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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犀牛情况简报
合法存在的境内犀牛身体部位及衍
生物贸易市场为非法买卖犀牛产品
创造了机会，提高了执法难度，向
消费者传达了矛盾的信息，导致犀
牛产品需求增长，有损多年来降低
需求的努力。
多方已采取措施关闭境内贸易市场；但是中国近
期的政策公告表明其有意再次允许将犀牛角用于
传统中药，而南非的境内贸易合法化也将给犀牛
种群的生存带来新的挑战。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自
1977年起禁止犀牛角的国际商业贸易。只有当受
犀牛盗猎和非法犀牛贸易影响的各方均建立并执
行各自的境内贸易限制时，国际贸易禁令才能取
得最佳效果。比如，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在20世
纪90年代关闭了各自的犀牛角市场，极大推动了
非洲犀牛盗猎率的下滑。
但遗憾的是，CITES禁令已取得的成效正由于鼓励
境内犀牛角贸易和使用的新政策而大打折扣。

保护状态

CITES有关犀牛保护的背景

2006年以来，非洲境内有9200余头犀牛被盗猎，
主要用于满足来自中国和越南的需求 1。尽管黑犀
牛和白犀牛都被猎杀取角，随着2006年猎杀率开始
攀升，白犀牛占到被猎杀种群的大多数。过去七年
间，由于不可持续的盗猎，加之大部分犀牛生存地
近年来持续干旱，白犀牛总量稳步下降，从2012年
的21320头减少到今天的18067头左右2。

CITES自1977年开始禁止犀牛角的全球商业贸易，
但是在犀牛角贸易链的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国广
推行禁令，却花了将近20年时间。禁令生效后的十
年内，考虑到境内犀牛角市场与持续的疯狂盗猎之
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IUCN在1987年的第六次缔
约方大会上呼吁取缔全部的境内犀牛角贸易 5。
CITES各 方 接 受 了 此 建 议 ， 并 执 行 6.10决 议
《犀牛产品贸易》，此决议明确敦促各方立即实施
禁令，全面禁止境内外犀牛角和其他部位和衍生物
的贸易。决议还建议各方“使用所有适当的手段
（包括经济、政治和外交）”向各国施压，推动制
定并执行境内犀牛角贸易禁令。

大陆黑犀牛总量在过去数年内逐渐增长，
但 根 据 国 际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 “IUCN”） 统 计 ，
仍属于“极危”物种。黑犀牛总量现在大约为5495
头，曾经由于盗猎肆虐导致整个种群几乎灭绝，
现存总量也远远低于100多年前遍布非洲大陆的85
万头3。
在三种亚洲犀牛中，大独角犀牛数量最多，大约为
3588头。尽管近年来某些亚种群体数量逐渐增加，
2013年以来，至少141头大独角犀牛被猎杀。苏门
答腊犀牛和爪哇犀牛这两类均被IUCN列为“极危”
物 种 ， 现 存 总 量 极 低 ， 预 计 分 别 为 40-78头 、
65-68头4。

6.10决议生效后，几个主要犀牛角消费国无视CITES
更为严格的规定，继续允许境内的犀牛角贸易 6。
台湾在1972至1985年间共进口超过7.2吨犀牛角，
拒绝关闭境内贸易市场，不执行国际贸易禁
令 。 CITES国 际 贸 易 禁 令 生 效 后 的 多 年 内 ，
中国中药产业继续生产含有犀牛角的药品，用于境
内销售和出口，并且无视CITES对关闭境内犀牛角
贸易的义务要求。这一情况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才
出现变化7。

盗猎犀牛数量

2006-2018年非洲盗猎犀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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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
南非环境事务部统计数据
新华社：纳米比亚去年共有57头犀牛和26头大象被盗猎。详见: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19-02/12/c_1378138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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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持续不遵守6.10决议，CITES常务委员会对中
国大陆和台湾发出警告，如果不采取行动取缔犀牛
角的境内贸易，将暂停与其贸易往来8。美国随后也
因台湾持续进行犀牛角贸易对其执行贸易制裁9。
1993年，中国大陆和台湾终于走出历史性的一步，
推出犀牛角境内贸易禁令。中国大陆全面禁止所有
犀牛角进口、出口和境内贸易，包括用于中药。犀
牛角从中药药典中除名，剩余库存也被要求登记并
封存 10。中国大陆和台湾均执行各自的犀牛角贸易
禁令，大大减少了犀牛角需求，很大程度上消除了
境内犀牛角贸易市场。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禁令导致犀牛猎杀率大幅降低11
。世界范围内犀牛种群总量趋于平稳，部分种群数
量仍非常低，但也开始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猖獗
的盗猎活动出现缓和时，几个非洲国家已经失去了
整个犀牛种群，黑犀牛种群数量从1960年的10万头
下降至不到2500头12。这段相对平静期本可以持续
十多年，但南非的情况又出现恶化。盗猎率不断攀
升，原因包括政府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和执法机关管
理不当，如非洲国家狩猎行业缺乏管理，濒危动物
保护的警察部门遭到解散，越南对犀牛角需求快速
增长，中国需求卷土重来。

解决境内贸易问题的先例
一些物种因其部位和衍生物贸易盛行而
面临风险，CITES拥有解决这些物种标
本境内贸易问题的先例，比如藏羚羊、
亚洲大猫、犀牛和象。
例如，在9.14决议（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修改
版）取代6.10决议《犀牛产品贸易》前，6.10
决议敦促“全面禁止所有境内外销售和交易犀
牛部位和其衍生物，尤其是犀牛角…”在2016
年约翰内斯堡召开的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上，
各方认识到境内象牙市场对全球范围内大象猎
杀的影响，并同意修改10.10决议（第十七次缔
约方大会修改版）《大象标本贸易》，建议“
所有缔约方和非缔约方，如果境内存在合法的
象牙贸易市场且导致盗猎或非法贸易的，应采
取所有必要立法、监管和执法手段，紧急关闭
境内象牙原材料和加工品的商业贸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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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4年的第九次缔约方大会上，6.10决议被9.14
决议《非洲和亚洲犀牛保护和贸易》所取代，而新
决议的力度和效力明显不如旧决议。尽管9.14决议
（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修改版）已经过各方的修改，
但仍缺少6.10决议提出的禁止境内犀牛贸易的关键
条款，其现有版本也没有为CITES缔约方关闭境内
犀牛角市场提供法律权限。

中国大陆犀牛角需求再起
全球查获的数据显示，中国对犀牛角的需求持续强
劲。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盗猎犀牛角的
主要目的地，2006年以来，中国和其他国家查获了
超过1.9吨（来自约693头犀牛）和中国有关联的犀
牛角 13。中国的犀牛需求很多来自于制作雕刻工艺
品和首饰14。201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一项针对中
国消费者对非法野生动物产品态度的调查显示，
大约有15%的人口相信购买象牙制品是可以接受的15。
受访者中有8%曾在过去一年购买过犀牛产品。
尽管雕刻制品可能是中国对犀牛角产品需求最大的一
块，但传统中药对犀牛角的需求却从未完全消失。
1993年禁令后，中国医药公司在药品中使用水牛角
代替犀牛角。但据山西省一家制药厂的负责人，中
国的禁令生效后，仍有一些公司继续非法使用犀牛
角16。一些北京的药店甚至回购1993年前生产的含
有犀牛角的药品，再次出售以获得丰厚利润17。

犀牛角和中药新政策？
2018年10月，中国国务院取消了已经执行25年之久
的境内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禁令，取而代之的是允许
将犀牛角和虎骨用于医药用途的新政18。
尽管提出了保护措施，新政的执行或将对世界犀牛
群体带来灾难性影响。作为主要的犀牛角消费
市场，中国决定取消境内贸易禁令可能导致犀牛角
需求突涨，从而推动盗猎和非法贸易。合法存在的
养殖动物部位和衍生物平行市场为非法买卖犀牛产
品创造了机会，提高了执法难度，向消费者传达了
矛盾信息，导致犀牛产品需求增长，有损多年来降
低需求的努力。如果不采取DNA分析，有关部门无
法区分合法和非法的犀牛角粉末。

图片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18年1月19日，广州海关缉私局抓获6名嫌疑人，查获25.95公斤犀牛
角。嫌疑人是从南非向中国走私犀牛角的犯罪团伙成员。

尽管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促使国务院在2018年10月
修改已经执行25年之久的犀牛角贸易禁令，但可以
明确的是，传统中药行业有些势力多年来一直谋划
将犀牛角重新引入贸易市场，并为此投入了大量资
源。至少有一家制药公司在2001年开始从南非进口
犀牛，创建私营犀牛养殖场，将犀牛角用于制药。
云南石林龙晖野生动物科研中心现养殖100多头犀
牛，其中至少49头出生在该机构24。在中国犀牛角
新政推出前的数月，该公司的注册资本从一千万人
民币（150万美元）增加到九千万人民币（1340万
美元），大型药企西安东盛集团购入该公司20%的
股份。

南非的合法贸易
此项新政宣布后立即遭到中国和世界各地政府官员
、保护组织和公众人物的谴责。公布三周后，国务
院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宣布推迟执行此项政策，同
时“三项严格禁令”（进出口、境内贸易和医药使
用）将继续执行。政府也承诺实施“专项行动”打
击犀牛角和虎骨的非法贸易活动19。
尽管有此声明，国务院2018年10月令从未被依法撤
销，反而继续作为现行法规列在官方网站上。至少
有一个省份已经采取后续行动执行新政。2018年3
月，陕西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强对犀牛和虎及其制
品经营利用活动监管的通知》，以执行国务院10月
新令20。陕西省的通知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允
许出售、购买、利用、进出口犀牛和虎身体部位
和衍生品，但需得到行政允许。通知中并未提及
禁止境内犀牛角贸易的1993年政策。在通知印发
一天后，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相关文章，文中强
调了可利用和交易犀牛角的“特殊情况”21。
中 国 《 野 生 动 物 保 护 法 》 第 27条 规 定 了 一
些保护动物可被交易的部分特例，包括“因科学
研究、人工繁育、公众展示展演、文物保护或者
其他特殊情况”22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第
27条规定，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是负责审批养
殖 、 出 售 、 利 用 犀 牛 部 位 和 衍 生 物 的 部 门 23。
该法第28条进一步明确适用于人工繁育国家保护
动物的商业贸易机制，如果被纳入人工繁育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动物贸易不需要满足特
例要求。

尽管不存在传统的犀牛角贸易市场，境内犀牛角贸
易在南非是合法的。由于犀牛盗猎日渐失控，现有
监管体系和贸易被不当利用。2009年，南非曾出台
中止境内犀牛角贸易的官方禁令。犀牛角贸易支持
者随后将政府告上法庭，2017年4月南非宪法法院
做出判决，因环保部在执行禁令过程中犯了程序性
错误，从而取消了境内贸易禁令25。
禁令生效前，南非的合法境内犀牛角贸易帮助非
法来源的犀牛角进入合法市场，并最终流向亚洲
消费者。南非环保部2014年一项对境内犀牛角贸
易合理性的分析已经发现此问题，最终建议继续
执行禁令26。贸易商利用南非犀牛角持有和销售许
可体系，使用同一张许可证出售多只犀牛角，有时
连续使用数周甚至数月。在南非最知名的犀牛角猎
杀及走私案中，Dawie Groenewald和他的同谋（被
称为“Groenewald帮”）据称通过伪造许可证售出
近400只非法犀牛角，包括使用过期许可证，申请
假的犀牛迁移许可证，并在多个许可证重复使用同
一个芯片码。Groenewald也多次组织在他的农场非
法采集犀牛角，随后通过销毁或卖出犀牛尸体来掩
藏证据27。
有 一 半 的 大 陆 白 犀 牛 （ 超 过 9000头 ） 是 私 人 财
产，主要为南非人所有28。很多犀牛主定期将犀牛
去角，或出于安全考虑，或为了存储犀牛角用于最
终出售29。因此，南非境内有较大数量的犀牛角库
存 ， 尽 管由于私人不愿意透露持有的库存量，
3

图片来源：香港政府新闻处

香港海关查获82.5公斤由南非运往马来西亚的犀牛角。其中多只犀牛角呈现去角后再生的生理特点，这说明牛角可能源自私人库存。

所以无法得知库存总量。2016年，非官方估计私人
持有的库存总量接近10吨。南非曾报道2017年私人
库存量新增5.65吨30。由于无法准确、定期评估私
人持有量，无法确保私人持有的犀牛角不进入非法
贸易市场，也无法阻止非法来源的犀牛角通过合法
的私人库存而洗白。
截至2019年2月，南非环保部发放了15项许可证，
用于出售1342只犀牛角。还签发了19项犀牛角购买
许可证，尽管最终购买的犀牛角数量并未公开31。
部分犀牛主主动向越南和中国的潜在买家推销存储
的犀牛角，吹嘘犀牛角的投资价值，建议买家购买
犀牛角原材料，加工成珠宝首饰提高价值32。2017
年备受关注的网上犀牛角拍卖案中，不难发现亚洲
买家应该是目标客户，拍卖网站上提供中文和越南
语的语言选项33。
南非犀牛角贸易支持者辩称，南非有充足的监管手
段阻止非法来源的犀牛角进入交易。但南非政府在
禁令取消的两年内，仍未出台境内犀牛角贸易管理
制度。而且近期中国和南非查获的犀牛角似乎可以
证明南非合法市场助推了犀牛角非法贸易，有南非
公民因试图将犀牛角走私带入中国在中国被捕34。
比如2019年4月5日，香港海关在来自南非的航班上
4

查获82.5千克犀牛角35。这批货的目的地是马来西
亚，但马来西亚似乎不太可能是最终目的地。
从现场查获的犀牛角图片中发现有取角后再生的生
理特征。

中国和南非最近的查获情
况表明，南非的合法市场
推动了犀牛角非法贸易。
2019年4月13日，南非优先犯罪调查局在西北省逮
捕两名持有167只犀牛角的男子，根据警方官方声
明，犀牛角将被卖到“东南亚市场”36。这批犀牛
角来自John Hume的私人存货。Hume养殖犀牛，积
极支持犀牛角贸易，而且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所
有犀牛群。他将犀牛角卖给东开普敦的匿名买家。
据称，这两名男子将犀牛角交给买家，但他们并没
有运输许可证。根据Hume和买家达成的销售协议，
Hume应在买家再次卖出犀牛角后收到货款，根据警
方指控，应该是卖给东南亚客户。由于买家最终没
有收到这批犀牛角，Hume也没有收到货款，所以他
声称这些犀牛角仍是他的财产37。

总结
历史证明，禁止犀牛角境内贸易对于阻止非法国际贸易至关重要。境内贸易市场
严重破坏CITES国际贸易禁令15年的执行效果，并酿成了20世纪70和80年代的犀牛
屠杀惨剧。
只有CITES各方呼吁关闭境内贸易市场，消费国采
取有意义的行动取缔境内贸易，才能最终解决盗
猎问题。

来源国、中转国和目标国当局有责任开展合作，
充分调查这些案件，并利用南非的全面犀牛DNA数
据库确认被查获的犀牛角来源。

传统中药对犀牛角的需求在之前的犀牛盗猎危机
中曾扮演重要角色。中国中药行业有势力不断努
力推动犀牛角利用合法化，或将导致消费者需求
上涨，新一轮的犀牛盗猎兴起。从近期非洲和亚
洲查获的犀牛角中可以看出，南非的合法境内贸
易市场可能会助推犀牛角非法国际贸易。犀牛角

CITES各方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任何形式的犀
牛角贸易，推动修改9.14决议（第十七次缔约方
大会修改版），敦促紧急关闭所有境内贸易市场
，从而确保国际贸易禁令有效执行，为全球犀牛
种群提供必要保护。

建议
对参加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各方的建议：
• 采纳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83.2号文件中提出的对9.14（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修改版）决议的条款修改内
容，敦促各方紧急关闭所有犀牛角原材料和加工品和其他犀牛部位和衍生物的境内贸易市场。
• 拒绝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第8项提案，该提案试图取消有关艾史瓦帝尼南部白犀牛种群的注释，从而导
致允许犀牛角的国际商业贸易。
对中国的建议:
• 发布新的国务院通知，全面禁止犀牛和大猫的身体部位、产品和衍生物的贸易，包括人工养殖的上述动
物。
• 关闭所有犀牛繁育设施，动物保护目的除外。
• 确保犀牛角不被再次列入中医药典。
• 审计并公开私人和政府持有的犀牛角库存。
• 与所有相关国家和外国当局合作，继续并加强执法活动，取缔犀牛角走私集团。
• 使用决议9.14（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修改版）附件中的犀牛角样本收集表格，建立标准流程，与南非当
局分享被查获样本，使用RhODIS数据据进行分析。
• 采取行动减少犀牛角需求，包括精心设计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改变相关行动。
对南非的建议：
• 关闭境内犀牛角贸易市场。
• 强制审计私人持有的犀牛角库存，并制定政策由环保部进行无预告随机检查。
• 正式制定并执行《打击野生生物贩运的国家综合战略》。
• 与所有相关国家和外国当局合作，继续并加强执法活动，取缔犀牛角走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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