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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犯罪与社会问题论坛》是由设于维也纳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毒罪问题办公室）发行的一份联合国销售出版物，以联合国六种正式语

文出版：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

《论坛》刊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面的政策导向文章，重点探讨刑事司

法领域内对于国际社会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发展趋势和具体实践。 

本期《论坛》探讨的专题是野生生物犯罪问题。这是《论坛》出版的

第十期——预计它将广泛面向各类不同的读者群。《论坛》以往各期

文章均可在毒罪问题办公室网站 (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

analysis/Forum-on-Crime-and-Society.html)上查阅。 

本期《论坛》收到的所有来稿均系作者以其个人名义撰写，为此不应将之

视为作者所代表的机构的官方观点或立场。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紧张关系。随着全球消费的

增长，对本星球的需求也必然随之而增长。“可持续发展”正是我们祈求

根除贫穷的集体愿望与继续保持地球适合人类居住的需要两者之间那种

一直难以实现的妥协。正如本卷所载一众文章所表明的那样，只有在我

们能够冷静而严肃地协调开发与保护这两个方面的诸种考量时，才能有

效达成这一妥协。

本期刊载的首篇文章审视了可能会驱使偷猎者决定扣动扳机的各种原因。

理解这一动机之所以极为重要，是因为非法野生生物贸易与诸如毒品贩

运等其他非法市场完全不同。就大多数形式的违禁品而言，当商品最终

在其目的地市场被消费时，其所造成的相关社会危害才会显现出来。而

野生生物的情况却恰恰与此相反：动物或植物在其源头被猎杀或被砍伐

时，伤害或破坏便会随即产生。通过对中非共和国偷猎者和相关社区成

员的采访了解到，象牙在中国的高昂价格只是猎者选择射杀大象的若干

原因之一。对当地人来说，象肉可能比象牙更有价值，而且一些偷猎者

更可能是受狩猎传统习俗驱动，而并非为了追逐利润。

从贩运链的另一端看，我们通过野生生物正义委员会开展的研究工作，

对泥坷村 (Nhi Khe)可观的犀牛角市场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了解，而此

http://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Forum-on-Crime-and-Society.html
http://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Forum-on-Crime-and-Societ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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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我们基本上没有认识到这些市场的重大意义。泥坷村距越南河内市不

远，到访的游客主要是对这里出售的观赏性物品感兴趣，而并非为了购

买药材而来。根据对犀牛角销售价格进行的实地调查结果，研究人员发

现生犀角的平均价格要比通常所报道的低很多：即每公斤约26,000美元，

而并不是此前广为传说的每公斤6万美元。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价格上

的此种重大差异是否表明犀牛角价格不断下降的趋势，抑或是过去的售

价本来就一直被过分夸大。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的确令人不安：正

像我们在其他场合所争辩的那样，如果实际价值确实被如此夸大，则这

无异于诱导和刺激进一步的野生生物犯罪。然而，研究人员还发现，在

其为期26个月的观察期间，犀牛角的价格出现了进一步下降，降至大约

每公斤18,000美元，这可能表明供应量已超过需求量。这对犀牛来说可

能是个好消息，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

在一篇重点论述野生生物保护界内各种持续不断的重大政策分歧的文章

中，范达 · 费尔巴布 -布朗总结归纳了她在其最近出版的《灭绝市场：

野生生物贩运及其应对策略》一书中得出的一些调研结果。她向读者介绍

了三类不同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并指出他们各自在野生生物保护方面的

立场和主张看起来彼此截然不同，而且根本没有相互调和的余地。动物

权利保护者主张直截了当地完全禁止一切野生物种的贸易。对此持反对

意见的群体则认为，如果人们从经济上对这些受到威胁的野生物种一无

所图，那它们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开展有相应管制的国际贸易对于保

护环境至关重要。第三个群体所主张的第一要务是使当地社区获得赋权，

并坚决要求摒弃在他们看来属于野生生物保护辩论中出现的一种新殖民

思维。费尔巴布 -布朗的观点是，与处理毒品问题一样，正确的政策方针

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需要了解每一起具体的野生生物贩运流的特

殊动态，而在此方面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意识形态需要让位于实用主义，

我们才有希望保护那些脆弱的物种。

正如毒罪问题办公室2016年的《世界野生生物犯罪报告：贩运受保护

物种》中指出的那样，“如果每一国家都能根据本国法律禁止拥有在世

界任何地方非法收获或非法交易的野生生物，则非法贸易便会因此而

减少。” *这一想法源于美国基于《雷斯法案》采取的做法。在其为本期

《论坛》撰写的文章中，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法律调研人员从国际视角

审视了该项立法，并探讨了这条美国法律的影响以及其他国家可否根据

*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6.XI.9，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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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的法律制度加以调整适用。该文章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雷斯法案》

具有用作不同法域的立法示范模式的潜力，从而可为通过全球协作努力

打击非法野生生物贩运活动提供一种有效手段。

本期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审视了一个本可利用雷斯式立法来防止一场生态

灾难发生的具体情形：最近在西非有数千吨具有环境重要性的木材物种

被采伐。在没有雷斯型法律的情况下，此类资源虽然属于非法出口，但

却是合法进口的。文章中针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以合法和公平方式进行

资源开采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进行了案例研究。鉴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主，因此如何对其开发进程

实行管理将深刻地影响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此外，由于这些国家处于

贫穷状态，因此它们在规范其开采活动方面需要从国际上得到援助。 

本期中刊载的所有文章都确认环境保护工作具有其内在的国际性。也许

我们目前最需要讨论的议题是，要保护我们的星球就需要采取超越国家

主权的行动，但这可能会与单个国家尽最大限度扩大短期效用的努力相

背离。为此，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将继续在调解、监测和执行各项

环境保护协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编辑政策和出版方针

编辑委员会谨此诚邀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为《论坛》提供论述

犯罪学和社会法律议题的稿件。来稿须为原创作品，即此前从未在其他

杂志或期刊上发表过。希望发表的投稿不得超过6,000字，而且应以电

子版提交，最好同时也附上纸质拷贝，并随附作者简历和文章内容摘要。 

所有来稿、评论和信函均应以邮寄方式（邮寄地址：Policy Analysis and 

Research Branch, United Nations Of�ce on Drugs and Crime, P.O. Box 

500, l400 Vienna, Austria）或电子邮件方式（邮箱：unodc-globaltipreport@

un.org）发送给《论坛》的执行编辑。

泰德 · 莱格特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犯罪问题研究处，研究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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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共和国大象偷猎者的动机

泰德 · 莱格特*和乔奥 · 萨尔盖罗** 

摘要

促使偷猎者决定扣下扳机的原因是什么？理解这一动机非常重要，因为

非法野生生物贸易不同于诸如毒品贩运等其他非法市场。对于大多数形

式的违禁品来说，当商品在目的地市场投入使用时，相关的社会危害便

会产生。野生生物的情况却正好相反：当动物或植物从源头上被猎杀或

被采伐时，伤害或破坏随即产生。通过对中非共和国偷猎者和相关社区

成员的采访了解到，象牙在目的地市场的价格只是狩猎者选择射杀大象

的若干原因之一。对当地人来说，象肉可能比象牙更有价值；一些偷猎

者更可能是受狩猎传统习俗驱动，而非为了追逐利润。这些动态情况应

能为大象保护战略的制定工作提供所需信息。

关键词：大象、象牙、偷猎、动物保护、中非共和国

导言

野生生物的贩运不同于其他类型的违禁品贩运。就大多数犯罪市场而言，

只有当违禁品到达其最终消费者时，非法贩运所导致的损害才会发生。

与此相反，一旦有野生生物违禁品的供应发生，则相关贩运活动所造成

的重大破坏和伤害也随即发生。为此，在制定减少野生生物犯罪的战略

时应当考虑到这一差异。

例如，毒品贩运之所以非法，是因为毒品会对最终使用者（吸毒者）产生

有害影响。虽然已为防止非法毒品作物种植采取了各种措施，但若这些

毒品未能最终被消费者使用，则这些毒品的实际生产一般是无害的。野

生生物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一旦出现非法野生生物的供货和采买，则

破坏和伤害也随即发生，而不论其后在销售市场上出现何种情况。

尽管如此，国际注意力大都一直集中在贩运活动的下游部分，即如何进

行拦截和设法减少需求。导致出现此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那些最有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犯罪问题研究处，研究干事。

** 野生生物贸易问题独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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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国家本身并不是这些违禁品的主要来源国，因而不

能直接采取行动制止偷猎。它们所能做的只是通过那些能力相对要弱

很多的国家采取行动，诸如为护林员和野生生物保护人员培训方案提

供资金等。由于很难对此种援助能够产生的影响进行估算，因此工作重

点往往集中在那些为数有限的直接干预措施方面。例如，欧洲联盟的

《打击野生生物贩运行动计划》明确提出了30个行动要点，其中有3至

8个要点可能会对偷猎行为产生某种直接影响。1

如果我们确实能够通过这些行动达到保护受到威胁的物种的最终目标，

那么把重点放在拦截和减少需求方面还是有意义的。虽然有时活着的生

物会得到解救并重返家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种拦截措施并不能直

接防止我们努力通过法律予以解决的破坏和伤害。与此相反，此种得到

广泛支持的观念认定，如果有足够数量的违禁品被缉获，而且有足够数

目的贩运者被绳之以法，那么犯罪分子将受到震慑而不敢参与这些非法

市场。与此相类似，从其需求方面看，人们常常希望的是能够大幅减少

需求量，从而将之降至不再对相关物种构成重大威胁的程度。针对这两

种情况，所订立的目标都是设法减少对那些真正扣下扳机的人的激励。

而实际上此种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相关市

场本身所具有的特点。

自1989年始非洲象牙的国际贸易被禁以来，国际执法界便一直设法通过

相互合作解决非法市场问题。大量象牙被缉获和销毁，其中有很大一部

分是被那些既不是非法象牙的来源地、也不是目的地的国家所缉获和销

毁的。此外，许多目的地市场都已加强了监管，力求减少对象牙的需求。

这种办法基于的设想是，通过摧毁和取缔其市场，射杀大象的动机也将

会随之被摧毁。

然而，这一设想有很大问题，因为大象活动范围周边的许多社区都很贫穷。

子弹价格低廉且供应丰富，因此除非有其他因素能够抑制扣动扳机之手，

否则很难想象偷猎大象的价格会在经济上变得不合理。此外，导致偷猎

大象行为的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包括大象与人类住区之间的冲突、狩猎

传统习俗以及当地对象肉的需求等。

1 具体而言，其中的行动要点4和5直接涉及野生生物所在社区。要点则25则涉及包括来
源国在内的执法能力建设；要点26至30可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当地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见

《欧洲联盟打击野生生物贩运行动计划》（COM (2016) 87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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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本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那些决定进行偷猎的偷猎者——

他们正是自然资源保护工作者想要影响和改变的群体。调研人员进行了

一系列半正规的随机性访谈，设法探讨居住在中非共和国东部的钦科

项目区周边地区偷猎者的生活及其进行偷猎的动机。过去三十年以来，

中非共和国的大象数量已从之前的大约2万头（1998年）减少到了目前的

2,000头左右，而对钦科项目区内大象数目的最新估计是120头。2 这一损

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偷猎行为所造成的。

由于该地区所在地理位置偏远，大象偷猎者们能够自认不讳，而不会给

自己带来太大风险，尤其是如果他们是在回忆以往发生的事情。2015年

春，本文作者之一，萨尔盖罗，在一名翻译的协助下，同一连串村庄中

的19名年龄在23至76岁之间的自我认定以偷猎为生的男性、以及一个

社区小型焦点群体进行了实地访谈，历时60天。访谈所涉及的各项主题

是根据散落在1,000多公里范围内的众多村庄举行的公众会议认定的。现

将此项调研的结果介绍如下。

钦科项目区内的大象偷猎行为

钦科项目于2013年间发起，政府在其授权中为之确定的使命是以可持续

方式对先前的四块狩猎区块实行管理——如今的钦科自然保护区就是由

这些区块组成的。时至2014年底，钦科项目加入了“非洲公园网络”——

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负责管理需要修复的野生生物区域。钦科保护

区占地约1.9万平方公里，地处钦科河流域南部，大部位于该国的姆博

穆省——这是该国东部一个人口稀少的省份，靠近位于奥博的非洲“无

法进入的大陆极”。3 该保护区无路可通，距离最近的主要城市中心——

中非共和国首都班吉——大约800公里。 

钦科项目区周边几乎没有任何永久性人类住区，其原因如下：自获得独

立以来，中非共和国便一直处于贫穷状态且冲突连绵不断。另外该国东

部的基础设施发展情况也很差。钦科项目区所在地理位置临近其他冲突

地区的边界：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北部。苏丹位于该国的北方，该

2 根据非洲大象数据库中所记录的调查结果，见www.elephantdatabase.org。
3 “无法到达的大陆极”这一地理术语，系指某一大陆的最偏远地区，通常根据其距最近的

海岸线的距离来界定，但有时也囊括其他方面的特点。

http://www.elephantdatabase.org


4 犯罪与社会论坛，第九卷，第 1期和第 2期，2018年

国历史上曾从如今的中非共和国东部地区购买奴隶。4 此外，该地区还因

携带寄生虫的采采蝇肆虐而受到影响——这种寄生虫会导致生成动物锥

虫病，致使该地区对那些从事牲畜迁移放牧的牧民们没有吸引力。

大象在中非共和国属于受保护物种，为此所有大象狩猎活动一律视作偷

猎行为。然而，钦科项目保护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偷猎者的目标，但所有

受访者都抱怨说，如今野生生物的数量一直在不断减少。当地人把此种

损失主要归咎于外国偷猎者——他们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显著不同的

类别：

• 来自苏丹的专业大象偷猎者，据称他们是世代狩猎家族的后人，

几十年来一直在该地区大肆捕猎，尤其是从1970年代以来更为活

跃，而且自1990年代始又配备了各种自动武器。

• 来自南苏丹卡菲亚金吉苏丹飞地的福拉尼族牧民越来越多地将他

们的牛群转移到该地区，并以偷猎维持生计和进行牟利。 

• 活跃在该地区的上帝抵抗军（上帝军），其头领约瑟夫 · 科尼已命

令其上帝军下属设法获得象牙。

苏丹传统偷猎者

联合国的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的各项相关报告中记录了苏丹传统偷

猎者最近的情况。专家小组注意到，2015年5月间，有两组共约200名

苏丹偷猎者出现在中非共和国东部地区。据称，他们首先在那里建立了

一个大本营，继而分散成20至30人不等的较小群组开展活动。专家小

组对他们的描述是：“据报经验丰富、装备精良（主要装备各类AK型突击

步枪…），当地社区和武装团伙都对他们畏惧有加”，同时还指出，这些

偷猎者以攻击上帝军团体以夺取被掠夺的资源而知名。5

4 R. S. O'Fahey，《达尔富尔的奴隶制和奴隶贩卖》，载于《非洲历史学报》，第十四卷
第1期（1973年），第29-43页。

5 依照安理会第2196 (2015)号决议 (S/2015/936)延长任期的中非共和国问题专家小组的最
后报告，第112页。见网页：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2015/936。

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201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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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德一个社区焦点小组的参与者这样说：

这是他们多年来的营生——他们早在我们祖先之前就来到了这个

地区。他们根本不懂如何做其他活计来过活。所以他们根本不会

放弃！

一位来自德姆比亚的年长的前偷猎者讲述了这些团伙的运作方式： 

这伙苏丹人通过泽蒙戈野生动物保护区进出。他们使用钦科和加扎

勒作为主要入口和出口通道。他们通常在每年的12月到达中非共和

国，一直到来年的4月才离开。每年的偷猎者都是同一伙人。他们

来时是一大队人马，一到中非共和国就会分散成8到12人的小群组。

那些前来偷猎的人永远不会告发他们那位在苏丹的大老板。他们会

把一切都清理干净。如果你不让苏丹偷猎者过来，那么所有的动物

都会回来。

一位来自拉法伊的中年偷猎者声称在他17年的偷猎生涯中总共猎杀了大

约500头大象。他这样说道：

苏丹人在1980年代之前一直使用弓和矛，但自那时以来他们便开始

使用AK-47自动步枪。

他的一位邻居随后独立地证实了这一看法：

在那个时期 [1980年代 ]，那些苏丹人仍然使用长矛猎杀大象，而如

今野生动物所剩无几。苏丹人掠走了一切。

据一名来自拉法伊的男子称，他在长达13年的偷猎生涯中共杀死了50多

头大象：

到了1990年代末，我注意到大象数量的下降，因为苏丹偷猎者人数

越来越多。我从平均每个月遇到一只动物，减少到每三到五个月才遇

到一只动物。苏丹人不仅偷猎，而且如果他们抓到你，他们会强走你

的一切（食物、弹药、象牙和象肉），最后他们甚至会把你绑起来。苏

丹人一般由10名装备精良的男子组成，他们携带AK-47和大量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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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拉法伊的另一名偷猎者说，与那些主要对食物和步枪感兴趣的上帝

军完全不一样，苏丹人更倾向于伏击其他偷猎者：

那些苏丹人会埋伏在阿古玛尔、巴尼马和马达巴祖马的出口点等你出现。

一名来自巴科马的偷猎者在苏丹人与森林警察之间作了对比，称警察可

用贿赂来对付，但是：

如果苏丹人在灌木丛中找到你，那么你就会失去一切。他们人很多，

每伙10到15人左右，都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其中8到12个人配

备AK- 47步枪，其余的人拿着斧头。如果他们看到你，他们会抢走

你的所有东西！

尽管存在着这种敌对关系，但也有一些偷猎者报告说，他们过去曾为苏

丹人工作或向苏丹人出售象牙。事实上，这些偷猎者声称，象牙的主要

买家似乎都是来自乍得、利比亚、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苏丹诸

国的穆斯林人。据称他们也是火器和弹药的供应者。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许多此类“老板”都是刚果人，但他们显然在

1990年代后期被驱逐出该国。直至2013年该国内战爆发之前，穆斯林

商人接管了这一市场，如今他们仍然是市场的主要买家。买家倾向于在

前往目的地市场的途中通过本国贩运象牙，而那些接受采访的偷猎者则

说他们会详细介绍前往每一买家国家的贩运路线。除了购买象牙外，许

多买家还组织狩猎探险活动、出借武器和弹药、以及提供资金。在此方面，

若干偷猎者有如下叙述：

购买象牙的主要是刚果人 [刚果民主共和国 ]、苏丹穆斯林人和尼日

利亚人。

在我的尼日利亚老板之后，另一个老板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后的

另一个老板来自中非共和国：他们一个是法院院长，另外两个是省长

和副省长。 

我的老板是居住在班加苏的一名乍得人，但他在冲突期间走掉了。 

老板来到一个狩猎大象很常见的村庄。他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然后

选择了他想要支持的猎人。这个过程就像男人选择他的妻子一样。为

了选择合适的女人，他会先把村里所有的单身妇女都见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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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老板谈判的赞助条款显然各不相同，对象牙和象肉的分配也有不同

的安排。在某些情况下，赞助商得到所有的象牙，而猎人则被允许保

留象肉：

我的老板借给我一支 .427[步枪 ]以及弹药，并出钱给我们每个人购

买食物。作为交换，我必须给他一半的象肉和所有的象牙。

每头大象都是这样分配的：老板、我自己和搬运工各占三分之一的

象肉。至于象牙，老板会按每公斤商定的价格付我钱。

老板会保留50%的象牙和三分之一的象肉。他通常给我足够的钱来

支付我和搬运工的食物和基本开支，大约每两周30,000非洲法郎

[约合50美元 ]。

双方商定的安排是他 [老板 ]按整年固定价格收购所有象牙，而所有

的象肉都归我。

所有的象肉平均分配：一半给我，另一半给五个搬运工。我每对象牙

可以得到20万至30万非洲法郎 [约合375至550美元 ]。

姆博罗罗的富拉尼牧民

已知另外一群进入钦科保护项目区从事偷猎野生动物的苏丹人是富拉尼

牧民，他们被称作“姆博罗罗人”。这些人是规模更大的穆斯林富拉尼人

群体的一部分，但其来源地不明。他们广泛分布在非洲大陆的大片土地上，

从西非一直延伸到苏丹，其中包括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

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的人口。他们是传统的半游牧民族，但如今不得不相

应地调整他们的生活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气候。6

6 Derrick J. Stenning，《季节性牲畜迁移放牧、随处流动、人口迁徙：牧区富拉尼游牧主义
的生活模式》，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所学报》，1957年，第87卷，第1期，
第5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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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由于非洲锥虫病风险，除了那些实在别无选择的牧民外，

钦科项目保护区已不再是牧民们进行季节性牲畜迁移放牧的选项。以往

许多姆博罗罗人可以在苏丹获得牧场，但有些人（特别是那些放牧白牛的

丹奈吉人）却不能。姆博罗罗人在卡菲亚金吉周围维持小型农场，通过中

非共和国东部地区向南放牧到班吉的市场，并利用那里的自由牧场，但

避开采采蝇肆虐的南部地区。

牧群大队行进之前通常会派出负责探路的小队，这些小股牧民首先在前

进道路上烧毁灌木丛。这样做有几个目的：为牛群扫清前行道路、杀死

和驱赶蛇和寄生虫，并确保为牛群提供新鲜的幼草。此外，这种办法还

可驱散野生动物，使它们暴露在猎人的枪口下。 

这种迁移放牧模式近年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因有几个：2011年

7月南苏丹宣布独立，导致边界地区发生了各种冲突，其间许多牧民

的农场遭到袭击。随着内战的进一步加剧，班吉的市场已无法进入，

中非共和国发生的抢劫致使他们的损失雪上加霜。其结果是，许多独

立的牧民被迫将其牲畜卖给了几个强大的苏丹人，后者由此而聚集

了大量的牲畜。2015年4月间，钦科项目保护区对这些牧民进行了

采访，结果却发现，据报道经过该地区的大多数牧群的主人只有四位

养牛大亨。

2010年代初期，由于可获得低成本或免费的牛群免疫疫苗接种，使得位

于中非共和国南部的牧场更具吸引力。养牛业大亨们雇佣牧民来指导大

群牲畜的传统迁徙，为他们配备武器并支付工资。为保护牛群而提供的

武器可用于多种用途，而偷猎行为就是其中一种，如今已成为这些雇员

补贴其收入的一种途径。

由于当地局势不稳定，一些牧民选择带走他们的家人。商人，通常是具

有阿拉伯血统的商人，也陪同牧民一道行动。新的目的地市场变成了恩

扎口，即靠近班加苏，位于中非共和国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接壤的北部

地区。

虽然这些牧民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冲突也许没有在该国北部许多地区那么

激烈，但这些牧民同职业偷猎者一样装备精良，他们会带走他们遇到的

任何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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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班加苏的一名偷猎者声称，姆博罗罗人到来之后，大象变得稀少了： 

[外国 ] 姆博罗罗人用他们的牲畜和AK-47入侵了所有的土地。这都

是科林巴 [1981-1993年期间担任中非共和国总统 ]的错，因为是他允

许这些外来人进入这个国家的。

一位来自阿古马尔的年轻偷猎者争辩说，姆博罗罗人的问题要比传统的

苏丹偷猎者轻得多：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 [苏丹 ]偷猎者，最好是躲藏起来或赶紧逃跑，因

为他们会抢走你所有的一切！姆博罗罗人也会这样做，但不那么咄咄

逼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牛群。

其他人则更多地把姆博罗罗人视作帮凶： 

姆博罗罗人，主要是乌达人——有着纹身和细发辫——他们是苏丹

人在偷猎方面的帮凶。他们把象肉和象牙卖给苏丹人。当 [苏丹 ]偷
猎者需要购买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糖、食用油、大米、烟草等）时，

他们有时会装扮成姆博罗罗人进入这个小镇。当我们在灌木丛中相遇

时，他们也会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城里帮他们购买。

一名来自巴科马的偷猎者说，当地偷猎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上帝军和

姆博罗罗人：

姆博罗罗人已变得如此众多，特别是自2010年以来！

姆博罗罗还被指控与上帝军合作。7 他们确实来自据说是约瑟夫 · 科尼（卡

菲亚金伊）活跃的同一个大地区，而且这两个团伙有可能认为他们之间的

互利贸易可能比相互冲突对他们更有利。

上帝抵抗军

尽管该地区的牧民确切人数不详，但上帝抵抗军似乎是参与偷猎活动的

外国团体中人数最少的。据专家小组所知，2015年位于中非共和国境内

7 国际危机小组第215号报告，《非洲中部地区畜牧业面对的各种安全挑战》，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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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军民兵总人数估计在119至188名战斗人员之间。8 据受访者称，

这些上帝军民兵来得太晚，无法从事大量偷猎活动，因而更被视作对当

地狩猎者构成威胁，而不是对数量不断减少的大象构成威胁。

根据在福德进行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帝抵抗军的存在是当地大象偷猎

活动在2012年前后完全停止的一个原因，尽管如下文所述，大象的匮乏

是其主要原因。来自拉法伊的一名受访者表示，他于2007年停止偷猎，

因为当时大象变得稀少，他的一名搬运工也失踪了。他说，他认为这名

搬运工被上帝抵抗军绑架了或被苏丹偷猎者杀害了，而他肩负着向这名

搬运工的家人解释这一情况的艰巨任务。拉法伊的一名年轻偷猎者也表

示，他之所以决定停止偷猎，是因为大象变得稀少和上帝抵抗军的存在。

另一名曾在伦戈偷猎大象的人说，他在完全放弃狩猎之前就已把目标转

向水牛。他说主要的风险是：“如果在路上遇到上帝抵抗军——你的象肉

和步枪都会被抢走！”

上帝军目前仍然活跃在该地区。2016年头8个月间，发生在中非共和

国的16起死亡事件中的7起均与上帝军有关；上帝军危机追踪团队记录

下来的这7起事件都发生在钦科项目区周边。过去七年间，上帝军危机

追踪团队有系统地记录了姆博穆省与上帝军有关的149起死亡事件和

470起绑架事件，而这正是钦科项目区所涵盖的大部分地区。

所有这些相互敌对的团体不仅对当地偷猎者构成安全威胁，而且他们也

日益成为当地迅速减少的资源的竞争者：

我相信有一天大象在这里将不复存在。但不管怎样，如果我现在就停

止打猎，它们仍将会消失殆尽，因为其他人会继续猎杀大象。既然如

此，那还不如我自己干！

进行偷猎的决定

除了外国偷猎者构成的威胁之外，大象的匮乏显然是放弃偷猎的主要原

因。在某个时候，为寻找大象而投入的时间会超过所取得的回报的价值。

因为大多数偷猎者都是农民，所以他们离家外出的时间是有限的。大多

8 S/2015/936，第9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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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偷猎者似乎都认为在丛林中花费一周时间是寻找大象的适当时间，两

周时间则已是能够忍受的极限了：

一次好的狩猎意味着花费一周时间来猎杀一头大象。

如果你能用一周时间找到有价值的东西（大象或水牛）时，就是一次

好的狩猎。两周时间已经不太好了，超过两周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一些年纪较大的偷猎者回忆说，那时几天的狩猎至少有把握会猎杀到一

头大象。他们描述了1970年代时期常常会遇到由30或40头大象组成的

象群。

70年代和80年代时期大象很多，它们还会来到村子里到处捣乱。

80年代时期，大象数目众多，它们会来到村庄附近，毁坏田地。为

此政府授权射杀那些进入村庄的大象，以防止它们对田地造成破坏。

然而，如今大象偷猎活动似乎已经到了收益逐步递减的地步，因为大象

很难找到，而且象牙比以前更小了。这显然导致偷猎者可对象牙标出更

高的价码（见下表1）。

表1 ： 以十年为期分列的偷猎者每根象牙获得的报酬 

十年期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2010年代

每根象牙的价格 a 40美元 50美元 60–80美元 100–140美元

a在最初的三十年里，所呈现的价值相当于一根至少重10公斤的象牙；对于2010年代，这
一数值相当于一根7公斤重的象牙。

但不断上涨的价格并未能抵消日益严重的稀缺状况：

如今你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收效却甚微。你可以在灌木丛中盘桓

两到三周，但最后什么也找不到。象牙的确变得越来越昂贵，但是我

们再也找不到动物了。

在 60 年 代 和 70 年 代， 我 可 以 找 到 一 根 重 达 60 公 斤、 甚 至

100 公斤、长达两米的象牙。一开始，我们可以在离开村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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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内找到一只或更多的大象。而最近，有时两个月时间里也

找不到一只。

目前苏丹偷猎者抱怨大象几乎不存在了——在灌木丛中待了两个月，

最后却一无所获！

今年我已经寻找了三个月了，但还是没有任何结果。虽然我还没有完

全失去找到一只大象的希望，但如今大象的确很少也很难找到。

在被采访者看来，象肉和象牙对偷猎者有着同样的吸引力；在某些情况下，

象肉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全部收获。象肉通常是当场熏制的，可以在当地

市场以惊人的价格售出：

大象的肉极为昂贵。不是任何人都能吃得起的！但是因为大家都

喜欢它，所以你总是会为它付出点什么，即使只是为了得到很小

一块儿。 

象牙价格一直逐步上涨，但象肉价格却总是波动很大：一公斤象肉

可以同时以2,000非洲法郎 [4美元 ]或7,000非洲法郎 [13美元 ]的
价格出售。到了班吉，象肉价格会飙升至每公斤20,000非洲法郎

[40美元 ]。

在班吉的象肉价格大约是牛肉价格的五倍，因此出售象肉实际上可为偷

猎者带来比象牙更高的利润。按照偷猎者的说法，这些动物没有被完全

宰杀；但以班吉的价格计算，仅仅100公斤象肉就能带来4,000美元。 

若干偷猎者说，如果大象不那么稀少，环境也更安全一些，他们会重操

旧业： 

我打小就有这些本事。如果大象回来了，我也会回到森林里去的！

如果大象回来了，而且苏丹人离开了这个地区，我肯定会回去继续

干的。

如果上帝军不在那里了，而且大象数量增加了，我会回到丛林中去的。

我之所以决定停手，是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大象了；上帝军在这个

地区的存在威胁到了当地居民和生活在丛林中的人。



中非共和国大象偷猎者的动机 13

告诉我它们在哪里，我会把它们全部猎杀掉。人们将会记得我是杀死

最后一头大象的人。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那些按照设想有可能威慑偷猎者不去偷猎的其他

考虑因素显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虽然一些人表示他们知道偷猎大象

是违法的并为此感到担心，而且所有人都采取措施避免被发现，但是执

法工作的震慑力似乎并没有多大的效果。虽然一些偷猎者也遇到过水和

森林监护总局（“水和森林局”）的执法人员，但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些执

法人员是妨碍其偷猎活动的一个重大障碍：

水和森林局的护林员或公务员从未找过我的任何麻烦。

这些年来，水和森林局从未找过我的麻烦。如果我看到到其中一些

公务人员，我便会躲起来。

水和森林局从来都不是问题。最坏的情况是你向他们支付100,000到

150,000非洲法郎 [180-280美元 ]而已，无所谓的。

他们的老板和我的老板之间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所以他们从来不会打

扰我的！

有一次我在去布里亚的路上遇到了护林员。他们没收了我身上所有

的东西——我的象牙、钱、食物，还有我的自行车，但没上法庭或被

罚款。[遇到此种情况，]我的老板就会同水和森林局的人商谈并设法

解决问题。他会支付罚款，仅此而已。我们随后就又可回到丛林中了。

如果你被水和森林局的护林人员抓到，你会被罚款50万到60万非洲

法郎 [935-1,120美元 ]，这样他们会保留你的狩猎许可证。有一年我

被关进监狱四次，但每次都只呆了几天而已。

偷猎者回忆说，他们在偷猎时曾经被动物伤到，而且也有亲属被大象杀

死的情况，但偷猎过程中遇到的危险也正是其吸引力的一部分：

猎杀大象是一种勇敢行为，也是一个人的最大骄傲！

要猎取大象，你需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否则你会因为害怕而逃跑。

猎象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你必须勇敢面对它。这是人同野兽之间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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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猎把我变成了一个男人，而在那之前，我只是个孩子。

使参与感得到强化的另一个因素是作为偷猎者中一员的认同感。偷猎者

在农村社会里被视作地位尊崇，能够赢得男人和女人的钦佩。一些偷猎

者则说狩猎是一种家庭传统：

猎杀大象曾经是我父亲的工作。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这项技能。这是我

接受的遗产，也是我为什么不能停下来的原因。

我祖父曾经做的，我父亲也做了，我正在做，而我的一些儿子们也会

继续做下去。

然而，考虑到目前的情况，有些人认为正规的就业会是更好的选择：

如今，我已经有了一份工作，不再会回到丛林里打猎了。这样更舒适、

更安全、持续时间会更长。总而言之，我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这对

我和我的家人都更好。

我想让我的孩子完成学业。这样他们就会有更好的未来，而不是以狩

猎为生。

大多数新一代的人对狩猎大型野生动物不再感兴趣，因为那里几乎什

么都没有了，因此他们现在寻找的是采矿和其他工作。

展开讨论

考虑到钦科项目区所具有的独特特点，很难从针对该地区的研究中得出

一般性结论，其原因如下：

• 项目区内能够偷猎的大象已所剩无几；

• 中非共和国的东南部地区地处世界上一个麻烦很大的地区；

• 与诸如东非等地的象群相比较，钦科项目区地理位置非常偏远；

• 即使是按非洲农村的标准来衡量，该地区也属贫穷落后的不发达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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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本项研究所取得的各项调研结果还是提供了与大象保护干

预措施、以及与更广泛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相关的卓识和洞见。

首先，由于缺乏竞争机会，狩猎可能仍然是许多非洲农村民众维持生

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象肉是一种传统的、非常珍贵的肉类，而且即使

是在那些贫困地区也有相当大的现金价值。对于非法武装团伙或游牧

民族来说，很少有动物能提供比大象更好的弹药投资回报。此外，大

象也是农业社区的危险邻居，它们对农作物造成损害，很容易致人死亡。

不管全球象牙市场发生了什么情况，除非为防止大象被猎杀采取各种

强有力措施，否则此种猎杀依然将会继续下去。

其次，做一名猎人不仅仅事关收入问题。它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也具有

价值，而且还可提供一种认同感。受访者表达了这种感觉，苏丹人的

这种感觉似乎更加强烈。据报道，他们向苏丹边境以南搜寻了数百公

里，在钦科项目区花了几个月要找到剩下的几头大象。由此可以看出，

对于那些投入如此之多的努力却收效甚微的人来说，经济考虑并不重

要。当地偷猎者报告说，直到上个世纪 80年代后期，苏丹人还在使

用传统武器狩猎，而当时第二次苏丹内战正酣，要获得自动武器可能

并非难事。这些人如此执迷于大象狩猎，不太可能受到象牙价格的

影响。

更广泛地说，狩猎是那些经济上没有能力的人展示他们的勇气和能力

的一种方式。受访者一致认为他们并不把水和森林局的执法人员当作

一回事，而且这些执法机构带来的边际风险甚至可能更会增加偷猎行

为的吸引力。但正如这些采访所显示的那样，那些来自苏丹的武装团

伙或上帝军所构成的严重安全威胁倒是的确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

面对这种情况，对于偷猎者来说，勇气与鲁莽之间还是有着显著有

区别的。

以往的传统当然会改变。一名偷猎者报告说，年轻人如今对获得一份

工作比对狩猎更感兴趣，尤其是近来手工采矿业一片繁荣。如同世界

其他地方一样，非洲也正在迅速城市化，那些能够离开大象自由漫步

的偏远地区的人可能会选择离开。在中非共和国，目前的内战限制了

民众迁徙的可能性，但该国首都的和平景象可能会对那些来自受上帝

抵抗军或其他武装分子威胁的地区的迁徙民众形成巨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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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们侵入一个之前因采采蝇肆虐的影响而不适合放牧的地区，这种

情况表明环境考量与发展考量之间一直存在着紧张关系。国际机构为

数十万头牲畜的免疫接种提供了赞助。此种干预措施产生了令人意想

不到的后果：即扩大了这些牲畜的跨境牧区范围，从而对安全和环境都

产生了潜在的严重影响。此前几乎无人会预料到这场疫苗接种运动会

对野生动物产生何种影响，但我们已可从政治和生态平衡受到的干扰

的情况预见到这种做法必然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必须在予以实施之前

充分评估国际社会的干预措施可能产生的一系列潜在影响，否则此种

措施很有可能于无意之间造成巨大伤害。

最后，在关于冲突和野生动物犯罪的叙事主线中，各类非法武装团伙

被视作导致物种损失的主要推手。相比之下，这些采访却表明这些武

装分子作为掠夺者和野生动物保护者所扮演的双重矛盾角色。尽管四

处游荡的军队会对环境造成相当大的破坏，但他们同时也因阻止了对

资源的正规和非正规开发而使得这些野生地区得以保持其野生状态。

被采访的当地偷猎者明确表示，如果没有这些武装团伙的威胁，他们

一定会回到丛林灌木中，继续猎杀这些武装分子离开后仍然幸存的

大象。

即便没有起到其他什么作用，本项研究工作所取得的这些调研结果也

应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只是单一地注重下游措施的大象保护策略。

当一公斤可卡因被缉获时，即意味着一公斤可卡因不再会被消费。就

禁毒策略而言，拦阻措施既能沉重打击制毒贩毒能力，同时希望又能

发挥震慑毒贩的作用。然而这种策略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却未必适用。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保护大象，那么对当地保护措施进行投资是不可替

代的办法，即使这些干预措施实行起来可能很不得力、而且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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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泥坷村 (NHI KHE)的非法犀牛角贸易

莎拉 · 斯通纳、波林 · 费尔赫和米奇 · 吴俊*

摘要

越南的泥坷村 (Nhi Khe)招揽和迎合的游客主要是对犀牛角制成的装饰

物感兴趣，而非药物。根据在现场询问下来的各种销售价格，研究人员

发现生犀角的平均价格比通常报道的要低得多：即每公斤约26,000美元，

而不是一直广为传说的每公斤6万美元。目前尚不清楚的是，此种差异

表明了犀角价格不断下跌的趋势，抑或仅仅是过去夸大其词的产物。如

果是后者，那情况就太令人不安了，因为犀角价值被如此夸大无异于诱

导和刺激进一步的野生生物犯罪。研究人员还发现，在为时26个月的观

察期内，犀角价格出现了进一步下降，降至每公斤约18,000万美元，这

表明供应量可能已经超过需求量。这对犀牛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至少

在短期内是如此。

关键词：犀牛角、非法贸易、野生动物市场、销售、越南 

导言

记者们早在2012年就报道过，距河内市以南不远有一个称作泥坷

(Nhi Khe)的村镇，那里是犀角、象牙、老虎、穿山甲和头盔犀鸟的主要

加工和销售中心。以下这篇文章系根据野生生物正义委员会（野生物正义会）

于2015和2016年针对这个开放的野生生物市场进行研究的结果撰写。

泥坷 (Nhi Khe)野生生物市场是一个主要为中国客户群量身定制的市场，

其中规模较大的商店更会负责把各种违禁产品走私到中国。越南商人在

非法交易中使用中国黑话——犀牛角通常被称为黑货（黑色产品），象牙

被称为白货（白色产品）——而且价格也主要使用人民币报价。据知这些

商贩利用中国的银行账户收取对其野生生物产品的付款，从而为其大量

非法资金的流动提供便利。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买家越来越多

地趋向于使用微信钱包（即中国即时通讯服务微信的支付应用）来支付他

们从越南供应商那里购买的商品。

* 野生生物正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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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行为迹象明显，其中包括：

• 据报道，泥坷村的商贩向当地以及省级政府官员行贿，以争取得

到他们的包庇；

• 商贩们向越南海关官员行贿，换取他们允许把野生生物制品走私

到中国； 

• 商贩们表明他们事先已知悉警察部门计划前来进行检查。

在为期一年的调查中，我们观察到了大量犀牛角、象牙、老虎等非法野

生动物身体部件和制品在市场上出售。仅犀牛角的原料和加工量就达到

了1,061公斤，估计所涉价值高达4,270万美元。

调查方法

野生生物正义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分别于2015年7月、9月和10月以及

2016年3月、6月和10月在越南进行了六次秘密实地查访。另外还于

2015年9月和10月在中国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实地查访过程中使用了

秘密录音设备，以期收集非法销售和与商贩交谈的证据。野生物正义会

利用其中国调查人员假扮成来自中国的潜在买家与商贩接洽，并在洽谈

和交易过程中模仿他们所观察到的习惯做法。

此外，还对36个脸书账户和27个微信账户进行了监测，以期查明可能

涉及野生动物制品的非法广告和销售信息。从这些来源获得的资料还用

来绘制商贩们之间的联系示意图并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更多地了解

他们的生活方式。其他手段还有设法与那些主要商贩在微信上进行交谈，

以获得证据，包括他们所使用的贩运方法以及所兜售的商品。

泥坷村 (Nhi Khe)

泥坷 (Nhi Khe)是一个约有600户人家的村庄（2016年估计数）。大多数

家庭从事传统手工业。2015年间，调查人员在社交媒体上和位于泥坷

的野生生物市场里确切地查明了33名利用该市场从事非法贸易的个人。

2016年间，这33人中有14人保持活跃，同时又确认了从事非法贸易的

另外18人。很可能还有其他许多人也参与了这里的非法贸易活动，但至

少目前已有51名个人被证实的确参与了野生生物犯罪活动——这种情况

突出表明了这一贸易市场对该村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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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被认定从事非法贸易的人都是进行野生生物交易的商贩，尽管他

们在交易的物种数量和广度以及社交媒体的使用程度上彼此迥异。其他

参与者则包括翻译、快递员和批发经纪人等。被认定的五名中文翻译系

越南女性，她们通常的任务是陪同中国顾客去村子里选货购物。翻译的

日薪为150元人民币，约合22美元。口译员是促成交易的关键，因为他

们在接洽过程中发挥了居间交流沟通作用。他们负责陪同客户到村里，

为买卖双方会面提供便利，查看产品，并帮助谈判价格等。

那些出售野生生物产品的零售店提供源自许多物种的制品，包括犀牛角、

象牙和红木等。这些零售点实行的一些政策类似于合法经营政策，其中

包括：

• 根据数量多少打折优惠；

• 预付款政策（通常在20-30%之间）；

• 对被执法机构截获的货物给予退款；

• 使用国际银行账户。

调查结果发现，2016年的贸易量比2015年大幅增加，但似不宜真正

将此视作一种趋势，因为在进行了初步评估之后，那些被认定交易量

较大的商贩对象被定为监视对象。在整个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认定

犀牛角贸易和加工制品的总货值为42,700,000美元，其中2015年为

4,009,413美元（占9%），2016年为38,690,587美元（占91%）。相比之下，

调查人员发现，在初期阶段观察到的一些商贩在随后的观察中似乎停止

了通过微信或脸书账户进行交易。2015年间查明的许多商店在2016年

间无人前来采购，然而这些销售点的交易可能一直在进行。

据认为，微信（占51%）和脸书（占20%）是被选择用来进行非法野生生

物交易的社交媒体平台。虽然被调查对象中只有少数人同时使用这两种

平台（仅为10%）来推销他们的产品，但其他人则明显表现出会偏好其

中一种兜售方式。考虑到脸书在中国无法使用，而微信则是一个中国

平台，这可能是表明他们的推销目标的一个迹象。在过去一年间，至少

有8,300幅在微信上兜售的非法野生生物制品的图片被记录在案。对通

过微信和脸书平台产生的利润估算分析结果表明，迎合来自中国的买家

而不是本地客户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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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价格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共观察到约有1,061公斤的生犀角和经过加工的犀

角被交易，这相当于401至579只犀牛被杀死（见以下表1）。1 鉴于近年

来每年约有1,000头犀牛被偷猎，而2013年以前年份的犀牛被偷猎数量

相对要低很多，我们可以认定，泥坷市场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市场。这

些犀牛角部件和制品的总货值估计为42,700,000美元。虽然所涉具体利

润率不详，但考虑到所查明的商贩人数有限、而且该村镇本身规模较小，

这应该是一笔很大的数目。

表1. 犀角和犀角制品总货值和所涉犀牛的估算数目

商品类型
所涉犀牛数目 估算货值 

最低数目 最高数目 （越南盾） （美元）

356只犀角和犀角尖 178 356
952 400 000 42 700 000

加工制品（件） 223 223

401 579    

在那里出售的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犀角制品以及犀角本身。以下表2列出

了调查人员直接观察到的销售产品种类和数量概览，并着重标出了手工

艺品和珠宝制品在交易中的流行情况。犀牛角制作的串珠是最常见的出

售品。

媒体普遍报道说越南的生犀牛角价格非常高。最常提到的数字是每公斤

65,000美元，2 从而引发人们将之与黄金价格进行比较。然而，在各次调

查中并未观察到如此高昂的价格。

1  计算方法如下：  
   - 生犀角：在2015年的调查中，只观察到了前角，因此，从统计上说，一只犀牛角或

犀牛角尖即代表一头犀牛。在2016年的调查中，除了前角之外，还观察到了几个后角，
为此，从统计上说，一只犀牛角或犀牛角尖被认作代表半头至一头犀牛。  
  - 就经过加工的犀角制品而言，为了估算出被杀死的犀牛的对应数目，用所记录下来的
总重量除以2公斤，即是在本期调查中所观察到的犀牛角的平均重量。

2 例如，见Achim Steiner，《当务之急是制止全球环境犯罪》，载于《联合国纪事》，
第五十一卷，第2期，（201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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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据观察所出售的犀牛角部件和制品的类型和数量 3

整只犀角 / 
犀角尖（只） 手镯（只） 手链（条） 吊坠（条） 珠串（条）

祭奠用碗 / 
杯（只）

边角料 
（公斤）

2015 41 43 79 183 514 139 15.6

2016 315 738 451 1 595 9 609 960 109.0

合计 356 781 530 1 778 10 123 1 099 124.6

每次收集数据时，价格是根据从泥坷村 (Nhi Khe)内外至少七个不同地

点的至少八个不同卖家的报价综合确定的。每公斤生犀角的平均价格仅

为26,653美元，还不到媒体通常报道的数字的一半。经过加工制作的犀

角价格更昂贵，手镯、手链、珠串或吊坠平均每公斤74,685美元；祭祀

杯等（包括杯盖）每公斤65,500美元。

继初步调查之后，一直采用同样的计算方法对价格进行监测。在两年时

间里，调查人员收集到了生犀角的具体价格数据。自2015年7月获得的

第一个数据点至2017年4月的最新数据点之间，生犀角的价格似乎下降

了39%（10,500美元）（见图1）。造成这种下降趋势的原因目前仍然不

清楚。

图一： 生犀角美元价格变化情况（2015年7月至2017年4月）

3 2016年记录的产品数量出现增加，可能是所采用的调查方法更为得力的结果，而并非交
易量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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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大象的象牙一样，如果把材料用于艺术审美目的，则其平均价格便会

产生误导，因为各种因素都会影响到产品的质量。首先，犀牛角的结构

和色彩从其底部到角尖实际上各不相同。如果把犀角的一部分从中间剖

开，并对着光亮观察，就可看出它有一个半透明的琥珀色光晕。与此相

对比，角尖部分是压缩的，几乎是黑色的，而且其材料要比角的底部坚

实得多。4

价格也会因颜色和密度的不同而受到影响。一般来说，角的颜色越黑，

它就越贵。最珍贵的是其核心部分，有时被称为“肉”，这里的颜色

最黑，然后逐渐褪减成棕色、红色、黄色、乃至白色的连续同心圆环

转向表面。整个角的尖端是最昂贵的部分，因为据认为这是犀牛能量

最集中的地方。

从历史上看，亚洲犀牛角被认为与火元素有关，因此在医学上要比非洲

犀牛角更有效力——非洲犀牛角被认为是水元素的代表。如今，相对稀

缺性又进一步提高了亚洲犀牛产品的价值。甚至在1991年间，对中国

台湾省犀牛角库存的调查发现，亚洲犀牛角的价格要比非洲犀牛角高出

29倍，因此二者的零售价格相差五到九倍之间。5 在研究过程中，很少

或根本没有提到过犀牛角的起源。这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目前的调

查发生在上述调查25年之后，当时流通的亚洲犀牛角数量较少。第二，

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市场上的药用犀牛角产品很少，因此对“火”角的

任何需求或偏好也就都无关紧要了。

贩运与腐败

除了销售犀牛角制品外，商贩们还向客户向中国境内地址提供送货服务。

经常提供送货服务的目的地是中国广西省，特别是边境城市凭祥（通常称

为蒲寨）和东兴。东兴毗邻越南边境城镇芒街，是著名的野生动物走私中

转站。当被问及能否向中国其他省份送货时，商贩们要么表示愿意转介

其他联系人，要么不愿讨论这个话题。

4 Richard Emslie和Martin Brooks，《非洲犀牛：现状调查和养护行动计划》，瑞士格兰德和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剑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1999年）。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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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某些交货点的强烈偏好表明，他们的服务依赖于与某些腐败的边

境管制官员之间的特殊关系。调查人员观察到，送货服务对中国客户很

重要。奇怪的是，尽管云南也与越南接壤，但从未有商贩表示愿意向该

省送货。所收取的费用因目的地的不同而各异：送往边境城市凭祥平均

每公斤357美元，而更远的福建省则平均每公斤893美元。

除了边境腐败行为之外，那些被调查者还表示，地方警察的腐败对其商

业模式至关重要。例如，在一次打击行动之后，一名商贩甚至真心对其

竞争对手的被捕表示庆祝。一位主要经纪人在与卧底调查人员会面时，

谈论了其他调查对象最近在泥坷村 (Nhi Khe)被捕的事件，并表示这实

际上对其生意有好处。与其他地方的情形不同，腐败的环境导致这里的

执法行动并未对罪犯构成任何威胁，反而成为了犯罪行为的重要推手。

线人： 被抓的人越多越好——这样竞争就少了！

野生物正义会： 这样你就会有更多的生意了。

线人： 现在干这一行的人太多了。

野生物正义会： 你在越南被抓过吗？

线人： 没有。

野生物正义会： 没有被抓过？

线人： 我在越南的关系硬得很——没人会抓我。

野生物正义会： 真的吗？你同警察有很好的关系？

线人： 是的。

野生物正义会：  我听说他们逮捕了一些人——他们没有太硬的

关系？

线人： 被抓进去的都是些小角色啦。

泥坷村 (Nhi Khe)的重要意义

重要的是，不宜根据市场上最明显的和最容易接触到的信息和情况归纳

出概括性结论。尽管如此，调查人员在观察期间所见到的公开出售的犀

牛角数量还是非常惊人的。调查结果显示，至少有400头犀牛的角被交易。

这比非洲除四个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犀牛数量都要多，占近年来每年

偷猎犀牛数量的近一半。泥坷村犀牛角艺术品和珠宝市场之所以引人注

目，是因为它专注于中国客户。尽管已知越南是犀牛角的一个主要目的地，

但它显然也是最终运往中国的产品的高度重要的过境地。我们在调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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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从微信上记录下来的8,000多张图片中，发现只有不到5张图片展示了

犀牛角的边角料。由于派出的秘密调查人员是华裔，因此市场上任何越

南元素都可能被忽视，而中国元素则可能会被夸大了。然而，这些记录

在案的产品的估计总价值为4,270万美元，很可能占到犀牛角市场的很

大一部分。其中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以中国国民为主要销售对象的。

基于对非洲贩运模式及其侨民参与情况进行审查的研究结果可能夸大了

越南本国犀牛角市场的重要性。目前尚不清楚其国内市场和中国的市场

已经存在了多久，而且也不清楚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情况是如何发展演

变的。此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观察到的犀牛角价格出现的下降是否预

示着一种长期趋势，目前也不是很清楚。现有的证据表明，这一价格通

常比人们普遍认为的要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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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相互竞争的野生生物犯罪应对策略

范达 · 费尔巴布 -布朗*

摘要

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按其各自在野生生物保护方面彼此迥异的主张，

大致可分为三类。动物权利活动家倾向于直截了当地予以禁止：即一律

禁止野生物种的贸易。对此持反对意见的群体认为，如果这些动物没有

经济目的，它们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有监管的国际贸易对于保护环境

至关重要。第三个群体则将向当地社区的赋权放在第一位，反对在他们

看来是野生生物保护专题讨论中的一个新殖民思维。本文作者的观点是，

与非法药物的情况一样，得当的政策方针取决于具体情况。我们需要努

力了解每一起具体的野生生物贩运流的特殊动态，而在此方面没有任何

捷径可走。意识形态需要让位于实用主义，我们才有希望保护那些脆弱

的物种。

关键词：自然保护、环境保护、政策、贩运、监管

导言

目前本星球物种的丧失速度和幅度令人震惊，其罪魁祸首在很大程度

上正是愈演愈烈的偷猎行为，而偷猎活动本身则因对动物、植物和野

生生物产品需求的大幅增长而得到进一步的刺激。眼下物种灭绝的速

度是历史平均速度的1,000倍，也是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最严重

的一次。为此，应当将之视为与气候变化等同的全球性生态灾难，并

努力采取高级别政策措施来解决其人为原因。除造成无法挽回的生物

多样性丧失之外，偷猎和野生生物贩运还对公共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与野生生物贩运和野生生物消费相关的疾病包括非典和埃博拉等。野

生生物贩运可能引发全球性流行疾病，并损害依赖于森林的社区的人

类安全，造成地方、国家和全球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对国家安全构成

* 布鲁金斯学会。范达 · 费尔巴布 -布朗是《灭绝市场：野生生物贩运及其应对策略》（牛津，牛津
大学出版社，2017年）一书的作者，本文即是在该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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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作为应对措施，各国政府奉行各种旨在保护物种的政策，但这

些政策同时会限制贫困群体获取他们赖以为生的自然资源，因此也会

进一步损害人类安全。

然而，对于遏制野生生物贩运的最佳方式，各方几乎没有什么共识。

目前共有三个学派，它们的一些政策建议彼此相互矛盾：

• 第一种学派的观点为许多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和一些生物保护学

家所接受，他们主张强化、甚至进行军事化执法，以期加大对偷

猎者的惩罚力度，并终止野生生物的合法贸易。

• 许多野生生物贸易经济学家和一些自然保护生物学家坚持第二种

学派的观点，即认为贸易禁令将导致更多的偷猎行为，因此应当

允许进行合法贸易。

• 第三种学派提倡实行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这种主张对

基于市场的解决办法持怀疑态度，认为当地社区应当有权决定如

何对待本地的自然资源，包括是否需要对动物进行猎杀、交易或

保护。

要系统性地评估上述每一种主张的正反论点、它们各自在理论上的承

诺以及在实践中的缺点等，已超出本篇简短文章的范围。1 尽管如此，

根据我们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对偷猎和野生生物贩运（以及其他

非法经济活动，诸如非法伐木、非法采矿和毒品贩运等）的实地研究

结果，我们对这三种学派观点对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工作的影响有了

一些了解。关于这一议题的辩论一直热度未减，而且远未达成共识，

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又一波激烈的偷猎和野生生物贩运浪潮长达 15年

之久了。这种共识的缺乏不仅仅是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和情感的不

同，而且也是由于这三种方法所产生的结果彼此迥异。从总体情况看，

失败多于成功。尽管这些学派的支持者们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但他

们可能不得不承认，遏制野生生物贩运需要进行政策试验、保持灵活

性和随时调整。在政策设计和制定方面，并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

妙药。

1 关于更为完整的分析，见V. 费尔巴布 -布朗撰写的《灭绝市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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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辩论

最近围绕着偷猎大象和象牙政策的激烈争辩标志着各方正在进行一场更

为广泛的探索，寻求如何限制不可持续的狩猎活动、打击偷猎行为、以

及遏制野生生物的贩运。在什么情况下野生生物贸易应予禁止？应否实

行全面的禁令抑或是实行有严格限制的和有具体针对性的禁令？合法贸

易什么时候（如果真有可能的话）会使野生动物得到可持续的保护——

什么时候又会鼓励不可持续的狩猎并成为偷猎和野生生物贩运的掩护？

当地社区何时和如何被胁迫遵守野生生物法规、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它们

会将这些法规内部化？应使他们在自然保护中享有一份经济利益，抑或

是应向他们提供另外的替代性生计？

鉴于许多物种都陷入了急剧的、不可逆转的崩溃境地，野生生物保护界

人士迫切希望找到万能的政策杀手锏。他们日益试图从全球毒品政策及

其几十年的成功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在做出此种努力的过程中，他

们正在设法丰富其辩论——与毒品问题一样，野生生物领域的辩论也依

然高度两极分化。

目前许多环保非政府组织积极倡导的政策趋势是实行严格的禁令和进行更

严格的执法。2 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主张是，不应当允许进行任何野生生物

及其产品的合法贸易，特别是在涉及杀害野生动物的情况下。另一些组织

则只在特定情况下和针对特定的野生生物商品，诸如犀牛角和象牙销售

等，反对合法贸易。一些自然保护生物学家支持实行更加严格的执法的呼

吁。执法部门也经常支持施行禁令，这不仅是因为这符合他们的预算（有

时则是禁令反对者所声称的），还因为合法贸易与非法贸易共存的局面致

使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因为执法部门必须对合法贸易与非法贸易进行甄别

和区分，而且还因非法交易者会利用合法贸易中存在的各种漏洞。

2 例如，可参见Nitin Sekar，《2008年实行合法贸易的结果已严重事与愿违——那么为何
还要再试一次呢？》，载于《专题辩论：合法象牙贸易会拯救大象还是加速屠杀？》，《卫报》

（伦敦），2016年10月1日；生而自由基金会和物种生存网络，《令人难堪的事实真相：无情的
全球象牙贸易》，为2007年6月3日至15日在海牙举行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缔
约方大会第十四次会议编写的报告；环境调查署，《停止刺激需求！让野生生物贸易禁令发生
效力》，2013年3月14日。关于这些辩论情况的讨论，另见Daniel Stiles，《象牙贸易与大象
保护》，《自然环境保护杂志》，第三十一卷，第4期（2004年），第309-321页；Erica Thorson
和Chris Wold，《回到最基本的原理：濒危物种贸易公约的目标和宗旨分析及其实施蓝图》

（美国俄勒冈州，国际环境法项目，2010年）；以及Rosaleen Duffy，《全球环境治理与南北动态：
濒危物种贸易公约案例》，载于《环境与规划C节：政府与政策》，第三十一卷，第2期（2013年），
第222-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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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对野生生物贸易和狩猎执行全面禁令时，此种禁令往往是基于

对拦截和执法行动能够取得的结果的不切实际的期望。主张全面禁猎的

人也经常低估说服那些贫穷的和被边缘化的当地社区放弃偷猎（他们以偷

猎活动为生）并情愿接受保护的难度。

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那些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武装团伙从事偷猎和贩运

野生生物，而贫困社区没有参与其中。此种观点的支持者们通常要求

颁布更严格的立法和实行更严厉的惩罚。然而，这种观点有很大缺陷，

而且很容易导致产生适得其反的政策。以肯尼亚莱基比亚地区的社区自

然保护区为例，这些保护区长期以来一直被誉为非洲最伟大的自然环境

保护成功范例。3 牧民们最近对这些自然保护区的入侵再次表明，贫困、

资源稀缺、干旱和全球变暖等是比任何自然保护政策更为强劲的动力。

野生生物保护是白人强加于当地土著人口的观念，这一观念在非洲由

来已久，而如今又重新抬头。4 这种情绪在整个亚洲和美洲得到了回应，

因为当地居民经常会感到他们受到了自然保护政策的粗暴对待。5

出于这些原因，许多自然保护生物学家和自然保护经济学家反对禁令，

支持基于市场的机制来促进自然保护工作。他们指出，禁令常常最终归

于失败，政府、企业和当地社区需要在保护工作中获得实质性利益；否则，

为保护大自然而付出的努力就不会成功，物种也将会消失殆尽。他们信

奉的格言是：只要野生生物付钱，野生生物就能生存。6

3 Jeffrey Geteteman，《肥沃土地的丧失引爆“迫在眉睫的非洲危机”》，《纽约时报》，
2017年7月29日的报道。

4 Jane Carruthers，《克鲁格国家公园：一部社会和政治史》（南非彼得马尔茨堡，纳塔尔
大学出版社，1995年）；Terrence Ranger，《岩石发出的声音：津巴布韦马托波斯山岭的自然、
文化和历史》（牛津，James Currey，1999年）；John M. MacKenzie，《大自然帝国：狩猎保护
与大英帝国主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88年）；以及Roderick P. Neumann，

《非洲生物多样性战争中的道德观念和漫漶不清的地理》，《政治地理学杂志》，第二十三卷，
第7期（2004年），第813-837页。

5  William M.Adams，《反对灭绝：自然保护的故事》（伦敦，《地球扫描》，2004年）；Philip 
Burnham，《印第安之国 -上帝之国：美洲印第安人与国家公园》（华盛顿特区，岛屿出版社，
2000年）。

6 关于支持合法贸易以及调查其有效性的各种论点，例如可参见Enrico Di Minin和
Douglas MacMillan，《象牙禁令使其价格高企，偷猎有利可图》，载于《专题辩论：合法象
牙贸易会拯救大象还是加速屠杀？》，《卫报》，2016年10月1日；Erwin H. Bulte和Richard 
Damania)，《野生动物养殖和保护的经济评估》，《自然保护生物学杂志》，第十九卷，第4期

（2005年），第1222-1233页；Timothy F. Wright等人，《新热带鹦鹉的鸟巢偷猎》，《自然保护
生物学杂志》，第十五卷，第3期（2001年），第710-720页；Brendan Moyle，《野生生物贸易：
监管和养护条例》中的“监管、养护和奖励”，Sara Old�eld主编（伦敦，《地球扫描》，2003年），
第41-51页；Jorge Rabinovich，《鹦鹉、预防和防范项目：面对多重不确定性的管理工作》，
载于由Rosie Cooney和Barney Dickson主编的《生物多样性和预防原则：自然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伦敦，《地球扫描》，2005年），第173-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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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准许合法贸易经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保护手段，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甚至整个20世纪90年代南非白犀牛的复苏也

都得益于此种市场机制提供的重要支撑。7 允许养殖鳄鱼进行合法贸易也

使得若干鳄鱼物种得以在野外获得恢复。8

然而，允许进行合法贸易并不总能产生如此理想的保护结果。合法贸易

的确可以、而且也经常被用来洗白通过偷猎获得的动物。例如在泰国，

即允许其国产大象的象牙在该国国内进行交易，或者通过印度尼西亚的

爬行动物饲养设施进行交易。此外，允许进行合法贸易也可能会提振整

体需求，包括对偷猎动物及其产品的需求。

许多所谓的批判性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包括一些人类学家、地理学

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和生物学家等，也反对实行全球禁令。然而，

持批判态度的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尤其反对那些伤害贫困边缘群体的

政策。9 为此，他们坚决反对严重依赖执法的政策，强调以往殖民保护政

策的历史不公正，并指出在此种政策下，世界各地的土著居民被强行驱

逐出他们自己的土地。令他们感到可悲的是，在他们看来那些国际环境

7 Nigel Leader-Williams，《监管与保护：犀牛保护工作的成功与失败》，载于由Old�eld
主编的《野生生物贸易》，第89-99页；Michael ‘t Sas-Rolfes，《对濒危物种贸易公约的评估：
四项案例研究》，载于《濒危物种与受到威胁的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由 Jon Hutton和Barnabas Dikson联合主编（伦敦，《地球扫描》，2000年），
第69-87页；以及Michael ‘t Sas-Rolfes，《犀牛偷猎危机：市场分析》（2012年2月）。

8 Jon Hutton and Grahame Webb，《野生动物贸易》《鳄鱼：合法贸易又卷土重来》，载于由
Old�eld主编的《野生生物贸易》，第108-120页；以及Robert W.G. Jenkins等人，《鳄鱼牧场
饲养方案审查报告》，系由鳄鱼问题专家小组为《濒危物种贸易公约》进行的审查（2004年1月
至4月）。

9 关于赞成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的论点，参见例如Dilys Roe，《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
理：概述与定义》，载于由Max Abenperg-Traun、Dilys Roe和Colman O’Cristoidain联合
编辑的“《濒危物种贸易公约》与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社区自然资源管理与出口国国内《公约》
所列物种的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的相关性国际专题座谈会议事记录”，2011，伦敦；Dilys Roe，
Fred Nelson和Chris Sandbrook联合主编的《非洲自然资源的社区管理：影响、经验和未来
方向》（伦敦，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环发研究所，2009年）；William J. Adams和David 
Hulme，《保护工作与社区：非洲自然保护工作中不断变化的记述、政策和实践》，载于由
David Hulme和Marshall W.Murphree联合主编的《非洲野生生物与非洲生计：社区保护工作
的承诺和落实情况》（牛津，James Currey，2001年），第9-23页；William G. Moseley，《关于
贫穷、时间偏好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非洲证据》，《生态经济学杂志》，2001年9月，第三十八卷，
第3期（2001年），第317-326页；Izabella Koziell，《多样性，而不是敌对性：维持生计与生
物多样性并存》，生物多样性与生计问题研究论文（伦敦，环发研究所，2001年）；Krystyna 
Swiderska，《在自然资源评估中综合融入当地价值：评估工具审查》，（伦敦，环发研究所，
2003年）；David West和Michael Wright联合主编，《自然连接：基于社区的保护工作视角》

（华 盛 顿 特 区， 岛 出 版 社，1994年）；Dan Brockington，Jim Igoe和Kai Schmidt-Soltau，
《保护工作、人权和减贫》，《自然保护生物学杂志》，第二十卷，第1期（2006年），第250-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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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拥有过分的和不公平的力量——这些非政府组织主张实行贸

易禁令和建立各种保护区，但同时却不允许当地社区从这些保护区获取

资源。他们声称，环境保护主义正在倒退回它自1990年代开始就设法予

以摒弃的不当歧视性排斥、边缘化和强迫性做法。10 然而，并非所有持批

评态度的自然资源保护论者都赞同实行基于市场的机制——即合法贸易，

并将之作为有效的政策工具。尤其是那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

者，他们认为市场——以及执法——是剥夺当地社区资源的另一种手段。11 

但大多数持批评态度的保护主义者和一些保护生物学家呼吁采取植根于

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办法——按照这些办法，当地社区获得对当地土地

及其野生生物的权利，并有权就当地资源作出自己的决定。

但这些政策纷争不仅仅涉及意识形态或南方与北方之间的意见分歧。在同

一国家内，不同的选区可能会支持不同的政策，而无论该国是供应国、转

运国还是需求国。此外，在这一链条上所处位置相同的国家也可能采取不

同的做法。例如，肯尼亚和南非都是供应国，而且都在遭受大规模偷猎的

影响。他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有着往往遭到当地居民排斥的殖民遗产。然而，

肯尼亚反对实行合法的象牙贸易，并于1977年禁止所有狩猎活动，几乎

没有例外，即使是作为一种社区自给式的狩猎和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

管理机制的狩猎也在被禁之列。另一方面，南非则一再游说要求允许出售

象牙和犀牛角资源，并制定了保护野生生物的经济激励措施，包括狩猎和

野生生物贸易——这是南非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的一个特殊标志。

在野生生物贸易和资源保护领域内，使用何种手段是各方辩论的焦点：

禁令和强制执行是确保物种生存和生物多样性的最佳途径，抑或是应当

赞同市场机制和合法贸易？当涉及到环境保护的决策时，哪一层级是最

10  Wolfram Dressler等人，《从希望到危机，从头再来一次？全球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纪事的
批判性历史回顾》，载于《自然环境保护杂志》，第三十七卷，第1期（2010年）第5-15页。

11 Elizabeth Lunstrum，《绿色军事化：克鲁格国家公园的反偷猎活动与空间轮廓》，
载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第一零四卷，第4期（2014年），第816-832页；Rosaleen 
Duffy，《发动一场拯救生物多样性的战争：自然保护工作军事化的兴起》，载于《国际事务
杂志》，第九十卷，第4期（2014年），第819-834页；Alice B. Kelly和Megan Ybarra，《专题
介绍：“保护区内的绿色安全”》，《地理论坛杂志》，第六十九卷（2016年），第171-175页；
Christopher Anthony Loperena，《以激进剥夺手段进行的保护工作：在洪都拉斯的北岸建立
一个生态区》，《地理论坛杂志》，第六十九卷（2016年），第184-193页；Nancy Lee Peluso
和Peter Vandergeest，《战争与森林的政治生态学：平叛活动与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建立》，载于

《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鉴》，第第一零一卷，第3期（2011年），第587-608页；以及Nancy Lee 
Peluso和Christian Lund，“土地控制的新前沿：导言”，载于《农民研究杂志》，第三十八卷，
第4期（2011年）：第667-6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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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决策层级？这些辩论也事关各方的价值观。对于一些环保非政府

组织来说，捕杀动物是不可接受的。作为反驳，许多曾因保护政策而蒙

受损失的地方社区拥护者指出，这种情感将动物的利益置于人的利益之

前、而且损害了人的利益。那些赞成实行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

的人经常争辩说，向当地社区赋权并促进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工作并

不矛盾。相反，这种赋权和经济发展推动了环保事业。 

在某些情形中，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但在其他情形中，情况就不一定如此。

并非所有地方社区都对自然资源保护工作有兴趣，有些国家和行业也可能

对此种保护不感兴趣。一些当地居民和土著社区可能希望通过伐木、偷猎

和野生生物贩运等手段赚钱，或通过将森林变成农田来尽快致富。即使在

这种情况下，那些全力支持以社区为基础进行自然资源管理的人仍然坚定

地认为，地方社区不应是几个环境保护政策的利益攸关方之一，而应是决

定如何管理本地自然资源的最终权威机构。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当地社区

的安全、福祉和权利不致被那些全球保护主义者所忽视。

政策结论

除了这些轶事之外，各种政策方针的最后结果如何？总体结果令人沮丧：

任何一种办法——无论是禁令和阻截、合法化和发放许可证、基于社区

的自然资源管理、减少需求，还是反洗钱措施——都因结构欠佳和资源

拮据而受到限制，而且每一种方法都有其缺点和不足。所有的政策方针

都产生了高度不一致的结果，致使为寻求“正确的”政策而做出的努力迷

失了方向。

对狩猎和当地资源开采的禁令可能会降低当地贫困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

平。强制搬迁等胁迫性措施可能会引起各社区的强烈不满和对自然保护

工作的排斥，就像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经常发生的那样。然而，贸

易合法化大幅加剧了执法工作的复杂程度，而且为贩运者逃避惩罚提供

了方便。此外，脆弱物种的合法供应可能会刺激需求，包括对偷猎动物

的需求，并使非法来源产品的洗白成为可能。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许可

和监管可让参与者在保护工作方面获得一份本来不会存在的利益，这不

仅有助于保护某一物种，而且还有助于保护其栖息生境以及更广泛的生

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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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可极大激励当地社区支持保护工作并抵制偷猎

和贩卖，但就像其他手段一样，其最终结果彼此差异很大。从消费者需

求方面着手是至关重要的，但减少需求的措施十分复杂，而且需要时间。

反洗钱措施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工具，但这些措施并不会使非法野生生物

贸易破产出局。

禁令和执法

禁令和强化执法在特定情况下会有所帮助，这取决于当地的文化和体制

以及相关物种的生态需求。野生生物政策在执行方面往往很不得力，因

为为之配置的资源严重不足，而且也未能得到优先考虑。为此，的确需

要努力提高执法工作绩效并大幅增加资源。但是，在需求未出现急剧

减少的情况下，即便是大力加强执法，其在遏制偷猎和野生生物贩运、

取得威慑效果和抑制供应方面的作用仍将会十分有限。

实行禁止和阻截的目的是防止或至少限制非法供应，并通过为买卖双方

设置进入壁垒、提高售价、限制商业化和建立一套规范的价值观来防止

对脆弱野生生物的生态构成威胁，从而达到阻止使用的效果。实际上，

并非每个用户和供应商都会因知悉此种贩运行为的非法性而受到震慑，

但这并自动意味着如果使之合法化将可减少消费和供应。如果消费是为

了达到炫耀地位、权力和财富的目的，比如佩戴象牙手镯或用濒危物种

制成的外套等，那么禁止此种炫耀行为很可能会减少需求，因此具有很

高的实用价值。然而，对于并非作为一种异国情调的奢侈品、而是作为

持续性消费的非法野生动物肉，则此种禁令对需求的影响将大不相同。

如果没有可供选择的其他蛋白质来源，对此种丛林肉的需求可能根本就

不会出现下降。

要达到有效阻截的目的是困难的，而且非常耗费资源。为了不仅使偷猎

者和贩运者丧失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了阻止他们的非法行为，主

管机关需要对野生生物走私网络有详细的了解。有组织犯罪集团和武

装团伙在偷猎活动中所占的份额有时被高估了。虽然他们可能参与了

偷猎活动，但他们在偷猎中的比例通常只是偷猎总数的一小部分。偷

猎和贩运网络的结构则有着很大差异，许多分散的低级别商贩和贫穷

偷猎者都有可能参与其中。对此种情况的过分夸大和简单化想法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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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策制定者对那些合法行为者的腐败行为的注意力，包括负责发放

许可的机构、生态组织和最高级别的环保事务官员等。

偷猎活动和贩运网络的纵向一体化程度往往远不如许多阻截策略的倡导

者所想象的那样高。此外，只要需求一直保持强劲，那么即使是最高层

的贩运者、乃至整个野生生物贩运网络也很容易被替换掉。尽管如此，

了解某一特定地方的偷猎和走私网络结构实际上是什么样子，而不是想

象它们可能是什么样子，对于在该地区有效开展执法活动和实施其他政

策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在打击毒品的斗争中，即使资源配置非常丰富，阻截的效力也很少超

过50%，而且往往要低得多。此种低成功率可能很难防止某些物种趋

于灭绝。减少需求对禁令、阻截和执法至关重要——无论是由于禁令的

实施、特意减少需求战略的执行还是其他外部因素取得的效果。与此同时，

执法工作越有效，则走私动物或野生生物产品的价值也就越高。无论

是由于物种出现枯竭，还是了更有效的执法工作，感知到的稀缺性都会

增加走私活动的经济效益。

按照贩毒者的预计，由于对非法作物的铲除行动和对毒品贩运的查禁，他

们会蒙受巨大损失。然而，他们经常欢迎此类扫毒行动，因为毒品的售价

会因此而提高，使其库存更有利可图。一些野生生物贩运者做了类似的计

算：例如，印度尼西亚稀有鹦鹉的贩运者一度完全相信，由于其采用的走

私方法，他们非法收集的鹦鹉死亡率将高达90% - 95%。他们把鹦鹉塞进

塑料瓶，然后扔进海里，之后在开阔的水面上找回它们，以此来避免被执

法部门发现。12 虽然最后幸存下来的鹦鹉不到10%，但这无法对贩运者形

成任何威慑，因为他们从剩余的标本获得的利润就已经足够了。 

实际上，稀缺性会极大地推高价格，致使物种遭受巨大损失和濒临

灭绝——而这对贩运者来说是非常有利可图和有吸引力的。物种越稀有，

其价值就越高。如果需求是稳定的，则“有效的”的阻截反而会刺激更

多的偷猎。更有害的是稀有野生生物市场，那里的需求会随着稀缺性和

价格的增加而增大。这可能会对所涉及的物种产生毁灭性影响。换言之，

表面上有效的阻截实际上会得到完全适得其反的结果。

12 范达 · 费尔巴布 -布朗，《印度尼西亚实地报告四：最后一次抽搐？野生生物贩运、非法
捕鱼以及打击海盗努力的经验教训》，布鲁金斯学会，2013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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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贸易与许可证发放

允许动物、植物和野生生物产品合法进入市场同样充满着困境和不完美

的结果。使毒品合法化的论点与赞成野生生物产品贸易合法化的观点大

相径庭。对禁止毒品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辩称，由于毒品无法从世界上根

除，因此将毒品定为犯罪行为的做法，加重了执法和司法系统的负担，

增强了犯罪集团的权能，严重侵害了人权，损害了公共卫生，削弱了打

击武装激进组织的努力。主张实行合法化的人士保证说，这将以税收和

许可费的形式为国家增加收入，并将能够消除毒品禁令的负面影响。然而，

许多对禁止毒品持批评态度的人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合法化将无法消除

所有的负面影响。他们不一定支持完全的合法化，而是更倾向于非刑罪

化和不同设计的执法措施。此外，合法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增加有问题的

吸毒行为和吸毒成瘾也是有争议的。

与此相对比，准许实行有监管的野生生物贸易的论点则根本不同。首

先，采用养殖或牧场放牧方法保护物种可以减轻对生活在野外的标本

的压力。其次，允许进行某种程度的贸易可以让狩猎者、牧场主和其

他接近所交易的野生生物资源的人在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和

可持续管理中获得一份相关利益。第三，有监管的贸易可为保护工

作筹措资金。

但就像禁令一样，许可证发放、生态标签张贴以及创建合法供应的有

效性，取决于所有相关国家的执法机关监督和执行其法规和实行限制

的能力。此外，这些措施能否成功还取决于消费者是否更青睐合法的

和以可持续方式生产的产品，而且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辨别标签的

真伪。

而且也同禁令一样，许多所假定的或希望通过合法贸易会产生的积极

结果不一定能完全得到实现。合法供应并不能保证可持续生存，也不

一定能切实减轻生活在野外的动物的压力。如果合法获得的产品价格

昂贵（因为征收重税以抑制需求）和难以生产（因为在圈养中的动物不易

繁殖），那么偷猎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圈养繁殖和实行许可证制度往往

无法防止非法捕获的野生生物混入所谓的合法供应链当中。此外，无论

是用户还是执法官员，通常都没有能力、甚至没有动力来确定野生生

物产品来自人工繁殖设施还是来自野外、以及供应商是否合法。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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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供应会极大增加执法人员区分合法和非法来源产品的负担。然而，

虽然对野生生物贸易的全面禁止消除了这一负担，但对资源的总体需

求量却并不一定因此而减少。拥有合法的供应也可减少围绕特定物种

贸易的道德谴责，从而无意中增加了对非法来源野生动物的需求，并

洗白了消费者。

此外，来自野生生物产品合法贸易的收入，如养殖设施或狩猎活动产生

的收入，最终并不一定能由当地利益相关者和社区获得。其他行为者，

诸如地方或国家精英、大型生态企业和遥远的养殖设施等，则可通过腐败、

可疑的监管重新设计或自然市场动态来获取这些收入。因此，当地利益

攸关方可能无法从保护工作中受益。

尽管目前有些人声称偷猎网络是高度有组织的犯罪企业，但许多偷猎

者实际上是被边缘化的和极度贫困的当地社区成员。有时他们的偷猎

活动与野生生物贩卖完全无关。在其他情形中，他们可能向那些全球

贩运网络提供动物，或者作为猎人、搬运工、追踪者和野生动物探子为

它们效力，就像有时一些腐败的公园护林员所做的那样。为此，减少

野生生物非法贸易的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能是设法为当地社区

寻找替代性合法生计，从而激励他们抵制野生生物贩运。虽然这并不能

解决野生生物走私者和有组织犯罪集团的问题，但却可简化执法人员

的工作并使他们得以抓住重点。此外，这种做法还可鼓励各社区与执

法机关开展合作，增强限制野生生物贸易的政治可持续性，从而减少

政治冲突。

促进当地社区参与：替代生计和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

按照通常的规范，向贫困者提供经济激励措施、以争取他们支持资源保

护政策也很重要，因为那些基本上以狩猎为生的社区往往因环境保护工

作而被边缘化，并因此而蒙受巨大损失。他们被迫离开被划为保护区的

土地，致使其生计和人身安全都受到损害。 

当绝大多数人接受法律法规是合法的并将其内在化时，法律法规最容

易得到执行。因此，将决策权赋予那些贫困、边缘化和没有权利的人

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对他们有益，而且对其心理也具有慰藉和赋能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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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替代生计计划并未取得成效。虽然生态旅游经常被规定为一

种保护机制，但它既未能作为防止偷猎和野生生物贩运的持续补救办法，

也未能成为一种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此种旅游很少能生成足够的

收入和就业机会，由于它自身的内部限制，以及它所产生的资源被那些

精英阶层所掌握。一个至关重要的目标，即设法使当地社区能够从生态

旅游中获得足够的收入、以维持其先前的生存水平，往往仍然是遥不可

及的，更不用说让社区实现经济和社会进步的奢望了。其他替代生计和

允许有限狩猎野生生物的情况也是如此。

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的塞拉姆岛上，20名偷猎珍稀鹦鹉的人获得了替

代生计。他们在印度尼西亚打击非法野生生物贸易最坚决的非政府组织

之一Profauna的协助下，成为了拯救中心的工作人员和生态游客的野

生生物导游。其结果是，偷猎现象急剧减少。为了确保生态游客的稳

定流动，鼓励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观鸟者前往塞拉姆岛的救援中心参

观。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国际游客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前偷猎者

的野生生物导游的收入因此而出现缩水，致使他们再次面临重操非法

狩猎旧业的压力。13

塞拉姆的故事是说明成功的替代生计所依赖的条件的微观实例。如果贫

穷的偷猎者能从其他来源获得收入，他们往往愿意放弃偷猎，即使偷猎

会带来更多的钱。但他们需要的是稳定的和有保证的收入。许多生态旅

游方案的问题是收入往往是季节性的，波动很大。

一个地区要想吸引足够多的生态旅游者以便创收，通常需要有大型哺乳

动物群体，而且应使之很容易被游客看到。例如，东非的大草原往往就

比雨林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即便如此，东非生态旅游的收入可能是高

度季节性的。旅馆业主要么储备好需要在淡季支付员工工资的资金，要

么就像人们经常采取的办法，在一年的部分时间里遣散工作人员，但这

样做会引起社会的反感。14 野生公园需要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如机场、道

路和住宿等，以及确保良好的安全，而所有这些都需要资源。与此同时，

13 V. 费尔巴布 -布朗，《印度尼西亚实地报告四》。
14 本文作者2013年5月访问肯尼亚的察沃国家公园和马萨伊玛拉地区、以及2003年访问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和恩戈罗恩戈罗自然保护区期间对这些地点的旅馆业
主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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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和激进武装团伙会吓跑游客，政治不稳定或本国经济出现衰退等外

部冲击也会极大影响游客流量。

生态旅游提供的就业机会数量可能远远低于潜在偷猎者的人数。即使所

有现有的偷猎者都得到合法工作，很可能也还有其他穷人可被招募充任

该地区的偷猎者，或者可以为此目的迁入该地区，特别是如果偷猎的物

质回报出现增加的话。

替代生计和当地社区参与管理生境和野生生物的有效性彼此差异很大。

一些结果揭示了允许或不允许地方社区存在于国家公园内的不利影响。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这些结果，例如社区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前景、收入和

就业水平、对自然的态度、凝聚力和领导结构以及财产权的执行等。那

些能够解决所有驱动非法经济的结构性因素的替代生计办法最有可能

奏效。

基于社区的自然资源管理方案往往超越替代生计、生态旅游、补偿或有

限的狩猎。它们旨在将相关权利转让给当地社区，并争取实现以下三项

目标：政治赋权、扶贫和环境保护。此种管理方案可基于战利品狩猎，

生态旅游或其他替代生计。有时其效果非常好，但结果并不一致。除了

确保实施工作得力之外，它们的成功还取决于稳定和大量的游客、战利

品猎人和客户，以及与野生生物数量相比足够低的人口密度。总的来说，

此类方案在那些农业难以盈利、但标志性野生生物物种存在的干旱地区

效果相对更好，而不是那些土地肥沃的地区，因为后者将土地转化为农

业用途是有利可图的，或者在热带森林，因为那里很难看到动物，工业

伐木带来的收入远远超过生态旅游。在一些情形中，某些社区由于实行

自主管理自然资源政策而变得更加富裕，但随后却加剧了不可持续的

狩猎和伐木活动，这是以牺牲环境保护为代价进一步增加其经济资源的

做法。

简而言之，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甚至也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

来改善这种状况。政策成果具有高度的背景独特性和偶然性。所有战略

都会遇到结构和资源方面的限制。除了这些限制因素外，这些策略也有

直接的负面影响。禁止狩猎和开采当地资源会限制收入来源，降低当地

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强制重新安置社区和其他胁迫性措施则会引起深

深的怨恨和对保护工作的拒绝，这种情况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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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然而，许可进行合法贸易又会使执法变得非常复杂，并有助于贩

运者逃避惩罚。

禁令或许可证可能会有所帮助，但这取决于当地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以及

特定物种的生态要求和具体情形。然而，在需求没有出现大幅减少的情

况下，即使是大力加强执法，其在阻止偷猎和野生生物贩运、产生威慑

效果、抑制供应诸方面的效果也是有限的。许可证制度和对狩猎和野生

生物贸易实行监管只是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奏效。在某些情形中，这种办

法使得某些当事方在保护工作中获得了他们本来不会得到有利益，从而

不仅推动了对某一物种的保护，而且也推动了对其栖息生境和更广泛的

生态系统的保护。在其他情形中，那些脆弱物种产品的合法供应增加了

总体需求，包括对偷猎生物的需求，这使得执法趋于复杂化，并使得非

法来源产品的洗白成为可能。社区自主资源管理可极大激励当地社区支

持保护工作，抵制偷猎和贩运；但与其他保护工具一样，结果彼此差异

很大。瞄准消费者的需求至关重要，但减少需求的措施也很复杂，需要

时间。反洗钱努力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工具，但这些手段无法使非法野生

生物贸易达到破产地步。

政策建议

考虑到上述诸种因素，我们可以就如何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突出的野

生生物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鉴于野生生物贩运对脆弱物种的生存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并考虑到目

前大象偷猎的规模，中国应当履行关闭其象牙市场的承诺，并应当尽快

关闭这些市场，同时为此目的实施各种执法措施，正式禁止和阻止象牙

的买卖和贩运。其他国家，诸如日本等，也应当这样做。不应授予南非

和其他国家销售象牙或犀牛角的许可，直至需求和偷猎都出现大幅下降、

供应国和需求国都建立起了更好的监督和执法机构。

然而，尽管在当前大规模象牙洗白的背景下，宣布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

象牙市场为非法是有道理的，但总的政策教训不是、也不应该是终止所

有合法的野生动物销售。如果需求量开始下降，执法力度加大，使得非

法来源的产品混入合法供应链中的情况明显减少，那么届时便应再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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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考虑允许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合法供应象牙和犀牛角。向尽可能多的

利益悠关者提供有益于保护工作的经济激励可极大促进野生生物法规得

到切实执行。

在政策上应当更倾向于允许进行可持续的狩猎，甚至允许涉及濒危物种

的狩猎活动，从而使当地利益悠关者得以在促进保护工作方面获得物质

利益。然而，当腐败、逃避法律和野生生物产品的洗白现象普遍存在时，

政策制定者必须愿意采取针对特定物种的临时性和特定地区的禁令，有

时甚至是彻底的全面禁令。任何政策，如果结果不是积极的，都需要重

新评估和改变。

狩猎活动可以是可持续的，而且也可以是有利于环境的，例如以此控制

数量过剩的物种等。无论是由于偷猎、栖息生境遭到破坏或其他原因，

那些关键性捕食动物物种的数量都在下降时，情况就尤其如此。偷猎和

不可持续地猎杀食物链尖顶的掠食者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因为这将会

在整个生态系统中产生大规模连锁影响。并不是所有的偷猎行为都会威

胁到某一物种的生存和健康，所有合法贸易也不会。因此，在缓冲区，

甚至在保护区的核心部分，允许有限地捕猎非濒危物种和以可持续方式

有限开采自然资源、以减轻当地贫困社区的粮食不安全和所蒙受的收入

损失，是很有道理的。至关重要的是，应当逐项评估何种类型的狩猎在

何种程度上是可持续的。由于有限开采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发生变化，因此需要仔细监测野生生物种群和生态系统，并定期对情况

进行重新评估。

只要有可能，当地社区即应被赋予自然保护区的土地权和可持续利用野生

生物的收益权。边缘化的社区应当获得援助，以确保其权利。这些社区应

当在决定土地的使用和保护以实现环境公平和可持续性方面拥有强有力的

发言权。应当对为此目的赋予的权利加以限制，即对其使用加以制约，以

确保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不应允许社区破坏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区域。然

而，这些限制条件并不排除以可持续方式进行伐木，或为了生存或狩猎战

利品目的而狩猎非濒危物种，或在自然保护区进行有限度的放牧。

这种附有条件的权利还应当包括：社区有权获得100%来自可持续野生生

物管理的收入。然而，此种收入应当纳税。这样一来，就可建立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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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部对当地社区努力的支持，当野生生物贩运者或伐木企业等其他行

为者威胁到其资源时，国家可能没有多少动机与外部偷猎和砍伐森林行

为联手，或者无所作为，让这些社区自生自灭。所有这些安排都需要在

当地社区的大力投入下，定期进行监测和重新评估。

如果允许当地社区对具有重要环境意义的地区进行开发，从而导致出现

生态系统严重退化，那么就有必要进行重新安置；但需要为此与当地民

众进行协商和对他们作出补偿。作为最低限度，所作补偿必须使当地社

区的经济状况不比在保护区内居住时更差。理想的情况是，补偿也应能

减少贫困。然而，这就意味着，专属保护区的支持者必须帮助筹集资金，

用以抵消重新安置或限制土地使用所导致的后果。有条件的现金转账支

付应当成为保护政策工具箱中的一个标准工具，特别是在某一物种的合

法贸易不可行、而生态旅游或替代生计却又根本无法产生足够的资源以

抵消当地社区所放弃的好处的情形中——这些社区之前放弃了把生态系

统转化为农业用地或捕猎受到威胁的物种所带来的那些好处。

有效的监测和执法对于所分析的任何工具能否取得成功十分关键。加强

执法和减少执法机构的腐败至关重要。同时，绝不能容忍侵犯人权的行为，

任何机构都不应采取像当场射杀偷猎者这样极端罪恶的和无效的政策。

到目前为止，现场执法是防止偷猎的最有效方法。捣毁野生生物贩运网

络的努力应当在一次扫荡中尽可能多地抓住那些中层贩运骨干，从而最

大限度地摧毁他们的再生能力。这要远比逮捕其首领（尽管这可能更符合

道德规范）或者让那些底层偷猎者充斥监狱更为有效。需要仔细设计阻截

措施，以便确保更大的缉获量不会导致更多的偷猎行为。这就是进行现

场执法和以贩运活动中间人为目标、而不是在途中加以截获之所以如此

重要的原因。

最后，需要对零售和需求市场进行重塑——既需要通过开展说服和信息

传递运动，也需要要通过执法行动达到这一目的。作出处罚时应当区分

低端购买者，比如象牙雕像的小买家，以及那些违禁野生生物产品的投

机商和大量使用者。虽然不应让感情用事和意识形态承诺模糊对政策有

效性的判断，但最大限度地减少可避免的伤害，例如对动物或人类不必

要的残忍行为等，应该是选择保护政策时的一项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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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最重要的发现是：我们必须预期各种政策结果彼此会有巨大差异。对

于野生生物政策和毒品政策而言都是如此。对于一个地区的某一物种来

说，一种行之有效办法可能对其邻近地区的同一物种不起作用。在某一

特定时间，抑制需求的有效方法在十年之后可能完全行不通。通过制约

供求关系的措施可在多大程度上形成或减小一个合法或非法市场，取决

于其所具有的弹性——而这种弹性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以及

许多其他因素，比如当地的体制和文化背景环境等。为此，政策应该允

许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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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一种野生生物贸易立法示范模式的《雷斯法案》

莉迪亚 · 斯洛博迪安*和阿里亚德尼 · 查齐安托尼欧**

摘要

野生生物贸易应当如何进行监管？在本文中，一个法律研究人员团队

仔细研究了美国的《雷斯法案》。这项立法禁止拥有在世界任何地方非法

收获或非法交易的野生生物。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一种可供其他国家仿

效的潜在示范模式。本文作者从国际视角分析了《雷斯法案》，探讨了该

法案的深远影响以及其他国家可根据其本国法律制度修改适用该法案的

可能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该法案的确具有可被用作不同法域的一种

立法示范模式的潜力。

关键词：立法、《雷斯法案》、野生生物贸易、美国

导言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天空经常被禽鸟所遮蔽——这些禽鸟也许是世界

上数量最多的鸟类：旅鸽。成群结队而行的鸽阵经过时会挡住太阳好几

个小时，它们发出的呼啸声堪比雷鸣，震耳欲聋，人们的谈话声都因此

而被淹没。然而，半个世纪后，它们消亡殆尽了。对这些旅鸽构成的致

命威胁来自日益增长的铁路网：大批州外游客乘火车抵达，他们杀死成

千上万的禽鸟，然后带着战利品扬长而去。随后由此而形成的跨州猎鸽

产业，伴之以当地的狩猎活动以及对禽鸟生境的破坏，最终给这种此前

一直被认为数量太多而取之不尽的物种带来了灭顶之灾。同时，这也激

发了一种新的立法保护形式的产生。1900年间，共和党众议院议员约

翰 · 雷斯一次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发言时谈到了旅鸽的灭绝问题。“我们上

演了一场多么可怕的屠杀和毁灭啊，这可当作是对全人类的一个警告，”

*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法律干事。

**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法律实习生。在此特别感谢罗伯 · 帕里 · 琼斯和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使
得此项工作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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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现在就让我们为明智地保护所余下的大自然馈赠作一个表率吧。”1 

他随后提出的称作《雷斯法案》的法律再后来成为了美国打击野生生物犯

罪的最著名和最有效的法律手段之一，同时也是一种可供世界其他地区

仿效的潜在立法模式。2 

自从雷斯议员围绕着鸽子的困境阐明自己的观点到如今，野生生物贸易

的背景情况发生了变化。非法野生生物贸易已逐步发展演变成为价值数

十亿美元的产业，涵盖一系列行业和市场。3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

办公室（毒罪问题办公室）的《世界野生生物犯罪报告：贩运受保护物种》

（2016年）所作的计算，在涉及120个国家的超过164,000起缉获案中共

发现7,000种不同物种。4 该报告揭露说，野生生物犯罪涉及为数众多的

市场和产业，包括时尚、化妆品、家具、食品和宠物等。非法来源的产

品通常会在那些本来属于合法的企业营销中使用或交易，因此更难检测

到源自野生生物犯罪的产品。5 随着野生生物犯罪的范围和性质不断增加

和变化，《雷斯法案》也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修正，扩大覆盖范围并增加

惩罚力度。6 该法案不仅旨在保护各种物种，而且还意在保护合法的美国

企业的竞争力、保护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的自然资源、保护那些无意

间购买非法商品的美国消费者、以及保护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国内外的

环境受害者。7

近年来，《雷斯法案》引起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讨论《世界

野生生物犯罪报告》各项研究结果的政策影响时，其作者指出：

1 Barry Yeoman，《旅鸽为什么会灭绝》，奥杜邦学会，2014年5月 -6月。
2 Robert S. Anderson，“《雷斯法案》：美国打击非法贩运野生生物的主要武器”，载于

《公共土地和资源法律评论》，第十六卷（1995年），第29页。
3 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管理局，国际事务处，“非法野生生物贸易”。见网：www.fws.gov/；

世界自然基金会，“非法野生生物贸易”。见：www.worldwildlife.org/; 动植物贸易记录分析组织：
野生生物贸易监测网络，“合法野生动物贸易”。见：www.traf�c.org/trade。

4  《世界野生生物犯罪报告：贩运受保护物种》，2016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16.
XI.9），第3页。

5 同上。
6 1900年《雷斯法案》，于2008年作出修正，《美国法典》，第十六编，第3371-3378条；

Anderson，“《雷斯法案》”，第29页。
7 美国众议院司法过度定罪问题工作队委员会，“Marcus Asner和Katherine Ghilain记录

在案的声明：监管犯罪—解决办法”，2013年11月14日；美国政府出版署，“Marcus Asner
的证词”，载于“关于2008年雷斯法案修正案第1和第2部分的监督听证会”，系列编号
第113-16，2013年5月16日，第57-65页。

http://www.fws.gov/
http://www.worldwildlife.org/
http://www.traffic.org/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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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一国家都能根据本国法律禁止拥有在世界任何地方非法收获或

非法交易的野生生物，则非法贸易便会因此而减少。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问题工作队与毒罪问

题办公室 /世界自然基金渔业犯罪问题联合专家组会议建议进一步审查

《雷斯法案》所具有的潜力；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所通过

的一项关于危害环境罪行的决议中也提到了这一点。8 

本文就《雷斯法案》的运作及其作为供世界其他地区仿效的立法模式的潜

力提出了一些初步看法。其中第一节对该法案的各项主要条款作了基本

概述。第二节在该法案与其他国家的做法之间进行了对比，特别是欧洲

联盟的《野生生物贸易条例》和《木材条例》以及澳大利亚的《禁止非法

伐木法》。其后各节则提供了来自不同部门的案例、实例和论点，意在重

点表明该法案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它在实践中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各方

对它的看法。本文的最后一节提出了《雷斯法案》作为其他司法辖区参考

模式所具有的潜力的设想以及接下来可采取的步骤。

关键条款：打击非法野生生物贸易的工具

《雷斯法案》禁止与非法来源野生生物和野生动物产品贩运有关的一系列

广泛行为。它不仅针对各种贩运犯罪行为作了规定，而且还针对各种产

品标记和虚假标签犯罪以及关于植物的具体申报行为作了规定。此外，

它还规定了基于违法者的知识和精神状态的民事和刑事处罚，并规定了

针对经营许可的制裁和罚没条款。 

贩运野生生物罪 

《雷斯法案》所界定的贩运罪系由两个明显不同的部分组成（见以下解

说框）。首先，检察机关必须能够证明所涉野生生物、鱼类或植物的确

系在违反联邦、部落、州或外国基本法律或条例的情况下取走、占有、

8 公海捕鱼问题工作队和其他机构，《关闭渔网：制止公海非法捕捞 — 部长级主导的公海
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问题工作队的最后报告》（2006年，伦敦），第16页；联合国毒品
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专家应对渔业部门的跨国犯罪》，2016年2月29日；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危害环境的罪行》(WCC-2016-RES-070)。



46 犯罪与社会论坛，第九卷，第 1期和第 2期，2018年

运输或出售。其后，检察机关还须证明被告的确犯有或企图犯下《雷斯

法案》中所列明的违禁行为之一，包括进口、出口、运输、销售、接收、

获取或购买非法野生生物，或拥有从“美国特别海洋和领土管辖范围内

取走的非法野生生物、鱼类或植物”（第3372(a)条。9

从其表面看，《雷斯法案》针对各种上游犯罪行为的涵盖范围似乎是无限

的。然而，历次判例法和国会相关讨论都澄清，基本法律必须明确地与

野生生物有关。10 2008年关于植物犯罪的修正案规定了一份明确和具体

的上游犯罪行为清单，所有这些罪行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然资源的保护

有关（第3372(a)(2) (B)和 (3)(B)条）。11 该清单包括各种上游犯罪，诸如

未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相关税费或立木费，以及违反任何与出口或转运

有关的法律。虽然这些违法行为似乎与自然资源保护目标不太直接相关，

但它们提供了可据以抓捕那些逃税和伪造出口申报表以掩盖其他非法活

动的罪犯的重要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雷斯法案》将诉诸非法行为的企图、以及这些行为本身

一并定为刑事犯罪（第3372 (a) (4)条）。根据美国刑法的一项相关规定，

共谋犯下任何罪行也可处以罚款或监禁（《美国法典》第18编，第371条）。

在现代野生生物贩运涉及广泛犯罪网络的情况下，此类贩运活动中通

常存在符合共谋犯罪定义的行为。曾有检察官把针对共谋犯罪和违反

《雷斯法案》的行为的指控结合起来适用，从而成功争取到了比《雷斯

法案》本身所规定的更为严厉的处罚结果。（参见下文关于《美国诉本吉

斯案》的讨论）。 

9 针对违反州或外国法律的情形，第3372(A)(2)条具体规定，只有在涉及州级或外国商业
的情况下，才得禁止进口、出口、运输、销售、接收、获取和购买非法野生生物。“美国特
别海洋和领土管辖权”主要包括公海、领海水域、联邦财产和美国船只（《美国法典》第18编
第7条）。

10 美国上诉法院，第九巡回法院，《美国诉Lee案》，案卷编号：937 F. 2d 1388 (1991)，
第1392号，引用：参议院第97-123号报告，转载于《美国法典国会行政新闻汇编》（1981年），
第1748和第1753号。

11 关于上游犯罪范围的详细讨论，见Marcus Asner的证词，关于《为什么美国人应当遵
守外国法律？》的监督听证会，2013年7月17日，第9页；Pervaze A. Sheikh，《雷斯法案：
与进口植物和植物产品有关的合规问题》，国会研究服务部报告R42119（2012年7月24日），
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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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框1 ：《雷斯法案》所界定的贩运罪 

《美国法典》第16编，第3372(a)条

对任何人而言以下行为均属违法—

(1) 进口、出口、运输、出售、接收、获取或购买违反美国任何法律、条约或

条例或违法任何印第安部落法律而拿取、占有、运输或出售的任何鱼类或

野生生物或植物；

(2) 在跨州或国外商贸活动中进口、出口、运输、出售、接收、获取或购买 —

 (A) 任何在违反任何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或任何外国法律的情况下拿取、

占有、运输或出售的任何鱼类或野生生物；

 (B) 任何植物—

(i) 如系违反旨在保护植物或规管如下情形的任何州或任何外国法律或

条例而拿取、占有、运输、或出售—

 (I) 偷盗植物；

 (II) 从公园、森林保护区或其他官方保护区拿取植物； 

 (III) 从官方指定的特别区域拿取植物；或

 (IV) 在未获得所需授权或违反所需授权的情况下拿取植物；

(ii) 在未按任何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或任何外国法律支付针对所涉植

物应当缴付的合宜特许权使用费、税费或立木费的情况下，拿取、占有、

运输或出售的植物；或

(iii) 在违反任何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或任何外国法律所规定的、旨在

制约植物的出口或转运的任何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拿取、占有、运输或

出售植物；或

 (C) 任何被禁止的野生生物物种（以本条第 (e)款为准）；

(3) 在美国特别海洋和领土辖区内（依照《美国法典》第18编第7条的定义）—

 (A) 占有任何在违反任何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或任何外国法律或印第安部

落法律的情况下拿取、占有、运输或出售的任何鱼类或野生生物，或

 (B) 占有任何采用以下方式获得的植物 —

(i) 如系违反旨在保护植物或规管如下情形的任何州或任何外国法律或

条例而拿取、占有、运输、或出售 —

 (I) 偷盗植物；

 (II) 从公园、森林保护区或其他官方保护区拿取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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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记、虚假标签和植物申报罪行

《雷斯法案》规定，在州际贸易中进口、出口或运输装有未加明确标记的鱼

类或野生生物的包裹属非法行为。12 2008年的修正案又增加了要求进口商

提交植物申报的新规定，即必须在申报中列明任何植物或植物产品的学名、

价值、数量和原产地。13 该法禁止为业已或打算进口、出口、运输、出售、

购买或接收的任何鱼类、野生生物或植物制作或提交虚假记录或标签。14

鉴于其所适用的野生生物（包括鱼类和植物）产品的涵盖范围，相关的标

记和标签要求被批评为难以监测和执行。在实践中，这些规定是抓住野

生生物贩运者的有用工具，因为这些贩运者经常为逃避主管部门的监管

而实施标记和申报犯罪行为。 

刑罚与精神状态

《雷斯法案》所规定的处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者的精神状态。最严

厉的刑事处罚只是针对那些所谓的“明知故犯”违法行为。就贩运罪而言，

这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必须证明，行为人知道这些野生生物系违反某一项

12  《美国法典》第16编，第53章，第3372(B)条；《美国联邦法规》第50编，第一章，第B节，
第14部分，第H小节，第14.81–14.82条。

13  《美国法典》第16编第3372(f)条。关于提交植物申报程序的介绍，见美国农业部动物和
植物卫生检验局，“关于《雷斯法案》：经常问及的问题”，2016年4月28日。

14  《美国法典》第16编，第3372(d)条。

解说框1 ：《雷斯法案》所界定的贩运罪（续）

 (III) 从官方指定的特别区域拿取植物；或

 (IV) 在未获得所需授权或违反所需授权的情况下拿取植物；

(ii) 在未按任何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或任何外国法律支付针对所涉植

物应当缴付的合宜特许权使用费、税费或立木费的情况下，拿取、占有、

运输或出售的植物；或

(iii) 在违反任何州的任何法律或条例或任何外国法律所规定的、旨在

制约植物的出口或转运的任何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拿取、占有、运输或

出售植物。

(4) 试图实施以上第 (1)至 (3)项中所述任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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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律被拿取、出售、运输或出售，而且该行为人系在知情情况下实

施或试图实施进口、出口、运输、销售、接收或购买所涉非法野生生物。15 
依照这些规定，那些知悉所涉木材系非法采伐的木材的进口商可为此而

承担刑罚责任，即使其本人并未参与相关的非法采伐活动。明知故犯的

违法行为属于重罪，个人可为此被处以最高五年监禁和最高25万美元的

罚款，企业则可被处以最高50万美元的罚款。16 另外，可判处最高两倍

于犯罪所得毛利或损失总额的罚款。17

轻罪处罚和某些民事罚款判决取决于应有审慎标准。此种判决无需证明

行为人确实知悉所涉野生生物是非法的，而只需证明如果行为人当时能

够以谨慎方式行事，他本来应当知悉这一点。就贩运罪的判定而言，如

果行为人本应知悉野生生物产品系来自非法来源，但仍实施了违禁行为

（诸如进口、出口、运输或销售等），该人即可被处以最高为10,000美元

的民事罚款，或可被处以最高一年的轻罪监禁处罚或最高10万美元的

罚款（企业则为20万美元罚款）。18 关于“应有审慎”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

及其适用方式是《雷斯法案》较为困难和有争议的方面之一，下文关于

“尽职守责”和“应有审慎”的一节中将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雷斯法案》所规定的一些民事罚款在严格的赔偿责任基础上适用，这意

味着此种罚款判决并不取决于意图证明。例如，任何违反标记要求的人

都可被处以最高250美元的民事罚款。19

其他制裁

除了判处罚款和监禁之外，《雷斯法案》还规定对违反其几乎任何条款的

行为进行许可证方面的处罚或没收。在某些情况下，亦有可能判决恢复

原状。

15  《美国法典》第16编，第3373(d)(1)(B)至 (d)(2)条。
16 可结合《美国法典》第18编第3559(a)(5)条、第3571(b)(3)和 (c)(3)条解读《美国法典》

第16编第3373(d)(1)(B)至 (d)(2)条。对于那些进口或出口行为之外的犯罪行为，所涉野生
生物的市场价值只有超过350美元才能被视作重罪。同样的处罚亦可适用于那些在知情情况下
违反关于虚假标签的规定的行为。

17  《美国法典》第16编第3373(d)(1)(A)条，结合《美国法典》第18编第3559(a)(5)条以及
第3571(c)(3)和 (d)条一并解读。

18  《美国法典》第16编第3373(a)(1)和 (d)(2)条，结合《美国法典》第18编第3559(a)(6)条
以及第3571(b)(5)和 (c)(5)条一并解读。另外，根据《美国法典》第18编第3571(d)条所判处
的罚款金额最高可达所涉犯罪所得或所失总金额的两倍。

19 《美国法典》第16编，第3373(a)(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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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依照《雷斯法案》被判定犯有任何刑事违法行为，则所涉行为人所持

有的与野生生物、鱼类和植物进出口有关的许可证以及狩猎和捕鱼许可

证即可被暂停、修改或吊销。20

《雷斯法案》还规定没收涉及贩运和虚假标签犯罪的鱼类、野生生物和

植物，而无需证明相关经营者知悉其来自非法来源、甚或未能本着应有

审慎行事。21

所有用于便利非法贩运活动的船只、车辆、飞机和其他设备也可予以没收，

但须符合某些条件：第一，在非法行为发生时，所涉设备的所有人知悉

或应当知悉该设备将被用于违反《雷斯法案》的犯罪行为；第二，相关设

备的所有人被判定犯有涉及实际或打算出售或购买鱼类、野生生物或植

物的重罪。22 

《雷斯法案》的条款并未规定予以恢复原状。然而，根据《美国法典》

第18编第371和545条的规定，涉及《雷斯法案》的许多案件也涉及

共谋或走私的指控。对于这些罪行，恢复原状是强制性的（例如，见下文

关于《美国诉本吉斯案》的讨论）。

《雷斯法案》中关于没收、归还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吊销经营许可和经营执

照的规定提供了一种重要手段，可用以增加非法贩运野生生物的成本，

从而改变犯罪经营者的成本效益平衡。23 虽然没收规定并不罕见——在许

多国家和在许多情形中，拥有违禁品是非法的——而且，这些规定不仅

有效地剥夺了犯罪分子的犯罪收益，而且同时也剥夺了犯罪分子实施犯

罪行为的手段。

其他国家类似于《雷斯法案》的做法

《雷斯法案》所规定的机制——禁止涉及违反他国法律的材料来源的

20 同上，第3373(e)条。该条具体规定对依照《马格努 · 史蒂文森森渔业养护和管理法案》
发放的许可实行豁免。

21  《美国法典》第16编，第3374(a)(1)条。
22 同上，第3374(a)(2)条。
23 见Marcus Asner，《抓住野生生物盗贼：打击非法贩运野生生物的战略和建议》，宾夕法

尼亚大学，《亚洲法律评论》，第十二卷，第1期，第二篇（2017年），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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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并非完全独一无二。虽然它可能是此类文书中最全面的例子，

但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采用了类似的法律文书。 

一些国家通过了类似于《雷斯法案》规定的进口条例。例如，加拿大禁止

进口违反任何外国法律而占有、分销或运输的任何动物或植物、或动物

或植物的任何部分或其衍生物。24 澳大利亚禁止故意进口任何动物或植物

标本，如果所涉进口者知悉该标本系违反相关国家的法律从该国出口。25 

这两项立法均未涉及运输、销售、接收或购买行为。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通过《欧洲联盟野生生物贸易条例》

在欧洲联盟内部予以实施；后者规定了一套用以管理濒危物种贸易的制

度。它们规定了有关进出口许可证以及对使用伪造或无效证书进行贸易

的处罚。与适用于一系列广泛物种的《雷斯法案》不同，欧洲联盟条例所

规定的各项要求主要限于欧盟理事会第338/97号条例的四个附件中所列

出的那些物种。26

《雷斯法案》类型的立法被推崇为打击非法捕鱼活动的手段。27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挪威等若干国家已扩大了其各自的刑事管辖范围，禁止其国民

在外国水域非法捕捞海洋资源。28 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

24 加拿大，综合法案，《加拿大法规》，《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国际及省际贸易监管法案》
（1992年），（1992年），第6.1条。

25 澳大利亚，《1999年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案》，第91号（1999年），《法案汇编
第51号》，第二卷，第5章，第13A部分，第6节，第303GQ条（2016年7月1日）。

26 见《欧盟野生生物贸易条例》：欧洲理事会 1996 年 12 月 9 日关于通过监管野生动
植物种贸易以对这些物种实行保护的第 338/97 号条例；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2006 年 5 月
4 日第 865/2006 号条例，其中规定了关于执行理事会第 338/97 号条例的详细规则；
以及欧洲联盟委员会 2012 年 8 月 23 日第 792/2012 号执行条例，其中阐明了理事会
第 338/97 号条例和委员会第 865/2006 号条例中所规定的许可证设计规则、证书以及其
他文件。

27 《关闭渔网》；《渔业部门的跨国犯罪》；Blaise Kuemlangan，“打击非法、未报
告和无管制捕捞的国家立法选择”，载于向 2000年 5 月 15至 19日在澳大利亚举行的
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问题专家协商会议提交的文件报告，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粮农组织）渔业系列报告第 666号（罗马，粮农组织，2001年），第 174页；另
见 Gregory Rose和 Martin Tsamenyi，《对海洋生物资源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执行摘要
和建议》 —  世界自然基金会（自然基金）国际的报告（瑞士格兰德，自然基金国际，
2013年），第 60页。

28 Rose和Tsamenyi，《对海洋生物资源犯罪的普遍管辖权》，第5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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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依循《雷斯法案》模式，已禁止进口非法捕捞的海洋生物资源。29 

欧洲联盟通过了欧洲委员会第1005/2008号条例，对那些违反区域渔业

管理组织通过的养护和管理措施或违反国家法律或国际义务从事或支持

渔业活动的欧洲联盟成员国国民实施制裁。30 然而，该措施在实施方面遇

到了问题，因为其执法工作取决于每一成员国的具体实施措施，而欧盟

各国在此方面的实施措施彼此各不相同。31

在性质和重要意义上与《雷斯法案》最为接近的也许是制约森林产品贸易

的如下两项法律文书：《欧洲联盟木材条例》和《澳大利亚禁止非法伐木

法案》。《木材条例》作为《欧洲联盟森林执法、治理和贸易行动计划》的

一个关键组成部分，规定禁止在欧盟市场上投放非法采伐的木材及其衍

生产品，并针对木材经营者规定了尽职守则和保存记录的义务。32 《澳大

利亚禁止非法伐木法案》还禁止进口非法砍伐的木材及其衍生产品，同

时要求进口商遵守尽职守则义务并就遵规情况向海关署长作出申报。该

《法案》还规定了刑事处罚条款，包括对知情违反该《法案》的行为处以

最高五年的监禁。33

《地球维权》于2015年对《雷斯法案》、《欧洲联盟木材条例》和《澳大利

亚禁止非法采伐法案》进行的比较分析强调，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法规仅

适用于首先将木材投放市场的实体，而《雷斯法案》则适用于整个供应链

29 Kuemlangan，《打击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的国家立法选择》，第174页；另见
G. Rose和M. Tsamenyi，《对海洋生物资源犯罪的普遍管辖权》，第60页。

30 理事会2008年9月29日关于防止、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的
第1005/2008号条例（《欧洲联盟公报》，第L 286/1期），2010年1月1日开始生效。

31 Mike Beke和Roland Blomeyer, 《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欧盟内实行的制裁》
（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政策部B分部：结构性和凝聚力政策，2014年）。

32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2010年10月20日第995/2010号条例，其中针对将木材和木材
产品投放市场的经营者规定了义务（《欧洲联盟公报》，第L 295/23期）；欧洲委员会，环境，
森林，《森林执法行动计划》，见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illegal_logging.htm。
有效的《森林执法、治理和贸易行动计划》或《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许可证所涵
盖的木材和木材产品则被视为符合《欧盟木材条例》规定的要求。

33 《禁止非法伐木法案》（2012年）第8和第9条。该法案还规定允许没收货物（但不包括
运输工具），并规定了最高罚款金额，包括刑事和民事罚款，系以每一财政年度按通货膨
胀增加的罚款单位表示。关于罚款单位的进一步详情，见：https://www.legalaid.vic.gov.au/
�nd-legal-answers/�nes-and-infringements/penalty-units)。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forests/illegal_logging.htm
https://www.legalaid.vic.gov.au/find-legal-answers/fines-and-infringements/penalty-units
https://www.legalaid.vic.gov.au/find-legal-answers/fines-and-infringements/penalty-un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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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其他实体。34 《木材条例》和《禁止非法伐木法案》都使用涵盖产品的

清单，而《雷斯法案》涵盖的是“植物王国的任何野生成员，包括其根部、

种子、组成部分及其产品，且包括天然或人工种植的林分中的树木”，并

有一份排除在外的植物清单，诸如普通粮食作物等，但树木和普通栽培

品种不在此列。35

尽管其中许多法律文书为解决野生生物贸易问题提供了重要工具，但其

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按照欧洲议会环境、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会

的要求于2016年进行的一项关于野生生物犯罪的研究结果认定，“欧洲

联盟应考虑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涉及受其原产国法律保护的野生生物物

种的活动”，同时还指出，“美国的《雷斯法案》为此种做法提供了一个简

单可行的模式”。36

加大刑罚力度、拓展打击范围：让野生生物罪犯付出代价

国际社会已注意到《雷斯法案》在处理发生在美国境外的野生生物犯罪方

面的成效。鉴于该法案在此方面的特性，对国际野生生物罪犯进行起诉

的部分成本和责任便由此转移到了美国——该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司

法系统之一。虽然这可能并非《雷斯法案》的主要目标，但它的确是全球

打击野生生物犯罪方面的最重要成果之一。

《美国诉本吉斯案》表明了《雷斯法案》在使国际野生生物犯罪付出高昂

代价方面具有的潜力（见解说框2）。在该起案件中，继南非拒绝提起

诉讼后，美国成功地起诉了一个贩运在南非非法捕捞的岩龙虾的走私

34 地球维权组织，“对欧洲联盟、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禁止非法伐木法律的比较”，2018年
8月3日。见www.documents.clientearth.org/library/download-info/comparison-of-illegal-logging- 
laws-in-the-eu-the-us-australia-and-japan/。

35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第995/2010号条例，附件；《澳大利亚禁止非法伐木法案》，
2012年，附表1 ；《雷斯法案》，《美国法典》第16编第3371(f)(1)条和《美国联邦法规》
第7编第357.2条。关于《欧洲联盟木材条例》与《澳大利亚禁止非法伐木法案》所涵盖的
产品之间的对比，见森林管理委员会，《森林管理委员会与澳大利亚2012年禁止非法伐木
法案》，第2页。

36 Stephan Sina等人，《野生生物犯罪》，布鲁塞尔，欧洲议会，政策部A分部：经济和科学
政策（2016年），第109页。

http://www.documents.clientearth.org/library/download-info/comparison-of-illegal-logging-laws-in-the-eu-the-us-australia-and-japan/
http://www.documents.clientearth.org/library/download-info/comparison-of-illegal-logging-laws-in-the-eu-the-us-australia-and-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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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伙，并最终没收了7,400,000美元给美国，同时还命令被告向南非偿还

22,446,720美元的复原赔偿金。37

《美国诉本吉斯案》是把与《雷斯法案》相关的犯罪行为与诸如共谋、

走私、逃税和洗钱等其他罪名结合在一起进行处理的众多案件之一。由

此而获得的共谋和走私指控定罪结果为判决偿付恢复原状赔偿金提供了

依据，从而大幅增加了制裁的严厉程度，而且对南非所丧失的生物多样

性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补偿，同时也加大了野生生物贩运活动的成本。38 把

联邦的共谋指控与《雷斯法案》结合起来的做法，也可使检方获得证据上

的优势，从而有助于更有效地论证己方论点。39

37 法院判决的复原赔偿金为30,000,000美元，其中一部分已由南非根据一份认罪协议收到
的数额抵消。请注意，上诉法院所报告的罚没金额为13,300,000美元，但这一数字有误。见
美国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美国诉阿诺德 · 莫里斯 · 本吉斯、杰弗里 · 诺尔和大卫 · 本吉
斯案》，案卷编号：07-4895-cr（2008年5月9日），第4-6页。

38 见美国上诉法院，第一巡回法庭，《美国诉普雷斯案》，案卷编号：693 F.3d 219, 222
（2012年）；亦见《美国诉扎鲁卡斯案》，案卷编号：814 F.3d 509（2016年）。

39 Christine Fisher，“共谋违反《雷斯法案》”，载于《环境法律》，第三十二卷，第475号
(2002)。

解说框2. 《美国诉本吉斯案》

依据《雷斯法案》提起诉讼的最著名案件即是《美国诉本吉斯案》。豪特湾渔业

公司的董事阿诺德 · 本吉斯与大卫 · 本吉斯和杰弗里 · 诺尔一道，在南非经营业

务长达十年之久。他们捕捞岩龙虾和巴塔哥尼亚齿鱼，并将它们走私到美国。a

该渔业公司在南非的经营活动违反了南非1998年第18号《海洋生物资源法案》

以及《保护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公约》。此种捕捞活动还严重损害了岩龙虾资源，

估计由此给南非造成了4,670万至6,190万美元的损失。b

通过与经营鱼类和鱼类加工业务的本吉斯家族达成的认罪协议，南非获得

7,049,080美元的付款。然而，根据负责《审理美国诉本吉斯案》的法院：

尽管南非当局获得了对被告的逮捕令，但其后认定，由于被告的

资财和居留地均处于南非境外，致使他们“超出了南非当局的管

辖能力范围”，为此南非决定放弃对他们提出指控，更不用说对他

们进行起诉了。c

在美国法院被起诉时，该三名被告都对共谋违反《雷斯法案》和走私罪表示认罪，

其中两人还对违反《雷斯法案》关于在外国商业经营中贩运野生生物的条款表示

认罪。根据共谋指控和违反《雷斯法案》的指控，所有三名被告随后均被判处了

年数不等的重大监禁徒刑，而且还被罚没了共计7,400,000美元给美国。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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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框2. 《美国诉本吉斯案》（续）

依照《强制性受害者复原法案》和《受害者和证人保护法案》，法院还命令被告

向南非政府支付复原赔偿金。根据美国上诉法院的裁决： 

南非：(1)对从其水域非法捕捞的岩龙虾拥有财产权益；(2)出于复

原赔偿目的，系《强制性受害者复原法案》和《受害者和证人保护

法案》中所界定的受害方；(3)无论在本案中设法形成复原令的复

杂性有多大，都不足以阻止法庭依照《强制性受害者复原法》下达

此种复原命令。e

继宣布南非有资格获得复原性赔偿后，法院建议采用以下方式计算复原赔偿

金额：被盗龙虾数目乘以这些龙虾被盗捕时的相应市场价格。法院还补充说，在

本案中既可作出复原裁决，也可下达没收令，而复原赔偿金额拟由地区法院予

以确定。2013年6月14日，地区法院还押后下达了一项22,446,720美元的复原

赔偿令，这一赔偿金额随后得到上诉法院的确认。f

最后，通过《雷斯法案》与共谋条款和复原赔偿条款的综合适用，最终取得了近

37,000,000美元的合并处罚，同时分别判处大卫·本吉斯1年、杰弗里·诺尔2年半、

阿诺德 · 本吉斯近4年的监禁刑罚。

a 有关《美国诉本吉斯案》的精彩描述、以及该案件的首席检察官从野生生物犯罪执法
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见Asner，《抓住野生生物盗贼》。

b Asner，《抓住野生生物盗贼》。
c 美国上诉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美国诉本吉斯案》，案卷编号：631 F.3d 33，第36页。
d Asner，《抓住野生生物盗贼》，第13页；美国司法部，纽约南区检察院，2013年

6月14日第13-205号新闻发布：“渔业和海鲜公司官员因非法捕捞岩龙虾并将其走私到
美国而被命令向南非支付近2,250万美元”；《美利坚合众国诉阿诺德 · 莫里斯 · 本吉斯、
杰弗里 · 诺尔和大卫 · 本吉斯案》，第4-6页。

e  《美国诉本吉斯案》，案卷编号：631 F.3d 33（2011年），第35页。
f  《美国诉本吉斯案》，案卷编号：783 F. 3d 407（2015年），第413页。

《雷斯法案》的优势之一是，它根据各种不同因素规定了相应的因地制

宜制裁措施，诸如不当行为的严重程度、违法者知情程度、以及违法者

本人的情况等。为此，某些违禁行为只是受到民事罚款的制裁，而其他

违法者——尤其是那些在知情情况下进口或出口或试图进口或出口野生

生物的组织——他们明知这些野生生物是违反某种法律或条例而被拿取、

占有、运输或出售的——则面临最高达五年监禁和50万美元或两倍于

非法活动毛利或损失的刑事重罪处罚、以及在许可方面进行制裁和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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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涉野生生物和设备。40 正如以上《美国诉本吉斯案》所表明的那样，检

察官可应用其他法律文书来增加总体刑罚的严厉程度。41 

林木宝地板公司 (Lumber Liquidators)案进一步表明了可依据《雷斯

法案》实施的各种严厉刑罚措施，特别是在针对企业采取制裁行动时。

2015年间，根据《雷斯法案》对林木宝地板公司使用在俄罗斯联邦非法

砍伐的木材并伪造进口报关单提起诉讼。42 该公司随后对其被指控的四项

未能尽职守则轻罪和一项虚假申报进口货物的重罪表示认罪，并最终被

判处超过1,000万美元罚款，包括刑事罚款、罚没和社区服务罚款。43 林

木宝地板公司还同意执行一项经政府批准的环境合规计划，并辅之以独

立审计和组织试用期。助理总检察长 John Cruden对此结果评论说： 

这起针对林木宝地板公司的案件显示了对保护濒危野生生物的环境法

律视而不见所付出的真正代价……。这家公司留下了腐败交易和破坏

生境的种种劣迹。现在，他们将为这种冷酷无情和不顾一切地追求利

润行为付出代价。44

严厉的制裁措施可对犯罪分子起到威慑作用——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些争

议。有人认为，如果罪犯认为他们不会被抓住，则再严厉的制裁也将没

有什么威慑价值。归根结蒂，国际野生生物犯罪活动，就像其他大规模

犯罪活动一样，也是一种商业活动。只要业务模式继续有意义，其经营

者就会继续下去——即预计收益将超过预计成本的业务经营，其中包括

对制裁及其风险倍数进行计算。严厉的制裁措施与始终如一的执法活动

相结合，将会使犯罪行为成本增加，从而把犯罪分子赶出经营市场。

40  《美国法典》第16编第3372(b)条和第3373(a)(2)条以及第16编第3373(d)(1)(A)条；
并结合《美国法典》第18编第3559(a)(5)条以及第3571(c)(3)和 (d)条一并解读。

41  《美国诉本吉斯案》，案卷编号：631 F.3d 33（2011年）和南非高等法院，《本吉斯等人诉
南非政府等案》，案卷编号：16884/2013（2016年）。除重大监禁刑期之外，被告还须支付总额
近37,000,000美元的赔偿罚款（7,400,000美元给美国；共计29,495,800美元给南非，其中包
括复原令赔偿金额22,446,720美元）。

42 美国司法部，2016年2月1日第16-116号新闻发布：“林木宝地板公司因非法进口硬木及
相关的环境犯罪而被判刑。 

43 林木宝地板公司，2015年10月7日新闻发布：“林木宝地板公司宣布与《雷斯法案》调查
有关的和解方案”。 

44 “林木宝地板公司因非法进口硬木而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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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合法贸易：过度定罪还是保护正当生意？

2011年8月24日，联邦武装特工人员进入位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公

司的吉布森吉他公司办公室和厂区，搜查违禁品和非法来源的马达加斯

加乌木、印度乌木和红木的证据。这是该吉他制作公司两年来第二次成

为联邦政府调查行动的目标，其间该公司的生产被中断，相关文件、制

作工具、乐器和木材被没收。45 吉布森公司在其发表的公开言论中谴责了

他们所称的“携带特别武器和身着特种部队装备的特工人员对该公司厂

房的两次充满敌意的突袭，迫使公司员工离开厂区、生产被关停、货物

被作为违禁品扣押，而且还发出威胁，迫使该公司关闭其经营活动”。该

公司首席执行官Henry Juszkiewicz对此评论说，“我们认为把吉布森公

司当作行动目标是不恰当的。”46 

吉布森一案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纽约时报》

的一位博主这样写道，2009年间，“十多名携带自动武器的特工人员突

然闯入位于纳什维尔的吉布森吉他制作工厂，强行没收了来自马达加斯

加的乌木指板货盘”。47 然而，这种描述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在随后一场

关于被没收的这些木材的旷日持久的司法辩论中，吉布森公司聘请了一

家游说公司来支持其在媒体上表明的立场——该游说公司是一直主张对

《雷斯法案》进行修正的同一家公司。48 进入吉布森厂房的鱼类和野生生物

管理局调查人员系根据有效的逮捕令行事，而这正是吉布森公司所参与

的司法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该公司最初声称被没收的这些木材来

源合法，但之后却承认，其代理人当时对这些马达加斯加乌木可能是在

违反马达加斯加法律的情况下收获和（或）出口的情况是知晓的。49

吉布森于2012年与司法部签订了一项刑事执法协议。助理总检察长

Moreno对此评论说：

吉布森公司承认，它未能根据以下相关信息采取行动：即它所购买的

马达加斯加乌木可能违反了旨在限制过度采伐和保护马达加斯加宝贵

45 James C. Mckinley Jr.，《纽约时报》2011年8月31日的报道，“知名吉他制造商遭到联
邦特工查抄”。

46 吉布森，新闻生活方式，2012年8月6日报道，“吉布森对司法部和解的评论：政府同意
不针对吉布森进行任何刑事起诉”。

47 Mckinley Jr.，“知名吉他制造商遭到联邦特工的查抄”。
48 Marcus Asner, Maxwell Preston和Katherine Ghilain，“吉布森吉他制作公司、没收和

《雷斯法案》敲出不和谐的和弦”，载于《环境日常报道》，报道编号：170 DEN B-1，（弗吉尼
亚州阿灵顿国家事务局有限公司（2012年）），第2页。

4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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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物种的法律，而马达加斯加正是一个受到森林砍伐严重影响的

国家。吉布森公司现已停止从马达加斯加收购木材品种，并承认根据

美国《雷斯法案》，它有责任通过核查木材的收获和出口情况，以防止

从非法来源获取此类木材，这对美国企业和美国消费者都是有利的。50

该项协议规定，吉布森公司将向美国政府支付30万美元的罚款，并向国

家鱼类和野生生物基金会支付5万美元的社区罚款，用以促进乐器行业

所使用的受保护树种以及这些物种所在森林的保护、鉴定和繁殖。该协

议进一步规定，吉布森公司将撤回与调查人员所没收的木材有关的所有

索赔主张，包括价值261,844美元的装运货物。最后，根据其附录中详

述的合规计划，该协议还要求吉布森公司继续加强其合规标准、程序和

管控。51 另外一项程序是处理被没收的印度木材。在相关的印度法律被认

为不确定之后，这些木材被归还给了吉布森公司。52

吉布森案凸显了一个涉及《雷斯法案》核心的问题：即它可对合法企业产

生何种影响？对之持批评立场的人士认为，《雷斯法案》对吉布森吉他制

作公司等企业给予了不成比例的惩罚，认定它们应对违反外国法律的行

为负有责任——而实际上它们当时也许对此种违法行为并不知晓。53 其支

持者则声称，《雷斯法案》的目的正是要保护美国企业不受非法贸易的影

响。特别是自2008年修正案把《雷斯法案》的涵盖范围扩大至包括植物

和植物产品——如木料和木材以及鱼类和野生生物之后——此种辩论更

趋激烈。54 有人甚至把吉布森吉公司的例子作为表明需要修正或完全废除

《雷斯法案》的证据。55 

50 美国司法部，2012年8月6日第12-976号新闻发布：“吉布森吉他公司同意解决对其
违反《雷斯法案》行为的调查”；另见2012年7月27日由美国司法部及美国检察官办公室环
境犯罪处与吉普森吉他公司签署的《刑事执法协定》，见www.fws.gov/home/feature/2012/
USvGibsonGuitarAgreement.pdf。 

51 见《刑事执法协议》，2012年。
52 Asner, Preston和Ghilain，“吉布森吉他制作公司、没收和《雷斯法案》敲出不和谐的

和弦”，第5页。 
53 见Andrew C. Revkin，“进一步审视吉布森吉他公司所涉及的棘手法律问题”，载于

《纽约时报》，2012年8月10日；另见C. Jarrett Dieterle，“《雷斯法案》：过度定罪机制案例
研究”，载于《乔治城法律杂志》第一百零二卷，第4期（2014年），第1285页。

54 见Rand Paul，“Paul和McConnell参议员提出的《2015年避免过度定罪法案》，2015年
4月21日新闻发布；Jarrett Dieterle，“《雷斯法案》：案例研究”；Matthew White，“基于外国
法律的过度定罪问题：《雷斯法案》是如何将外国法律引入、从而对木材产品进口商和用户过度
定罪的”，载于《全球研究法律评论》第十二卷，第2期（2013年）。

55 White，“基于外国法律的过度刑事定罪”，第183页。

https://www.fws.gov/home/feature/2012/USvGibsonGuitarAgreement.pdf
https://www.fws.gov/home/feature/2012/USvGibsonGuitarAgre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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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进行的国会讨论中，《雷斯法案》的支持者认为，该法案实际上对

商业经营活动是有益的。通过从市场上清除非法商品，《雷斯法案》帮助

保护合法的美国商业，包括那些守法的消费者和企业。56 他们认为，诸如

《美国诉本吉斯案》等案例摧毁了那些损害美国市场的国际犯罪组织。据

《美国诉本吉斯案》的检察官Marcus Asner称，“[本吉斯及其同伙 ]通过

向美国市场倾销非法鱼类，削弱了合法竞争对手，伤害了美国渔民，而

且把非法龙虾出售给不知情的美国消费者，并因此而对此前健康可行的

龙虾供应构成了威胁。”57

虽然尚未对《雷斯法案》对美国企业的影响进行任何全面的研究，但对

其他法域类似措施的影响则进行了研究。2016年间，澳大利亚政府专门

委托撰写了一份关于澳大利亚非法采伐条例对小企业的影响的报告。由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编撰的这份报告借鉴了现有信息和利益攸关方的见解，

评估了澳大利亚立法和条例对小企业的影响及其在解决供应链中非法采

伐问题方面的有效性。该报告发现，小企业在执行这些规定时会付出一

些代价，但同时也有证据表明，这些监管措施帮助降低了非法伐木产品

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风险。58

可通过协调监管来减轻国际运营企业的额外监管负担。例如，澳大利亚

政府在起草《禁止非法伐木法案》时，曾有意将之与《欧洲联盟木材条例》

和《雷斯法案》保持一致，以期减少对那些向澳大利亚进口木材产品的企

业的影响。59 

吉布森吉他制作公司的故事展示了《雷斯法案》的潜力。“欧洲联盟森

林执法、治理和贸易基金”称赞吉布森案是《雷斯法案》2008年修正案

下的第一起大案——它以实例表明：“通过森林立法可以成功地处理那

些购买和进口非法采伐木材的公司”，而且可以“阻止其他公司今后从

56 Marcus Asner和Katherine Ghilain记录在案的声明，“监管犯罪：解决办法”，2013年
11月14日；Marcus Asner的证词，“关于《雷斯法案》2008年修正案的监督听证会”，2013年
5月16日。

57 Asner，《抓住野生生物盗贼》，第11页。
58 澳大利亚，毕马威会计事务所，《非法伐木条例对小企业影响问题的独立审查报告》

（堪培拉，农业部，2015年）。 
59 Ragnar Jonsson等人，《欧盟木材管理评估和森林执法、治理和贸易行动计划：从科学到

政策1》（Joensuu，芬兰，欧洲森林研究所，2015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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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此类非法采伐的木材贸易”。60 尽管有新闻媒体对此颇有微词，但该案

表明，《雷斯法案》的确是按其初衷进行运作的：即作为一种机制，用

以追究那些购买和使用非法产品的公司的责任，从而解决非法野生生物

贸易问题。

尽职守责和应有审慎：有时无知即是犯罪

会有人为在自己不知晓的情况下犯下的罪行负责吗？按照《雷斯法案》，

最严厉的刑罚仅限于那些明知故犯的违法行为：例如，经营者进口他们

知悉属于非法的鱼类、木材或其他野生生物。然而，《雷斯法案》同时也

规定了行为人在实际上并不知悉、但按理却本应知悉其已违反基本法律

的情况下受到轻罪和民事处罚。而据以对这些犯罪行为作出判定的正是

应有审慎标准。

根据支持1981年《雷斯法案修正案》的美国参议院报告，“简而言之，

应有审慎就是要求一个面临特定情况的人采取一个有理智的人会为尽力

确保避免违反法律而采取的某些步骤。”61 Kristina Alexander在她的国会

研究服务报告中对此解释说，应有审慎指的是“采取合理措施——诸如

提出问题就属于一种合理措施”，同时还需避免“纵容故意的无知”。62 

为说明具体情形在表现应有审慎方面的重要性，Kristina Alexander

写道：“例如，那些首次购买进口动物的人要比这些动物的进口商承担的

责任小”。63 

《雷斯法案》的批评者经常误解——或曲解这一应有审慎标准。遗产基

金会的米塞法律和司法研究中心高级法律研究员Paul Larkin争辩说，

《雷斯法案》的刑事条款要求普通美国公民了解所有外国刑法和民法，即

60 欧洲联盟森林执法、治理和贸易（森林执法治理贸易）基金，“美国在吉布森吉他制作公司
案件中执行《雷斯法案》”，2012年8月16日。 

61 美国参议院第97–123号报告，第10页；转载于《美国法典国会行政新闻汇编》（1981年），
第1748条和第1757-1758条。

62 Kristina Alexander，“《雷斯法案》：通过限制贸易来保护环境”，《国会研究服务部报告》，
报告编号：R42067（2014年，华盛顿特区，国会研究服务部），第10页。

63 同上。

https://digital.library.unt.edu/ark:/67531/metadc276869/m1/1/high_res_d/R42067_2014Jan1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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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它们是用另一种语言写成的。64 其他批评者则声称，现有的众多外国法

律及其不确定性使行为人很难知悉到底什么是犯罪行为。65

此种论点在很大程度上似是而非，反映了对应有审慎要求的误解。在

应有审慎标准下，经营者需要遵守合理的商业惯例，但这并不是要求

他们了解所有外国法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犯下违法行为的人，如果

能够证明他们确实遵守了这一标准，结果最多只能是所涉违禁品被

没收。这与其他法律领域是一致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购买了偷来的

手表、汽车或油画的人，一旦所涉犯罪行为被发现，相关的物品也须

予以没收。 

即使是那些未能展现出应有审慎的人，最多也只会面临轻罪惩罚。在上

文所述的吉布森公司一案中，据认定，该公司未能在经营过程中审慎

行事：尽管它收到了所涉木材来源属于非法的信息，但他们并未进一步

调查，也没有采取其他合理措施来确定这些供应的合法性。而且，所

商定的罚金虽然很高，但仍低于若他们被判重罪而可能被判处的数额，

特别是考虑到本来有可能对该公司追加共谋和走私指控。所商定的罚金

数额并不过分，因为吉布森公司的行为远远不仅是没有意识到模糊的外

国法律，而是他们明确地忽视了可证明非法性的证据。故意的无知不是、

而且也不应当是助长非法野生生物贸易的手段。

值得在《雷斯法案》针对轻罪所规定的应有审慎标准与《欧洲木材条例》

和《澳大利亚禁止非法伐木法案》所规定的尽职守则义务进行对比。根据

《欧盟木材条例》和《澳大利亚禁止非法伐木法案》，尽职守则是禁止将

非法采伐的木材投放市场的另一项额外义务。这种义务可转化为风险管

理工作，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出现把非法采伐木材投放市场的风险——

这项义务包含三个要素：信息、风险评估和风险缓解。 

《欧洲联盟木材条例》具体规定，经营者必须收集关于其木材和木材产

品供应情况的信息，包括采伐国、品种、数量、供应商详情和遵守适用

立法的情况等。经营者继而应当利用上述信息和《木材条例》所规定的

标准，分析和评估其供应链中的非法木材风险。如果评估结果显示存在

64 Paul Larkin，“避免过度定罪法案听证会：无说服力的批评和默认”，遗产基金会，
2012年5月10日。

65 Jarrett Dieterle，“《雷斯法案》：案例研究”，第1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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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则必须通过适当的和与之相称的措施，诸如补充信息和第三方

核查等来减此种风险。66 所有经营者都必须做到尽职守则，但在实践

中，这些措施会因具体情况而各异。《木材条例》还规定应当承认监测

组织，使这些组织能够为希望使用该制度的欧洲联盟经营者设计尽职

守则制度。67

欧洲联盟的尽职守则制度规定了一种附加的义务，而相比之下，《雷斯

法案》的应有审慎条款则旨在避免对不知情行为者判处过度惩罚。根据

支持该法案的1981年修正案的参议院报告，“列入民事处罚条款时确立

的理解是，执行这些条款并非为了惩罚无辜的购买者或消费者，其明确

的意图正是要以公正和避免滥用的方式公平适用这些条款。”68 Kristina 

Alexander在其国会研究服务报告中对这一设想作了总结归纳，即“之所

以添加了应有审慎要求，正是为了避免对不知情的违规者进行过于热心

的起诉”。69 

这种差异反映了在打击非法木材贸易方面的不同做法：《欧洲联盟木材

条例》采用的是一种基于制度和规定的办法，而《雷斯法案》则采用了

严格基于事实的应对办法。70 然而，在实践中，《木材条例》的尽职守则

条款和《雷斯法案》的应有审慎做法都规定经营者有责任获得关于其木

材供应合法性方面的信息。两者主要的实际区别是，前者规定了用以

做到尽职守则的程序，而后者则未就任何表现出应有审慎的程序作出

规定。71 

确立此种程序会是有用的，可资弥补《雷斯法案》中的一个关键弱点。

Pervaze A. Sheikh在她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国会研究服务报告》中争辩

说，一个展现应有审慎的程序可解决目前对如何行使《雷斯法案》中的应

66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2010年10月20日第995/2010号条例规定了那些把木材和木材
产品投放市场的经营者的义务，第6条第1款。

67 同上，第8条。
68 美国参议院第97-123号报告，转载于《美国法典国会行政新闻汇编》（1981年），第1748

和第1757条。
69 Alexander，“《雷斯法案》：保护环境”，第10页。
70  《欧洲联盟木材条例》规定禁止向市场投放非法木材也可被视作一种应对型做法。
71 Sheikh，“《雷斯法案》：与进口植物有关的合规问题”，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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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审慎条款不够明确的问题，而且会有助于在做到了应有审慎的情况下

对所受到的指控进行辩护。此种程序亦可促进在各家进口商中采取一致

做法，增进他们之间的协调，从而确保他们的产品是合法的并降低他们

的合规成本。72 这一论点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它们用于行

使应有审慎的资源要比那些大型企业更少。

Sheikh还在其报告中争辩说，一套特定程序可帮助执法机关监测遵守情况，

并为此向它们提供一个基于未能采取应有审慎措施而提出指控的基准。73 

有一种风险是，如果为《雷斯法案》建立一个类似于《欧洲联盟木材条例》

所采用的尽职守则程序的具体程序，则可能会出现一个漏洞，即使得违

法者得以通过“在表格中打勾”来逃避其责任。按照《木材条例》的条款，

无论是否遵守了尽职守则义务，最终都会追究非法木材投放市场责任人

的责任，从而抵消与这一漏洞有关的此种风险。为了与《雷斯法案》规定

的做法保持一致，应有审慎程序应当采取准则的形式，仅用于澄清目的。

诸如动植物卫生检验局等美国主管部门对批评人士声称的缺乏明确性问

题作出了回应，尤其是为此公布了有关如何审慎行事的情况说明及其他

类似文件。74 诸如“防卫雷斯法案国家共识委员会”—— 一个由那些受

到《雷斯法案》影响的公司、协会和组组成的团体——以及各主要环保团

体等私人倡议也在努力寻求建立一套程序，用以界定《雷斯法案》中的应

有审慎概念。75

上游犯罪与外国法律：支持某一诉讼案件所依据的理由

虽然有关《雷斯法案》不合理地要求经营者理解令人困惑的、以外语撰

写的外国法律的论点很难站得住脚，但依据另一国的法律来断定本国的

刑事罪行的情形也的确引发了一些问题，包括所涉主权和管辖权问题、

以及涉及实际情况的各种关切。

72 同上，第20页。
73 同上，第20页。
74 见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验局，《雷斯法案》，“雷斯法案初级版及其各项增订”。参见：

www.aphis.usda.gov/。 
75 此方面的更多信息，见“资本市场伙伴关系”，《雷斯法案应有审慎合规证书》（2012年）。 

http://www.aphis.usd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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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诉麦克纳布案》经常被作为实例援引，说明在诠释外国上游法律方

面遇到的各种困难。76 在此案中，有四人因从洪都拉斯向美国出售、购买

和进口违反洪都拉斯法律而捕捞的加勒比多刺龙虾而被定罪。在上诉时，

被告根据洪都拉斯政府本身的立场争辩说，“洪都拉斯的法律是无效的，

因此不能把违反外国法律作为其定罪依据。”77 这里涉及的利害关系巨大，

因为被告在审判中被判处了冗长监禁徒刑。78 上诉法院指出：

被告对洪都拉斯法律有效性的质疑要求我们针对外国法律问题作出自

己的决断。洪都拉斯官员就洪都拉斯法律的有效性作出的相互矛盾的

陈述使得我们的任务更为复杂化。在整个调查和审判过程中，洪都拉

斯官员一直愿意向美国政府提供支持和协助，而且美国政府和地区法

院都依赖洪都拉斯官员对洪都拉斯法律的核查。然而，在被告被定罪

后不久，洪都拉斯政府却完全改变了立场：该国政府目前对它之前核

查过的法律的有效性表示否认。79 

法院最终裁定，洪都拉斯法律在相关行为发生时禁止捕捞多刺龙虾，并

因此维持依据《雷斯法案》判定的有罪裁决。80

《美国诉麦克纳布案》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它表明，要对另一个国家的法

律进行解释可能并非直截了当之举。在此必须强调的是，之所以对外国

法律作出解释，正是为了要解决目前正在审理的案件，因而它并无作为

先例的价值。除此之外，解释外国上游法律，对于《雷斯法案》并非新

鲜事物，也非独一无二。81 在涉及国际货物贸易的情况下，此类情形尤为

常见，而且大多数司法体系都有关于此种解释的规则。82 此外，如果相关

76 美国上诉法院，第十一巡回法庭，《美国诉麦克纳布案》，案卷编号：331 F.3d 1228
（2003年）。

77 同上，第1232页。
78 根据共谋、走私、洗钱、虚假标签以及违反《雷斯法案》行为诸项罪名合并，其中三名被

告分别被判处8年零1个月的监禁徒刑，第四名则被告则被判处2年监禁刑期。《美国诉麦克纳
布案》，案卷编号：331 F.3d 1228（2003年），第1235页。

79 同上，第1232页。
80 同上，第1251页。
81 Marcus Asner在关于“为什么美国人必须遵守外国法律？”的国会监督听证会上的证词

（2013年），第5-6页。
82 在美国，这些规则载于《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规则44.1（外国法律的确定），以及《联邦

刑事诉讼规则》，规则26.1（外国法律的确定）。

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cp
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cp/rule_44.1
https://www.law.cornell.edu/rules/frcrmp/rule_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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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国法律过于模棱两可，则《雷斯法案》中关于心理状态的规定即会保

护那些非法野生生物的无辜占有者。

在《美国诉麦克纳布案》中，被告并非无辜的占有者，而是“一个从事

大肆捕捞多刺龙虾的大型、复杂和具有破坏性的国际犯罪组织”，所涉及

的多刺龙虾多达160多万磅（725,000公斤），价值超过1,700万美元。83 

非法捕捞体型过小的和正在产卵的龙虾对洪都拉斯和美国东南部的龙虾

供应都有破坏性影响，而且对佛罗里达州的商业龙虾渔业产生了毁灭性

影响。84

另一个问题涉及《雷斯法案》所规定的上游犯罪涵盖的广阔范围。继于

2008年对《雷斯法案》作出修正之后，一些人争辩说，涉及植物贩运犯

罪的外国基本法律的范围过于广阔，致使该法案涵盖了与保护工作无关

的上游法律，诸如出口法等，而且还把那些与其本身并非刑事犯罪行为

的上游犯罪有关的行为也列作了刑事犯罪行为。85 

实际上，也可把《雷斯法案》中所针对的上游犯罪的涵盖范围视作其优势

之一。那些参与蓄意非法收获的犯罪团伙，为了避免被抓，可能会违反

有关举报、洗钱、腐败、文件欺诈和海关诸领域的法律。在《美国诉本

吉斯案》中，被告贿赂官员，谎报捕获量，并在出口申报单上弄虚作假。

依照《雷斯法案》，这些便是违反上游法律的行为，使检察官得以有更多

的选项来证明其指控。86

即使针对那些不存在法律解释问题之处，来自美国国内外的批评者依然

坚持认为，美国不应当参与执行其他国家的法律。在此问题上，重要的

是需要铭记，《雷斯法案》并不是要发挥强制执行外国法律的作用，而是

旨在通过排除那些在国外非法获得的野生生物来规范美国的商业活动。

《雷斯法案》只是对外国法律进行审视，以期确定所交易的货物是否合法，

从而排除非法产品，保护合法市场。 

83 Marcus Asner在关于“为什么美国人必须遵守外国法律？”的国会监督听证会上的证词
（2013年），第9页；另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2004年3月22日的新闻发布：“麦克纳
布将继续因龙虾走私活动而在联邦监狱服刑”。 

84 “麦克纳布将继续因龙虾走私活动而在联邦监狱服刑”。
85 Sheikh，“《雷斯法案》：与进口植物有关的合规问题”，第11页。
86 Asner，《抓住野生生物盗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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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怎么走

《雷斯法案》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有效办法。通过禁止非法获取的货

物的贸易，它既可以保护合法的国内市场，而且又能赔偿那些货物被拿

取的国家。《雷斯法案》也可作为支持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机制发挥作

用：即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生物多样性丰富国家的负担，因为这些国

家可能缺乏用以实施和执行其针对国际犯罪组织的法律的资源或治理条

件。如果少数主要进口国能够制定出《雷斯法案》式的立法，则可能会对

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从而降低贩运者的利润。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

订立了与此相类似的法律，那些仍对非法活动开放的市场数目将会越来

越少。87 这样就可逐步根除非法野生生物贸易。

从切合实际的角度来看，引入《雷斯法案》风格的条款有助于堵住全球的

法律漏洞，扩大检察官追查野生生物罪犯的手段范围。与此同时，各国

仍然对在其境内适用的法律拥有立法控制权——仍然由它们自行确定何

者构成非法捕鱼、非法伐木、非法狩猎、非法海关申报等——不过此种

法律会通过供应方方面的补充核查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然而，要把《雷斯法案》类型的条款引入各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就必须使

之适应每一国家的政治和法律特质。《雷斯法案》的基础是以惩罚违法者

为重点的应对模式——此种模式适合普通法体系，即法官有意愿严厉惩

处违法者。与此相反，《欧洲联盟木材条例》模式也许更适合其他法律制

度，特别是民法制度，因为这类制度包括由明文规定的尽职守则程序构

成的规范性条文部分。 

此外，《雷斯法案》最为奏效之处，就是它与美国其他法律相结合取得的

应用结果，例如《美国诉本吉斯案》所依据的美国法律中的共谋和复原令

条款，最终取得了严厉的制裁判决和高度的威慑力。要在其他国家制定

与《雷斯法案》相类型的法律，将需要考虑到所涉国家立法主体中的各项

现行法律——针对野生生物犯罪的“整体法律”处理方法。

此外，反对《雷斯法案》的最响亮和最常见的论点——过度定罪论——

也可能预知可能在其他国家出现的公众反弹。以外国司法辖区的模式为

87 Patricia Elias，“伐木与相关法律：美国的《雷斯法案》如何帮助减少热带地区的非法木材
采伐”，关注环保问题科学家联盟（2012年），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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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制定法律，总是有被公众拒绝的风险。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采取

循序渐进的方式。相关立法可从涵盖有限的产品清单入手，而不是从一

开始就设法涵盖所有野生生物产品，例如《欧洲联盟木材条例》所使用的

产品清单等，随后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加以扩大。

鉴于以上对有关《雷斯法案》的文献、法律案件和观点看法进行审查的结

果，本文作者认为，《雷斯法案》的确具有被不同司法辖区用作示范立法

模式的潜力，而且可为通过全球协同努力打击非法野生生物贩运提供一

个有效手段。然而，要切实利用这些潜力和手段，就需要了解不同国家

及其法律制度的现有框架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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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非红木贩运迅猛兴起

泰德 · 莱格特*

摘要

在某些情况下，更好的立法可能会防止生态灾难。最近在西非有数千吨

具有环境重要性的木材物种被采伐。在没有适当法律的情况下，此类资

源虽然属于非法出口，但却是合法进口的。文章中针对许多发展中国家

在以合法和公平方式进行资源开采方面面临的巨大挑战进行了案例研究。

鉴于这些中国家的经济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以开发自然资源为主，因此

如何对这一进程实行管理将深刻地影响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此外，由

于这些国家处于贫穷状态，因此这些国家在规范其开采活动方面需要从

国际上得到援助。 

关键词：红木、木材、贩运、监管

导言

新加坡海关部门于2014年破获了或许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野生生物

违禁品走私案：以中国为出口目的地国的约3,000吨马达加斯加红木被

缉获，其总价值按当时该国国内市场价格计算高达1亿美元。1 这批出口

木材之所以被扣押，是因为自2013年以来马达加斯加的所有红木（包括

48种黄檀属种(Dalbergia)和240种柿树属种(Diospyros))2 都已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二，其出口配额为零。3 这一案

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非法木材贸易——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野生生物犯罪

类别——的关注。

“红木”是一个非正规的贸易术语，而不是一个分类类别，因此很难对红

木贩运的规模加以量化。红木指的是各种色彩的（不完全是红色）、通常

1 如表1中所示，卢维勒黄檀（卢氏黑黄檀）是在马达加斯加伐取的绝大多数类型红木，2014年
的市场零售价为每立方米45,000美元。此种树种的密度接近于水的密度，因此3,000公吨的此种
红木即相当于3,000立方米左右的水，故按2014年价格计算的总价值约为1.35亿美元。

2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常设委员会第六十五次会议，马达加斯加《濒危物种
贸易公约》黄檀属树种初步核查清单（参考文件编号：SC65 Inf. 21）。 

3 见《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马达加斯加黄檀属物种和柿树属物种的贸易”，
2013年9月4日第2013/039号通报。 

*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犯罪问题研究处，研究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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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芳香的硬木，适合制作精致家具。由于红木的定义各式各样，彼此迥

异，因此目前并没有关于红木贸易可比性的国际统计数据。与“红木”

最相关的两个属是黄檀属(Dalbergia)和紫檀属(Pterocarpus)，但这两个

属种范畴内的物种并非都适合制作家具，而且也并非所有的红木物种都

归于这两个属。 

因红木贸易而受到很大商业压力的一种紫檀属(Pterocarpus)树种便是

刺猬紫檀(Pterocarpus Erinaceus)——这是一种原产于西非萨赫勒地区的

树种。它在尼日利亚被俗称为“科索木”——该国是2014年最大的科索

树木材出口国。4 过去十年间，一众西非国家报告了它们对科索树的大规

模开采情况，这往往违反了当地关于伐获和出口此种树木和木材的法律。 

在为撰写第一期《世界野生生物犯罪报告：贩运受保护物种》5 而对此种

树木采伐情况进行的调查过程中，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之间分

别在贝宁、布基纳法索、马里、尼日利亚和多哥进行了总共45次访谈——

访谈对象包括这些西非国家的政府官员、木材贸易商、以及参与这一产

业的其他人员。6 此外，还对一些主要的红木木材加工点、交易和出口场

点进行了实地走访。这一实地调研工作为撰写本文章提供了依据。

这些访谈的结果和对贸易统计数据的分析表明，这些来自西非的红木绝

大部分出口目的地国都是中国。在中国，红木是这些硬木的统称，但红

木中又有不同的分支别类。7 科索树即是在西非生长的、属于中国定义的

红木类别的三种树木品种之一（见表1）。8 根据西非国家林业管理主管部

门和管理人员的报告认定，科索树的采伐和出口均出现大幅激增。这正

与中国官方进口统计数据所反映的、该国从西非国家进口红木数量大幅

增加的情况相契合。

4 刺猬紫檀在非洲讲法语国家被称作维内树，在几内亚比绍被称作血檀，在加纳被称作
克拉伊 /卡帕特罗树，而在冈比亚则被称为基诺树。

5 毒罪问题办公室，《世界野生生物犯罪报告：贩运受保护物种》（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6.XI.9）。

6 关于这些访谈的完整清单，见《世界野生生物犯罪报告：贩运受保护物种》的“方法附件”
中关于红木问题的讨论情况：www.unodc.org/。

7 各国可为本国的进出口记录目的而单独增加对其统一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统一商品名称）
的扩展。在中国，红木记录的统一商品名称是44039930（“紫檀原木”）。这类木材的定义系
由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于2000年确定，其中包括黄檀属、紫檀属、柿属、米列提亚
属和决明子属内的33个树木品种。

8 另外两种是厚瓣柿木（厚瓣乌木）和黑木黄檀。此外，许多接受采访的科索木供货商还报
告说，他们还向同一买家提供了一种未列入中国红木标准类别的物种——非洲缅茄木。这种木
材品种的交易在尼日利亚和贝宁尤为常见。

http://www.unod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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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 在中国红木交易中最为常见的十四个品种

学名 常用名称
中国
分类 产地

野生物种
贸易公约
附录

每立方米
价格 
（美元）

降香黄檀 (Dalbergia 
odorifera)

中国红木 /黄花梨 香枝 中国 附录二
（2016年）

1,500,000

越南黄檀 (Dalbergia 
tonkinensis)

越南黄花梨 越南 附录二
（2016年）

2,000,000

檀香紫檀 (Pterocarpus 
santalinus)

红木紫檀 紫檀 印度 附录二
（2007年）

358,000

卢氏黄檀 (Dalbergia 
louvelii)

马达加斯加紫酸枝 黑酸枝 马达加斯加 附录二
（2013年）

45,000

交趾黄檀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本紫檀 /大红酸枝 红酸枝 湄公河流域 附录二
（2013年）

93,000

微凹黄檀 (Dalbergia 
retusa)

中美洲红酸枝 红酸枝 中美洲 附录二
（2013年）

32,000

柬埔寨花梨
(Pterocarpus 
macarocarpus/
Cambodianus) 

缅甸花梨 花梨 湄公河流域 6 300

塞阿腊黄檀 
(Dalbergia cearensis)

巴西国王木 红酸枝 巴西 附录二
（2016年）

奥氏黄檀 (Dalbergia 
oliveri/bariensis)

缅甸红木 / 
同奈黄檀

红酸枝 湄公河流域 附录二
（2016年）

9,200

史蒂文森黄檀 
(Dalbergia stevensonii)

洪都拉斯黄檀 黑酸枝 中美洲 附录二
（2013年）

洛朗崖豆木 (Millettia 
laurentii)

非洲鸡翅木 鸡翅 刚果盆地 850

白花崖豆木 (Millettia 
leucantha)

垂枝崖豆木 鸡翅 湄公河流域

黑木黄檀 (Dalbergia 
melanoxylon)

东非黑黄檀 黑酸枝 东非 附录二
（2016年）

2,400

刺猬紫檀 科索木 /维内木 /
非洲红木

花梨 西非 附录二
（2016年）

1,100

资料来源：改编自黄文斌和孙秀芳，《热带硬木在中国的流动情况：红木和奥克梅橄榄木案例

研究》（华盛顿特区，《森林趋势期刊》，2013年），第4页。 

注：常用名称和中国分类系基于实地调研结果。《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各项附录的现状均源自

《濒危物种贸易公约》的相关文件。在中国的价格系根据国际木材贸易组织2014年11月的数

据计算，但其中不包括降香黄檀和越南黄檀的价格——这两类红木的价格源自文斌和秀芳，

《热带硬木在中国的流动情况》。文斌和秀芳把塞阿腊黄檀 (Dalbergia cearensis)和白花崖豆木

(Millettia leucantha)列为中国最常见的16种红木树种之一，但该项研究中所提供的与之相关的

采伐和贸易证据却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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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索树是西非的一种重要树木，在该地区用途众多：它生长在干旱地区，

引来雨水；它在旱季保留树叶，为牲畜和野生动物提供饲料；它有厚实的

树皮，使其具有耐火特性；它有固氮特性，增加了土壤的肥力；它有多种

医药用途；既可用作高质量薪柴，也可用于当地的木材加工业。9 此种树

木的价值对当地居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为此过去一些国家对其采伐实

行了控制。然而，几乎一直没有对此种树木进行人工种植，所以如今的

种群几乎全部是野生的。最重要的是，据该地区的林业官员介绍说，此

种树木直到十年前才开始外输，因此其开采程度仅限于当地的需求量。

所有这一切大约在十年前开始改变，因为传统上一直供应中国市场的亚

洲红木品种开始变得稀薄，而同时本地市场也开始大幅扩张。2004年间，

进口到中国的红木量的75%仅来自如下三个国家：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缅甸和越南。然而，至2014年时，只有44%的进口量来自这三个国家，

而另有42%来自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国家。10 根据在西非

各地进行的访谈结果，这些西非国家出口的货物几乎完全是科索木材

（见图一）。

图一：  2004-2014年中国从若干西非国家进口的红木原木数量

9 根据对该区域林业专家的访谈结果以及诸如由世界农林中心等机构所提供的简介，农林
树木数据库，刺猬紫檀条目(Pterocarpus erinaceus)，可查阅：www.worldagroforestry.org/。

10  《世界贸易统计总览》，援引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

0

50 000

100 000

150 000

200 000

250 000

300 00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冈比亚
科特迪瓦            
贝宁                  加纳                    

几内亚比绍
塞拉利昂
多哥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统计总览》，援引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

红
木
原
木
进
口
量

 
立
方
米

http://www.worldagroforestry.org/


西非红木贩运迅猛兴起 73

从所走访的所有这些国家看，大规模科索木材出口的兴起与政府对这一

问题作出反应之间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滞后。造成这一时间滞后的主要

原因是出乎政府的意料之外。科索树生长在干旱地区，而这些地区的民

众对商业林业没有什么概念，因而在许多情况下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

充分理解砍伐森林所带来的问题。当各相关国家政府真正意识到这一

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时，最终都分别施行了某种形式的立法限制，以期

遏制此种木材的开采。这一觉醒行动的高潮是塞内加尔要求《濒危物种

贸易公约》把科索木（刺猬紫檀）列入其附录三，从而要求所有科索木材

出口都须具备原产地证明。11 该树种随后在2016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

易公约缔约方大会上与所有黄檀(Dalbergia)树种一并列入了《濒危物种

贸易公约》的附录二。12

实地调研发现，在所走访的五个国家中，每一国家的情况彼此都非常相似。

外国木材买家与当地代理商合作，在影响变得明显之前迅速开采树木。在

所有这些国家中，所砍伐的树木都被整理成原木木枋，再按2.1米的长度裁

切后，装入集装箱。然而，由于其中每一国家又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

所采用的采伐方式也各不相同。以下各节分别对这些差异之处进行了探讨。

马里

马里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该国森林覆盖面积仅为其领土总面积

的4%，13 而且绝大多数森林都属于国家。为此，该国的原木出口历来

一直受到极大限制。14 该国大部分地区属于沙漠或半沙漠地区，大部分

人口从事自给农业。在此种背景下，固氮吸雨型树木是该国的一种极其

宝贵的资源，而且活树的价值要远远超过死树。由于认识到这一事实，

科索树是1995年以来一直受到马里法律保护的十一个树种之一。 

在马里与在其他一些西非国家一样，法律上的明文规定与现实中的实际

操作之间看来存在着差异。尽管科索木是一种受保护的物种，但受访

的林业官员却能够即刻拿出详尽的科索树伐木收费价目表。这表明就在

11 见“国际红木木材树种贸易 [豆科（豆科）”]（文件编号：CoP17 Doc. 62 (Rev. 1))，第4段。 
12 https://cites.org/eng/cop/17/prop/index.php.
13 世界银行，森林面积（占土地面积的百分比）。见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

AG.LND.FRST.ZS?locations=ML。
14 根据相关的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 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该国2014年原木出口总值

在其8.67亿美元出口总额中仅占不到200万美元。

https://cites.org/eng/cop/17/prop/index.php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AG.LND.FRST.ZS?locations=ML
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AG.LND.FRST.ZS?locations=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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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该国已经提供了此种树木的采伐许可证。的确，该国环境部的一

名官员解释了该国如何在2010年将简明的科索立木采伐费率改进为一个

更为复杂的方案，其中具体规定了四种树木的直径规格，并规定对所有

这些不同树径收取较前高得多的费率。对于受保护的物种来说，这是一

种很不寻常的做法。

无论此前可能对科索树采伐规定了何种限制，但自2014年7月以来，该

国已明令禁止出口任何种类的原木，包括原木粗木枋。15 之所以颁布这

一禁令，是因为民众对从该国大规模采伐和出口科索原木表示不满以及

由此引发的动乱。据报道，实际上这一波采伐和出口活动早在2003年

就已开始。科索木买家最先光顾的地区之一是马里西部的一个称作基塔

的小镇。巴马科的一名高级海关官员报告说，在他2006至2009年派驻

基塔工作期间，曾亲眼目睹当地民众因科索树木遭到损失而发起过抗议

行动，他们当时对该国政府授予一家外国公司为期五年的树木开采合同

表示不满。

根据受访者的说法，禁令颁布时，共有405个科索原木集装箱在巴马科

排队等待装运，在卡伊还有另外200个集装箱，装满2.1米原木木枋的集

装箱陆续被装上火车运往达喀尔——达喀尔当时是马里木材的首选出口

港。如果货主能够证明他们已按规定缴纳了相关的税款，他们就可在年

底之前出口这些存货。一些剩余的库存则卖给了当地的木材加工厂。

一名购买这些剩余库存的人是一家木材加工厂的老板，也是木材出口商

协会的一名成员。他在接受采访时报告说，该协会已向林业部门施加了

压力，要求其通过2014年7月提出的木材出口禁令。他声称，那些在马

里购买科索原木的贸易商是一帮“黑手党”——他们向当地领导人行贿，

以便非法砍伐和出口原木。他说： 

我们不会让中国人从马里人手里夺去这个机会。当我们的森林被

开采殆尽后，他们就会离开这里，但我们又能去哪儿呢？……对

我们的工业来说，大树是有价值的。我们不会用小树。我们把它

们留给下一次收获季节。但中国人什么也没给留下。

2014年颁布的禁令也可能包含个人因素。该项禁令是在2014年1月贸易

和商业部一名高级官员获得任命之后发布的。该名高级官员在接受采访

时说，当他获得任命时，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中止这些红木贸易：

15 2014年7月29日第2014-2022/MC-SG号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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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村子里，中国人拿走了我们所有的红木；在我们居住的地区，

我们现在都在受苦。气温急剧上升，人们正在受苦。

尽管有这些指控，但中国方面的进口统计数据却显示，2013年之前

并没有来自马里出口木材的记录，而且其后数量也很少（2013年为

522立方米，2014年为2,958立方米）。16 这些数量低于该国政府2014年

的缉获量。此外，尽管接受采访的官员一致认为，达喀尔市是马里木材

的主要出口中心，但中国的进口统计数据却显示，并未进口来自达喀尔

的出口木材。

该项原木出口禁令的前景与1995年出台的物种保护措施一样，都在如何

执行方面遇到了相同的难题。在2015年初接受采访时，巴马科的一名高

级海关官员表示原木出口禁令不适用于原木木枋，尽管禁令中明确规定

应当适用。与此相类似，接受采访的出口促进委员会官员也不能完全确

定是否切实实施了这项禁令。然而，中国贸易商却似乎更为重视这项禁令，

因为据报道，自禁令开始生效后，他们便离开了马里。

正如该国贸易和商业部助理主任简明扼要地总结的那样：

即使他们采伐掉马里所有的森林用于出口，也永远不足以满足中国市

场的需求。很简单，他们的需求量太庞大，而我们的森林却规模太小。

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些明摆着的数字——干脆收手。

布基纳法索

接受采访的布基纳法索居民一再强调本国森林十分贫乏。的确，据报

道该国尚无法满足其本国国内的木材需求，因而需要从邻国进口木材。

由于认识到这一事实，该国政府于2005年便下令禁止在该国进行任何木

材商业贸易。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持有执照的供应商可以出口木柴和木炭，

其中绝大多数销往尼日尔。17 此外，科索树是2004年以来受保护的21种

16  《世界贸易统计总览》，援引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
17 2005年3月9日第2005 - 003 MECV/MCPEA号联合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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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本物种之一。18 依照该国法律，这些物种是不能砍伐的，更不用说出

口了。

接受采访的人说，尽管颁布了这项法律，但科索树的采伐和出口早在

2011年左右就开始了，贩运路线沿着该国与加纳之间的边境通往该国其

他地方。据接受采访的人说，来自中国和印度的买家——他们大多以博

博迪乌拉索为基地——当时常常与来自西非经共体国家的合作伙伴一道

前往这些地区，安排当地人供应木材。该国侯埃特省办事处主任报告说，

在博博迪乌拉索，一些中国人在工业园租用了一块园地，在那里把圆木

整理成原木木枋，然后装入集装箱。

据接受采访的官员和贸易商说，这些外国贸易商通常是出口商，而当地

人在贸易中则沦为从属角色。虽然西非经共体国家的一些贸易商已参与

黄金和其他商品的贸易，并能够利用运输和物流网络进行经营，但据报告，

他们都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购买和转售的，而大多数贸易商似乎都只是

在港口为外国买家提供货物的承包商。此外，虽然一些布基纳法索居民

受雇为劳工，但看来没有人因为树木损失而得到补偿。

看来此种采伐活动已进行了若干年，其间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因为该

国海关官员已不习惯于看到布基纳法索向国外出口木材，而且可能也不

知悉该国的森林法。然而，2012年10月间，加纳主管部门知会与之对等

的布基纳法索主管部门说，在特马港扣押了来自布基纳法索的6,000吨

科索木材。虽然布基纳法索未能及时作出反应以阻止这批货运，但这一

事件随后引发了对该国科索木材被砍伐和交易的调查。

根据从实地收集到的记录，自2012年以来，布基纳法索至少缉获了

28起科索木材贩运案件，涉及近10,000吨木材。据接受采访的人报告说，

到2013年时，大多数外国买家业已离开该国，但据报他们仍然在那些港

口国控制着这些木材贸易。一位省级高级林业官员报告说，2013年3月间，

在涉及其中一起缉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他曾会见布基纳法索森林产品

运营人协会的成员——一个由大约50名伐木工组成的团体——他们全体

都在为一家位于博博迪乌拉索的中国经销商供货，后者为他们提供信贷。

在该经销商被审问之后，他就从这个国家消失了，从此再也没有人看见

过他。

18 2004年7月7日第2004-019/MECV号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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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接受采访的官员称，2015年2月间，该国全国共有23名各级林业官员

因参与科索木材的非法贸易而被解职，其中包括前国家林业局主任以及

若干地区林业局主任。 

鉴于自2005年始，从布基纳法索出口原产于该国的原木已属非法，看来

有些木材是先被走私到其邻国，继而再作为原产于外国的原木重新进口

到该国。有了这些外国进口证明文件在手，这些木材就可以沿着几条不

同路线从该国出口到其他国家了。布基纳法索和马里的海关官员都说，

他们通常不会拦截附有另一西非经共体国家原产地证书的产品。正如一

位前林业局主任所评论的那样： 

有时你可以看到运输者的卡车上有木材，但他们总是说这些木材

来自其他地方，不是来自布基纳法索，而实际上它们正是产于布

基纳法索的木材。

除了这种贩运手法之外，看来布基纳法索可能已成为来自科特迪瓦东北

部和加纳北部的非法木材的过境国。

多哥

多哥的法律落后于该区域许多其他港口国家的法律，因此很容易被贩运

者所利用。接受采访的官员都知道红木是通过他们的港口出口的，但许

多人认为这些木材只是从他国转运而已，因为他们认为本国森林无法供

应如此大量的木材。多哥于2008年颁布的《森林法》便反映了这一观点，

该法允许指定受保护物种，但根据于2015年间进行的各次访谈，该国

尚未颁布任何受保护物种清单。此种保护具体物种的政令最终于2015年

5月21日颁布，明令禁止运输科索木材。19 这是针对该国国内运输的一项

很不寻常的重点防范措施，确实能够起到防止在该国境内非法采伐和通

过该国转运非法获得的木材的作用。

按照受访者的说法，据报告早在2007年多哥国内就出现了科索树开采

活动，但多哥官员却表示，该国并没有商业上可行的森林可言，特别是

在科索树生长的该国北部较为干旱的地区。多哥确实有柚木农场，但其

19 于2015年5月21日颁布的第0251 MERF/SG/DRF号行政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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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主要出口到印度。据接受采访的该国环境部和林业局官员说，科索

木材的出口目的地是中国。把多哥的月出口统计数据与中国的月进口统

计数据进行比较，便可清楚地看出多哥的“其他”木材出口指的就是科

索木材。然而，多哥所报告的出口集装箱数目却远低于中国的进口统计

数据（见图二）。

图二：  据报道2011-2014年多哥向中国出口科索木的数量与据报道中国从多哥进口红木
的数量之间的对比

资料来源：多哥商业部出口数据和中国进口数据。

* 包括原木和锯木。

接受采访的官员表示，从多哥出口的大部分木材实际上来自加纳——

因为那里的木材监管更为严格。与马里的情况一样，这些官员承认，

至少在2014年11月与加纳有关主管部门会晤之前，他们无法确认合

法的出口单据。但这些官员在得知科索木材在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等国

的砍伐规模后都感到很惊讶，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那些被贴上原

产地为多哥的标签予以出口的科索木材的规模——而实际上这些木材

是来自加纳。

同几内亚湾沿岸的其他国家一样，多哥的科索树大都集中在该国干旱的

北部地区，远离这些国家位于沿岸地区的首都，因此很难对那些偏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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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局势进行监测。自1980年以来，该国一直没有对其森林资源情况

进行过全面盘查，但那些接受采访的官员却认为，该国科索木的森林储

量已严重枯竭，保护区外的树木存量极为有限。虽然查获了若干起大宗

非法砍伐科索木的案件，但有关这些案件的存档文件并未充分记录所涉

木材的数量，只是记录了“产品”的数量，而这些“产品”可以指原木、

木板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木材（见以下图三）。尽管如此，这些记录仍可表明，

科索木是该国迄今为止缉获案中最为常见的木材。

图三： 2011-2014年期间多哥缉获的科索木产品数量

资料来源：多哥商业部。

自充分意识到这一问题以来，多哥政府已沿该国陆地边界设置了11个特

别检查站，并在该国港口执行了一套集装箱监测方案。该集装箱监测项

目的负责人报告说，只有在他们怀疑所提交的清关文件存在缺陷时才会

对货物进行扣押，尽管有人怀疑所提交的一些申报文件是从那些腐败的

地方林业官员那里骗取的。机构间合作也有所加强，环保机构官员与执

法部门官员之间随时进行沟通。

一名与这些努力有关的法官报告说，需要从法律和现况对整个野生生物

和森林犯罪领域进行审查。他认为现行的许可证制度正在被滥用，并

说，“有了一张许可证，你就可以毁掉一整片森林”。他进一步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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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确没有任何直接针对森林犯罪的立法，而且他也不知晓有任何人

曾因非法采伐树木或出口木材而被定罪。即使对现行法律作创造性解释，

预计可判处的最高罚款不会超过4,100美元左右——相当于一个单一科

索木材集装箱的费用。此外，如果不对调查能力进行投资，则将只会对

非法木材市场中那些最底层的办事人员处以这些惩罚。

贝宁

与多哥的情况相反，贝宁法律明确规定科索木原木出口属于非法。自

1996年以来，科索木便一直被列为受保护物种。20 此外，自2005年以来，

贝宁还禁止任何原木出口。21 尽管相关法律在某些方面的确有含糊不清

之处，但与贝宁交易商的访谈结果表明，人们普遍知悉科索木原木贸

易是非法的，而且要运输木材，就需要贿赂有关人员。这种观念可能

就是为什么贝宁的走私活动要比其他作为调查对象的国家复杂得多的

原因所在。

例如，根据中国方面的进口统计数据，贝宁是唯一一个向中国出口锯红

木的西非国家。据称，这一现象之所以反常是因为有多个消息来源，包

括伐木者、木材贸易商和工人以及社区成员等都报告说，在贝宁，锯木

被用来隐藏原木货运。一旦一个集装箱装满了原木木枋，装运者就会用

一个锯板作为屏障档在集装箱的门上。在进行实地调研期间，在科索木

材加工点的现场就曾看到此种锯木板同原木堆放在一起。

在贝宁，可以进行各种实地调查，包括访问伐木场点、木材加工中心、

木材市场和港口。接受采访的人员计有：伐木区社区成员、伐木者本人、

运输代理人员、伐木场工人、木材贸易商和林业官员。

20 1996年7月2日关于适用1993年7月2日第93-009号法令的规定的第96-271号政令。
第93-009号法令第36条规定，“禁止砍伐、肢解、拔除和切割上述森林物种，但森林管理局
所允许的除外”。

21 2005年11月颁布的第2005-708号政令；2007年的第2007/0053/MEPN/MIC/DC/SGM/
DGFRN/DGCE号部委间政令，其中第5条具体规定：木杆、木柱、方木、厚木板、带边材的
粗锯板、以及来自天然森林的木炭都一律视作原始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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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木区的社区成员说，他们认为森林是国家财产，但地方主管部门却经

常要求他们必须有其发放的许可证才能进行采伐。在一个村庄，社区

成员报告说，作为允许进行采伐的交换，当地酋长从伐木者那里得到了

一些柯拉坚果；而在另一些村庄，则确定了每辆卡车收取的固定价格。

接受采访的年轻男子表示，他们曾因带领伐木者前往科索树林而获得探

矿费，或偶尔被雇佣去干一些不太重要的差事。一位村长这样说：“我

们对这些树和人们对它们做什么并不感兴趣。这些树对我们来说没有什

么价值。它们在这里已经有一百多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对它们有过任何

付出。”

接受采访的伐木工说，他们的工作按佣金付酬，但也有可能自己动手砍树。

一名伐木者说：“要么是客户来告诉你他们想要什么，要么你自己走进灌

木丛，开始伐树，随后就会有人来找你购买你的原木。”无论是哪种情况，

都需要钱才能开始运输。伐木工报告说，当找到科索树并开始伐木时，

他们就会与林业官员取得联系，并按他们的要求付款，然后才能进行搬运。

收益的标准分配比例是：伐木工得到木材出售价格的60%，林业官员得

到40%。据报道，那些林业官员从未实际到访过那些伐木地点。 

调研人员对科托努以北的两个木材加工、储存和出口场点进行了探访。

这些由中国人经营的设施周边都用三米高的木栅栏围挡，完全挡住了里

面的活动。所有接受采访的人都清楚，这些木材交易是非法的。调研人

员分别探访了设于达科的以下两处主要设施：一个木材储存和装载综合

设施、以及一个木板烟熏场点。达科位于科托努以北130公里和诸如帕

拉口等伐区以南约10小时车程处。位于达科的这个场点显然已存在了大

约三年的时间，而且经营该场点的中国集团在其他地方的采访中也被提

到过。仅在其中一个院子里就可观察到至少350公吨的科索木原木。这

些原木是由受聘进行采伐的伐木者以及那些在北部地区自行购买原木的

伐木交易商运送到这个场点的。据报道，伐木者和伐木商都需要与林业

官员有联系，这样才能在该国国内运送各类木材。如果没有向林业官员

付钱，就意味着这些原木会在外运途中被没收。

这里的社区成员显然支持这些经营活动，这一点与马里的情况正相反，

因为中国人有能力组织开展此种有经济成效的活动。据一名接受采访的

人说，“这里的中国人有钱和手段经营这些生意，所以当地社区支持并

帮助他们。” 负责经营达科场点的贸易集团甚至赢得了当地民众对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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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相比之下他们对其他中国公司并不甚欢迎。一名受访者回顾说，

曾有一个竞争集团试图在该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可这个集团的所有原木

一晚上都被偷走了，这一事件把他们吓跑了。当地人知晓这些生意是非

法的，所以他们对那些新来乍到的经营者很警惕，认为他们似乎没有足

够的人脉和安全运营的头脑。当地社区看来更愿意与那些已在这里有了

根基的集团打交道，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

在同一座小镇上，调研人员还设法采访到了一名在中国人经营的科索木

烟熏场工作的员工。该名员工讲述了一些故事，比如某个没能建立起正

确人脉关系的闯入者如何被没收了所拥有的木材并被逐出了该国等。所

索求的贿赂显然金额很大，因为那些收到贿赂的高级官员必须将其所得

收益层层分配给其指挥链条中的所有人。

对科索木板进行烟熏处理，以便更好地保存——此种处理确实可以说是

某种形式的增值。堆叠起来的木板被摞成六米高的塔楼形状，然后用塑

料布把这些塔楼覆盖起来以保持烟雾。继而这些木材使用内火连续进行

烟熏六个星期。有了这些烟熏木材作掩护，便可把更大量的原木运输到

首都，而不引人注目。这些木板随后被堆放在40英尺集装箱的入口处，

以遮挡掩盖原木货运。此种走私手法似乎是经营该场点的集团所特有的，

而且他们显然也为这些经过烟熏的木板找到了销路。

在达萨（位于达科以北约三小时车程处）接受采访的一名木材商当时正在

押送三辆卡车从贝宁北部前往科托努寻找买家。据该木材商说，他曾在

尼日利亚从事同样的生意。与那些接受采访的达科工人完全不同，他的

看法是，“中国人在西非所做的简直就是抢劫，他们让我们像奴隶一样

劳作不息。”那些接受采访的伐木者都知道，他们所得到的报酬只是这

些木材出口价格的一个零头。有些人对这种安排感到愤懑，但他们别无

选择。

只有某些谙熟走私活动如何运作的运输公司可受雇搬运这些木材。例如，

据报告，林业官员周末不上班，因此这正是在港口装载集装箱的关键时

间段。他们通常会在40英尺集装箱的前部装载原木木枋，然后在入口处

再堆上木板（通常非常厚实的木板）。据报告，由于林业官员没有用于卸

载装满木材的集装箱的预算，也无力支付因货运延误而可能产生的费用，

因此这一视觉屏障确实起到了障眼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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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采访问时，该国的主要港口仅有五名林业官员。根据中国方面的进

口统计数据，2014年从科托努出口的木材集装箱数目为每周194个（据报

道其中有50个集装箱装运的是科索木原木）。为了跟上这一出口速度，检

查员们需要每天在位于全市不同地点的场址亲眼验证四至八个集装箱的实

际装载。实际上，他们每周只扣留三个集装箱。林业条例和法律局局长说：

“我们在这里没有控制权。这就是贝宁与中国的不同之处。我们掌握的唯

一真实数据就是我们所拦截下来的人和我们扣押下来的货物。”

与在其他国家一样，贝宁林业官员指出，那些据称来自外国（大部分据称

来自尼日利亚）的大量离港木材实际上是来自贝宁本土的木材。那些据称

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出口货物的法律地位含糊不清，其原因是，正如下文

将详细讨论的那样，尼日利亚科索木的法律地位十分复杂，其国内各省

的相关法律规定也彼此迥异。所涉及的文件多种多样，甚至那些接受采

访的尼日利亚官员自己似乎也被这些文件弄得晕头转向。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在过去25年里经历了严重的森林砍伐，但直到该国最近成为木

材出口国之前，它从未大量出口过木材。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库数

据的资料，尼日利亚2013年仅出口了价值220万美元的原木。相比之下，

木炭在该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这些木炭来自野生森林

中各种未加区分的树木品种。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库的数据，尼日利亚

2013年的木炭出口额为7,600万美元。据该国一位前林业局副局长估计，

2012年间尼日利亚所有木材生产中有51%是非法的。 

时至2014年，尼日利亚却突然摇身变成了一个主要木材出口国（见以下

图四）。尼日利亚在该年总共出口了40多万立方米的科索木材，一跃成

为世界上此种木材的最大出口国，同时也在所有红木出口国中位居第二。

据在尼日利亚接受采访的木材经销商称，“2013至2014年间，人们尚

不知悉这一物种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而如今它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生意，

人人都想要从中分一杯羹。” 

实地调研结果表明，尼日利亚关于科索木采伐和出口的政策十分混乱；

一些高级官员自己都未必完全清楚这些政策的内容，而且他们对现行规

程的意见和看法也经常彼此相左。尼日利亚是一个联邦共和国，其属下

的36个州在管理各自州内的森林方面有着相当大的自治权。该国设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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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联邦林业局，负责向各州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政策指导，但它并不保存

和记录各州的法律法规条文，而且它本身也不负责监管任何林区。尼日

利亚还设有一个国家环境委员会，但其作用主要是提供咨询意见。例如，

该委员会最近提出的禁止木炭出口的建议便遭到了政府的忽视。尼日利

亚现行的国家林业政策始于2006年。该国订有一份国家保护物种清单，

但其中并不包括科索木。 

图四 .  2004-2014年期间中国从尼日利亚进口的红木原木数量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统计总览》，援引来自中国海关的数据。

根据若干消息来源，实际上该国也颁布了一项积极的圆材木出口禁令，22 
但专家们对其确切含义彼此有着很大的意见分歧。据联邦林业官员和尼

日利亚出口促进委员会的报告称，方形原木被认为是“处理过的”。然而，

这又与尼日利亚海关署网页上的内容相互矛盾：其中“木材（粗木或锯木）”

被列入禁止出口清单。23 

与此相类似，拉各斯的阿帕帕地区港口出口审计长强调说，木材出口属

于非法，没有任何尼日利亚木材通过他的港口对外出口。然而，尼日

利亚出口促进委员会以及装运前检验公司钴国际服务公司 (Cobalt 
International Service)都反驳了该出口审计长的说法，指出尼日利亚的木

材产品的确是通过阿帕帕港口出口到国外的。 

22 粮农组织，《尼日利亚林业部门现状》（2001年）。后经世界资源研究所确认，见《森林合
法性举措》，“伐木和出口禁令：尼日利亚”，2016年5月。可查阅：https://forestlegality.org/。

23 尼日利亚，联邦财政部，尼日利亚海关署，《禁止出口清单》，可查阅：www.customs.gov.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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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贸易商抱怨说，有太多的科索木材经过拉各斯港口，以致港务局在

2014年的几个时间点开始拒绝接受更多的集装箱，因为根本没有容纳

这些集装箱的空间。这些交易商还强调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关于方形

原木是否算作“经过处理的木材”的看法也不断变化。有人把科索木材

交易比作赌博：“你根本无法确定一旦入局，最后能否把你的集装箱运出

港口。”

尽管目前尼日利亚的国家政策混乱不堪，该国真正的监管权力似乎仍然

掌握在各州手中。据接受采访的大部分受访者称，尼日利亚36个州中有

23个州已受到科索木材非法贸易的影响。24 受到影响的这些州所跨地域

范围广阔，似乎是因为生长在尼日利亚的科索树所适应的气候条件要比

其他审视过的国家广泛得多，可一直延伸到该国东南部的热带森林地区。

调研人员设法看到了过去在该国热带地区交叉河州采伐科索木的记录。

然而，根据他们的观察，那些标价出售的原木要比在其他地方见到的原

木小，而且一些作为科索木标价出售的标本可能实际上根本就是其他物

种的标本。

各州对科索木材贩运所采取的处理办法各不相同。森林治理的责任可由

一系列国家部委共同承担，包括分别负责自然资源、环境、农业、水资

源的部委或专门的林业部。一些州已完全禁止林业商贸活动，而另一些

州则完全没有制定任何规则来制约科索木材的采伐。例如：

• 在卡诺州，无论何人，拥有土地者即拥有其树木，树木可随意使用。

• 在高原州，没有关于科索树木的具体法律。

• 在卡杜纳州，有许可证即可采伐科索树，但据主管部门估计，有

一半的采伐是无证进行的。 

• 在科吉州，有许可证即可采伐科索树，但最近（2014年3月至5月）

因有众多中国买家被敌对团体绑架而宣布暂停采伐；这些频发的

绑架事件还导致亚洲人或高加索人被禁止进入森林。

24 包括阿达玛瓦、包奇、贝努埃、十字河州、埃邦伊、埃基提、埃努古、贡贝、卡杜纳、卡诺、
卡齐纳、约比、科吉、夸拉、纳萨拉瓦、尼日尔、翁多、奥逊、沃约、高原州、索科托、塔拉
巴和赞法拉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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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塔拉巴州，科索树属于受保护物种，因此技术上只允许位于该

州的两个有许可证的锯木厂进行采伐，但非法采伐的最高罚款仅

约为250美元。

• 在十字河州，不论树木品种为何，禁止一切商业伐木活动。

各种不同政策杂乱无章，以至于要确定任何一棵树的法律地位都变得极

其困难。木材一旦被砍伐，就可在国内自由流通，根本无从辨别它是依

据哪一套法律制度被采伐的。研究人员还发现，该国的高级官员在国家

政策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例如木材出口需要具备何种文件和证明等。

科索木材的贸易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批准木材出口的特定

官员。

接受采访的州和地区官员似乎认为，许可证发放只是国家利用一个正在

发生的事件敛财的手段之一，而不是一种根据可持续限度范围对贸易实

行监管的方法。大部分许可证都是在树木被砍伐之后，在沿运输路线设

置的路障处发放的。卡杜纳的一位官员评论道：“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事

后发放许可 ]，他们就会在夜里跑来，砍倒树木，并把它们运走，之后我

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而国家最终也将无法由此收缴到任何费用。”虽

然技术上要求官员在现场监察树木采伐过程，以确认伐木情况，但实际

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伐木数量太大，而官员人数太少，分身乏术，无

法现场监察。此外，现场检视也涉及安全风险，因为护林员被武装伐木

团伙杀害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高原州的官员要求给林业人员配备武器，

向他们提供危险津贴，并要求向其家属提供赔偿——如果他们暴死在那

些非法伐木者手中的话。25

各州针对这种无法阻挡的木材外流收缴费用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设置路障。

卡杜纳地区的官员曾在此方面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援。军队和警察的确

为此提供了支援，而且义务安保团体也曾参与到其中。装载不合规货物

的卡车将被罚款（通常为50美元左右），并须缴纳税款，不过一旦缴付了

这笔费用，货车就可获准继续前行。如此一来，即使所涉原木是被非法

砍伐的，此种货运实际上也就通过这一过程合法化了。 

25 该国其他地区也报告了针对护林员的暴力行为。塔拉巴州的一名高级林业官员报告说，
2014年间，他的雇员曾遭到非法伐木团伙的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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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是这种即兴式的管控制度也会受到腐败行为的破坏。一位常

驻拉各斯的贸易商讲述了他向林业官员付款的经历：“[官员们将之称作 ]

丛林税、特许权使用费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是的，我们付钱给林业局的

那些家伙。他们在收钱方面从不会落后。但我不知道这些钱是真的交到

州里去了，还是被他们自己截留了下来。”据受访者称，那些最怕被执法

人员发现的人只是获得了其他物种（通常是塞内加尔卡雅栋树）的许可证，

但他们在运输时会把科索木材隐藏在这些木材之下。

对正在运往买家的木材征收交易税的做法，因无法囊括其后被买家拒收

的所有尺寸不足的矮小木材而无法成为取代立木采伐费的良好替代办法。

正如几个国家的贸易商所报道的那样，中国买家只对木材的核心部分感

兴趣，而那些矮小的树木通常会被弃购和抛弃。在科吉州，商人们报告说，

有太多被砍伐的小树被拒绝收购，以至于一名中国男子为此专门在那里

设立了一个为期12个月的临时锯木厂——他磨碎了所有这些尺寸不足的

原木，然后再将它们出口到国外。

一旦越过路障，似乎所有的木材运输之路都通往拉各斯。在十字河州，

自2009年以来，所有木材采伐都被禁止。此外，卡拉巴尔港的淤泥情况

也很严重，无法再停靠大型船只。出于这些原因，似乎没有从卡拉巴尔

出口非法木材的情况。哈科特港的淤塞情况也差不多，而萨皮莱和瓦里

的情况似乎也同样严重。 

为此，如今的贸易中心非拉各斯莫属。甚至那些在与喀麦隆接壤的塔拉

巴州经营木材的商人和非法伐木者也报告说，他们会把原木运到拉各斯

出口。由此看来，萨古穆正是进行科索木原木交易和集装箱装载运往拉

各斯的主要集散地所在。

尼日利亚的木材商往往来自科索木材的来源地区，或至少与那些来源地属

于同一语系族群。然而，他们却很少亲自前往这些地区，而是雇用代理人

代他们去进行交易。那些被采访者并不总能完全确定他们是从哪里收集到

科索木材的，但他们能够确定哪些州仍有科索木材供应（例如科吉州等）、

哪些州的木材供应已经枯竭（例如凯比州等）。尼日利亚木材经销商通过互

联网进行的销售活动也非常活跃，他们不仅把原木运往中国，而且还运往

泰国和越南等国。受访的出口检查员指出，相当多的科索木材在出口时并

未按实际情况张贴标签，而只是简单地贴上“加工木材”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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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日利亚接受采访的联邦官员说，科索木的情况与二、三十年前柚木

的情况相类似。商人们当时已意识到了这种木材在印度的价值；但当政

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已经为时过晚：这一木材品种已大部被毁。

结论

木材监管方面之所以问题很多，有如下几个原因。首先，诸如海关检查

员等执法人员极难区分可能以多种不同形式出现的木材品种。水分、受

热程度和与各种元素的接触、自然变异以及各种加工工艺等因素，会对

木材的外观产生根本性影响。在没有DNA证据的情况下，即使是木材

专家，要区分近亲木材品种也并非易事。事实上，植物分类问题一直是

一个争论不断的课题，而且物种分类方面的科学共识很有可能会发生

变化。

其次，以非标准化单据为基础的贸易监管也是非常困难的。在本项研究

的实地调研工作过程中查阅到的一些欺诈性文件完全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与官方许可证完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此种伪造单据以及一系列的出口

和再进口掩盖了木材的真正原产地。马里贸易和商业部的一名高级官员

评论说： 

我们不能对这些过境集装箱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它们有合法单据，我

们就只能予以接受并放行。我们很难知道这些来自其他国家的进出口

单据的真伪。如果我们确实发现非法单据，我们会阻止相关的货运，

但在现实中，我们真的无法区分单据的真假。

在实地调研期间，官员提交了海关申报单据，但其中明显错误地描述了

所涉产品，而且所附的统一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统一商品名称）代码也

是错误的。所记录的货运的大多数目的地主要是中国，尽管在博博迪乌

拉索却也发现有印度买家，而且一家设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中国公司

也牵连其中。

在实地调研考察过程中，还一再发现那些高级官员们对法律内容和含义

意见相左。在进行小组访谈过程中，官员们经常会针对木材出口的基本

要求展开辩论。一个常常引发争论的问题是，原木的粗方处理——既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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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无法销售的木材表层，而且还提高了包装效率——是否满足了出口

前应当对木材进行加工的法律要求。由于粗方处理只对进口商有利，在

来源国却没有任何增值，因此不应视作足以规避原木出口禁令。

买方直接委托进行采伐活动的程度似乎因地区和时间的不同而各异。在

一些地方，中国买家驻扎在现场，与当地领导人进行谈判，并为伐木者

提供充分的装备。在另一些地方，当地伐木者以自己的名义砍伐木材，

他们相信可以自行找到经销商购买他们的原木，并将之运到港口城市的

中国买家手中。一些社区似乎对移除原木无动于衷，而且对由此而获得

的任何意外之财感到高兴；而另一些社区则会持强势态度，要求开采活

动必须使用当地劳动力，并为此收取木桩费，经管此种费用大多只是象

征性的。在某些情形中，买家会因遇到当地执法或社区动乱威胁而被迫

从采伐区、甚至从整个国家撤走，但中间人随后会迅速出现，填补空白。

在西非经共体区域内设立的自由贸易区也使情况复杂化。由于经共体内

个别国家实行限制，原产于这些国家木材会干脆被当作来自另一个司法

管辖区的木材，而不会遇到很大阻碍。为此，西非经共体内部的协调划

一对于任何类型的有效商业监管都是至关重要的。

木材通常在当地实行监管。派驻在采伐地点左近的官员往往被视作最有资

格判断在这些地点进行的采伐是否公平和具有可持续性。然而，此种权力

下放做法可能会导致腐败，因为酌处权可能会受到影响和摆布，而且在当

地作出的决定几乎不受任何监督。那些活跃在非法伐木行业的人员一再

表示，与当地林业官员有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保证所作

承诺得到兑现。另一个问题是缺乏能力，特别是那些此前从未经历过大

规模伐木活动的地区。另外武装贩运者的恐吓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幸运的是，直到2014年止出口呈指数级增长之后，对科索木材的需求

量似乎开始下降。甚至就在进行这些访谈时，木材经销商们也在抱怨订

单被取消，木材价格因市场供过于求而出现下降——这反映在2015年和

2016年贸易统计数字的下降上。科索木品种被列入《濒危物种贸易公约》

附录二有可能进一步对市场起到抑制作用，尽管业已造成的损害尚有待

于评估。

最后，不能把西非的自然资源贸易视作纯粹的商业活动，因为买卖双

方之间在能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许多情形中，商业交易尽管是



90 犯罪与社会论坛，第九卷，第 1期和第 2期，2018年

双方自愿的，但仍被视为违背了公共利益。出售西非森林便属于此种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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