，这可能包括在逮捕嫌疑人后对其手机进行分析，以确定其网络中的关
键成员和任何腐败联系人，作为进一步调查的切入点。然而，除了南非和中国大陆，在犀牛角
供应链上的其他关键国家和地区几乎没有发现逮捕和定罪的腐败行为者，这表明人们对这一问
题严重缺乏关注。

建议 2：
贩卖路线沿线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需要采取协调行动，解决破坏执法工作的腐败问题。必须解
决犀牛角供应链中的腐败风险，以加强监管体系，同时加大调查力度，清除助长犯罪的腐败因
素。

3. 有组织犯罪的诱惑越来越大，犯罪方法也在不断演变
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由于犀牛角等高价值产品的获利能力，并且人们认为打击这类犯
罪的执法行动风险较低，野生动物贩卖可能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更具吸引力。在非法犀牛角
贸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些使用非传统方法进行犯罪的观察结果，例如在暗网上进行交易
和使用加密货币进行金融交易，这可能表明有组织犯罪的参与越来越多。野生动物犯罪越来越
多地转移到网上以及犯罪网络采用或利用新技术为其活动提供便利，都给执法当局在调查时带
来了众多新的挑战和障碍。问题在于，当人们对众所周知的传统犯罪手段仍然常常反应不足
时，如何保持领先，或为这些类型的发展做好准备。
暗网：
作为监测潜在威胁的持续工作的一部分，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最近对暗网进行了研究，在那
里发现了犀牛角交易的迹象。
•
•

调查人员发现，2016 年 7 月至 2021 年 12 月期间，在黄金和钻石暗网论坛上有 27 次
提到“犀牛角”。
在一个暗网论坛上，6 名用户试图购买犀牛角，6 名用户提出出售他们拥有的犀牛角，
4 名用户表示他们之前购买过犀牛角。

非法野生动物产品很可能已经在暗网上被犯罪分子投机交易，因为他们参与了其他（非野生动
植物）商品的非法贸易。有鉴于此，野生动物犯罪与该平台促进的其他形式犯罪之间有可能汇
合，这需要进一步探索。22随着执法部门努力打击在开放网络上发生的野生动物犯罪，暗网的
使用可能会成为一个更切实相关的威胁。此外，像微信这样的消息应用程序已经采取了广泛的
努力来根除其平台上的犯罪活动，这不可避免地将一些核心犯罪元素转移到地下。
加密货币：
在正在进行的调查中，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通过 1000 多笔金融交易的情报，首次确认加密
货币被用作野生动物犯罪的支付方式。对这些交易的分析显示，少数活跃的个人和账户涉嫌与
主要国家的野生动物贩卖有关。这为通过协调一致的国际反洗钱干预行动来打击有组织贩运提
供了独特的机会。

其他研究也发现了暗网上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迹象，如国际刑警组织进行的研究：
https://www.interpol.int/fr/Actualites-et-evenements/Actualites/2017/Research-identifies-illegal-wildlifetrade-on-the-Darknet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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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3：
必须消除野生动物贩卖是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犯罪行为的观念，以应对其对跨国有组织犯罪
网络日益增长的诱惑。尽管暗网和加密货币在野生动物犯罪方面的风险目前被评估为较低，但
被授权应对野生动物犯罪的政府机构应该对这些威胁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随着执法工作在打
击更严重和有组织的犯罪分子方面的改进，这些威胁的重要性可能会增加。

4. 犯罪转移
当执法行动有效地针对主要犯罪区域，而这些区域变得过于“热门”而无法使用时，犯罪活动就
会转移到其他地点或使用发现风险较低的不同方法。虽然中国和南非等一些国家加强执法措施
令人鼓舞，但有迹象表明，空间和战术犯罪转移已成为应对措施。为了消除犯罪转移的威胁，
必须在整个供应链中协调执法方法并以情报为主导。在缺乏国际合作和对高级罪犯起诉的可能
性很小的情况下，犯罪活动可能在执法较弱的地区加剧。
空间转移：
• 偷猎犀牛的行为似乎正在从克鲁格国家公园转移到南非的其他公园和省份（如夸祖鲁纳塔尔省23）以及非洲南部的其他国家（如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24）。
• 来自南非以外国家的犀牛角，包括肯尼亚、博茨瓦纳和纳米比亚，被认为与总部位于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安哥拉等不同国家的贩卖者有关。刚果民主共和国还被怀疑是之前
在尼日利亚活动的象牙和穿山甲鳞片贩卖者的另一个走私中心，因为在一系列野生动
物大量查获和相关逮捕之后，尼日利亚现在被认为太过热门。这些因素可能共同构成
刚果民主共和国野生动物犯罪加剧的风险。
• 这一分析发现了从中国香港到马来西亚的犀牛角运输路线的改变，说明了走私路线如
何改变以逃避执法部门侦查。最近于 2022 年 6 月逮捕了一名主要的马来西亚野生动物
贩卖者，这可能对犯罪形势和贩卖路线产生重大影响，情报显示，犯罪转移可能会使
柬埔寨成为令人关注的中转地点。
• 最近几次的犀牛角查获表明，在贩卖路线中，欧洲国家可能会被重新用作中转地，这
可能会引发未来的担忧。其中包括 2021 年 12 月在德国查获 3.8 千克犀牛角，252022
年 1 月在德国查获 6.7 千克犀牛角，262022 年 7 月在葡萄牙查获 2 只犀牛角。27
• 自 2015 年以来，在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的所有象牙行动中，安哥拉都被视为一个来
源国和中转国。近年来象牙贸易的下降和28对犀牛角的持续兴趣意味着安哥拉可能会成
为犀牛角贩运日益受到关注的国家。情报显示，这种威胁正在发生，犯罪分子表明安
哥拉被用作来自非洲南部（犀牛角、圈养繁殖的老虎和/或狮子物品）和非洲中部（象
牙、穿山甲鳞片）的野生动物的中转国。据报道，安哥拉是一些犀牛角整合空运的地
方。例如，2021 年 10 月，两名安哥拉男子因贩卖 10 只犀牛角而在该国被捕，这些犀

23

https://maroelamedia.co.za/nuus/sa-nuus/102-renosters-al-vanjaar-in-kzn-gestroop/
2022 年 6 月，纳米比亚当局在埃托沙国家公园发现 11 具犀牛尸体：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frica/namibia-rhino-poaching-surges-june-ministry-says-2022-06-15/
25
https://nordsachsen24.de/2022/am-flughafen-zoll-entdeckt-hornstuecke-vom-nashorn-in-paketen/
26
https://www.newsweek.com/fifteen-pounds-rhino-horn-found-false-bottom-box-1712172
27
https://angolantimes.com/2022/07/23/two-rhino-horns-seized-in-lisbon/
28
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2020），Rapid Assessment of the Illegal Ivory Trade in 202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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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很可能来自邻国偷猎的犀牛。29此外，据报道，前面提到的 2022 年在德国和葡萄
牙查获的犀牛角都来自安哥拉。安哥拉与纳米比亚和赞比亚接壤，靠近博茨瓦纳，是
犀牛角的潜在来源地，与已知的贩卖中心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这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这种风险。
战术转移：
• 随着偷运方式从客运行李转向航空货物以及使用更直接的走私路线，犀牛角的平均运
输量增加了。这可能表明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更大参与。
• 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期间机场安全措施的加强，一些贩卖者似乎优先考虑通过海运进行
更安全的产品运输，而不是快速周转的航空运输。然而，查获数量有限的海运货物表
明，这种运输方式可能是犀牛角走私的未充分表露的威胁。
• 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的调查发现，由于对象牙的需求下降以及犀牛角的更高利润，
象牙贩卖者转向了犀牛角。这一点在莫桑比克尤为突出。

建议 4：
迫切需要国际合作和受控的运送以确定和进一步调查位于供应链沿线其他国家的网络成员以及
参与购买、运输和分销犀牛角的网络成员。必须更广泛、更一致地使用通常适用于其他类型跨
国有组织犯罪的先进和复杂的执法措施，以确保全球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打击犀牛角贩卖，
防止犯罪活动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见本报告附录 2，获取支持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的执法工作的建议工具和资源）。

5. 缺乏智力和分析的系统运用
本次威胁评估的结果表明，跨国有组织犯罪正在进行并加剧对犀牛角的搜刮，以满足对犀牛角
的需求。为了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以情报为主导的应对措施。在存在腐败和缺乏先进调查
能力的情况下，情报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术资产，因为它试图找出最猖獗的犯罪因素，并使有
限的执法资源能够集中在最大的犯罪威胁上。以情报为主导的方法将：
• 确定偷猎、贩运、分销和销售的高危地区，
• 确定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角色，
• 确定驱动这种犯罪类型的资金流动，
• 为战术和战略干预创造机会。
野生动植物司法委员会对非洲和亚洲之间的大规模野生动物贩卖进行了广泛的情报分析，发现
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的目标与越南高层目标有直接联系，这些目标采购象
牙、穿山甲鳞片和犀牛角，然后贩卖到越南。这些目标对于管理和控制跨国有组织野生动物犯
罪和产品进入越南是不可缺少的。此外，犯罪网络现在通过更少的集中渠道输送大量产品，使
南非、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地成为供应链上的潜在瓶颈，执法行动可以在这些地方取得重大影
响。

29

https://novojornal.co.ao/sociedade/interior/pn-deteve-dois-homens-com-10-chifres-de-rinoceronte-quepretendiam-vender-por-4-milhoes-kz---foi-preciso-matar-10-animais-em-risco-grave-de-extincao-para-osobter-1051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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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年来，应对犀牛威胁的情报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在南非和中国大陆。然而，这一威胁
需要从供应链的角度加以管理，并辅以更好的区域和全球信息共享实践。
建议 5：
情报分析和有组织犯罪集团绘图是查明和绘制可能分散在许多国家的犯罪网络成员和从跨国
有组织犯罪角度解决问题的有用技术。应用诸如犯罪模式分析等分析技术来确定犯罪系列，
也可使人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罪行如何进一步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将犀牛角的运输归因于
一系列犯罪，这可能符合一个罪犯或一个罪犯网络的特征。

6. 中国加强执法战略的影响
中国已显著、有意义地加大了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和贩卖的力度，对有组织犯罪活动予以特别关
注。尽管调查瞄准整个中国犯罪网络并予以逮捕是好事情，30但不利的一面是，供应链上其他
国家的执法方式不均衡且分散，为其他犯罪集团提供了接管中国犯罪网络的机会。野生动植物
司法委员会发现，在尼日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和纳米比亚，越南
犯罪网络正在填补中国犯罪网络被取缔后留下的空白。只是在南非，中国网络仍然主导着非法
犀牛角贸易。
在中国，与成功调查、起诉和定罪相随的是重刑，旨在解决更高层次的有组织野生动物犯罪，
而不是针对偷猎者或运送者等低层次的参与者，这些人往往很容易被取代。野生动植物司法委
员会分析的中国法庭案件显示出中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决心。在许多案件中，大量涉案人
员被起诉，查获的非法产品数量庞大，从犯罪收益中追回的资金和资产数量也不少。
建议 6：
在可能的情况下，供应链上的其他国家应致力于复制中国的执法措施，特别是在对严重野生
动物犯罪分子的起诉、量刑和资产追回方面。事实证明，这些核心要素具有威慑作用，而与
资产追回相关的经济处罚是威慑犯罪的最关键组成部分。
应考虑在刑事调查的同时，更多地使用财务调查：
• 来绘制相关的洗钱图，
• 来查清犯罪所得，协助追讨资产，
• 来消除犀牛角贩卖是一种低风险、高收益活动的观念。

请参考本报告第三章的案例研究查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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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法贸易中来自合法库存的犀牛角越来越多
这项研究发现，在全球查获的犀牛角中，可能有多达三分之一来自合法的犀牛角库存。31具体
地说，在南非境内，涉及来自库存的收获犀牛角的事件可被视为许可问题而不是刑事犯罪，无
视其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固有联系。人们怀疑这种犀牛角的来源助长了犯罪，但就执法部门的
惩罚风险而言，这种犀牛角比来自偷猎犀牛角的风险要低得多。据信，这种持续的供应正在增
加，考虑到几个国家许多地方的犀牛角库存数量，这种供应具有巨大的潜力。必须遏制将囤积
的犀牛角转入非法贸易，以确保国内合法犀牛角贸易的供应链完整性，加强库存监管体系，并
支持管理犀牛偷猎威胁的执法工作。非法交易收获犀牛角只会助长犯罪，破坏保护工作。

建议 7：
在任何有犀牛角库存的国家，涉及囤积犀牛角的国内违法行为不应与国际犀牛角走私犯罪分开
处理。鉴于非法捕杀的犀牛角和收获犀牛角之间的联系，这两条供应链应作为相互关联的威胁
加以处理和管理。

8. 关于消费者驱动因素和犀牛角使用的知识差距
本报告的调查结果表明，犀牛角作为犯罪商品的需求没有减少的迹象。如果对一种高价值商品
的需求持续存在，只要顾客愿意支付，犯罪活动就会找到满足这种需求并将其货币化的方法。
虽然执法工作的目的是消除眼前的威胁，但不应将其作为根除犯罪的唯一手段。这需要综合解
决方案，其中一个方面必须囊括基于社会科学的解决方案，如行为改变。32然而，通过行为改
变来减少消费需求是一项长期战略，当下的工作还不足以减少目前的非法犀牛角贸易。
迄今为止，这类举措主要集中在越南，寻求减少对犀牛角的医疗、娱乐和奢侈礼品需求。在中
国或其他消费市场，人们普遍将犀牛角用作首饰、酒杯，或将整只犀牛角储存起来以获得投资
价值，但这些都没有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这些在中国消费市场上使用的其他类型的犀牛角可
能确实是犀牛角需求的主要驱动力，但主要由越南犯罪分子提供服务，帮助其进入亚洲，导致
人们对过去 10 年间的核心需求来自哪里产生误解。

建议 8：
减少需求和改变行为的举措应充分了解推动消费者选择的各个方面。然而，中国对犀牛角需求
的性质和规模存在明显的知识空白，因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和投资，以提高对这些市场的认
识，特别是在犀牛角的雕刻工艺、市场分布和作为投资产品的使用方面。此外，还需要积极主
动地查明未来各种形式的需求或市场可能增加的其他国家。

参考第 2 章的主要发现（v）获取此估计的全部细节。
Duncan Graham-Rowe (2011).Biodiversity:Endangered and in demand.Nature 480, pp. S101–S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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