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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及制品不能随便买卖

主持人:

依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

议日前在京召开， 国务委员， 公安部党委书记、 部长赵克志在

会上强调， 坚决依法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切实加

强濒危野生动物保护， 有效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来说， 去年曾引发广泛关注的深圳

“鹦鹉案 ” 也提醒着我们 ： 涉野生动物犯罪其实离得并不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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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上海尚法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李晓茂

据 “澎湃新闻” 报道， 依法

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 3 月 29

日在京召开， 国务委员， 公安部
党委书记、 部长赵克志出席并讲

话。 他强调， 要坚决依法打击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 切实

加强濒危野生动物保护， 有效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

赵克志指出， 各地、 各有关

部门要充分认识当前加强野生动

物资源保护和执法打击工作的重
要性、 紧迫性， 坚决遏制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多发高发势
头。

赵克志强调 ， 要打好攻坚

战， 坚持以打开路， 发扬斗争精
神， 细化深化各项打击措施， 全

面搜集线索， 全力深挖彻查， 不
治乱象绝不收兵 ， 坚决打出声

势、 打开局面、 形成震慑。 要抓

住攻坚重点， 把主攻方向放在打
团伙、 捣窝点上， 把打击重点集

中在乱捕滥猎和非法买卖上， 力
争打掉一批成员众多、 为害一方

的犯罪团伙， 严惩一批犯罪组织

者和骨干分子， 坚决阻断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产业链条。 要密切跟

踪此类违法犯罪的新特点、 新趋
势， 强化信息技术手段应用， 提

升侦查打击能力， 因地制宜、 精

准施策， 做到早发现、 早控制、

早治理。

赵克志要求， 要健全法制保
障 ， 加快推动出台有关司法解

释， 切实解决案件管辖、 法律定

性、 证据标准等方面的问题， 强
化行刑衔接， 防止以罚代刑、 以

罚代管 。 要强化部门协作 ， 公
安、 林草、 网信、 自然资源、 农

业农村、 海关、 市场监管等部门

要加强沟通协调 ， 建立健全机
制， 共同做好监管和打击工作。

要加强网上巡查， 及时收集掌握
涉及野生动物的情报线索， 实现

网上网下同步打击。 要加强国际

合作， 携手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
易。

赵克志强调， 要在常态管理
上下功夫， 坚持打防结合、 预防

为主， 建立完善立体化防控网络

和监管格局， 筑牢保护野生动物
的防线 。 要在广泛动员上下功

夫， 坚持走群众路线， 织密野生
动物栖息地、 保护区等重点地区

群防群治网络， 打一场保护野生

动物的人民战争。 要在长效机制
上下功夫， 强化协作配合， 创新

工作方式， 构建起教育与处罚相
结合、 预防和打击相结合、 管理

与服务相结合的长效机制。 要加

强普法宣传和舆论引导， 为专项
行动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赵克志强调， 各地、 各部门
要把专项行动列入重要议事日

程， 加强沟通协作， 形成工作合

力， 切实负起责任、 抓实工作，

把专项行动组织好、 开展好。 要

分级分批挂牌督办一批社会影响
较大的案件， 对久查未立、 久立

未侦、 久侦未破的案件， 现场督

办、 限期办结， 确保专项行动顺
利推进。 要切实上紧责任链条，

实行责任清单制度， 确保责任落
实到位。

赵克志：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乱象不治绝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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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 对于非法猎捕 、 杀

害、 收购、 运输、 出售野生动物要

涉嫌犯罪还有一个前提， 就是所涉

野生动物必须是 “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那么， 什么是 “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呢？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规定， 刑

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包括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

一、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列入 《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

录一、 附录二的野生动物及驯养繁

殖的上述物种。

在一般人印象里，只有大熊猫、

金丝猴这样的动物才是珍贵、 濒危

野生动物， 但按照上述司法解释和

相应的物种目录，“珍贵、 濒危野生

动物”的范围其实非常广。

去年曾引发关注的深圳 “鹦鹉

案”中，被告人因非法收购、出售珍

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一审被判有期

徒刑五年，二审经最高人民核准，在法

定刑以下改判有期徒刑两年。

该案所涉动物就是人们非常熟悉

的鹦鹉， 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许多

种类的鹦鹉都属于珍贵、 濒危野生动

物。

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案件来看，

除了鹦鹉之外， 人们常当作宠物饲养

的陆龟、 松鼠、 蛇类、 鸟类等都可能

是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而且根据前述司法解释 ， 《刑

法 》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收购”， 包括以营利、 自用等为目的

的购买行为； “运输”， 包括采用携

带、 邮寄、 利用他人、 使用交通工具

等方法进行运送的行为 ； “出售 ”，

包括出卖和以营利为目的的加工利用

行为。

也就是说， 去市场上购买野生动

物自己养， 也是有可能涉嫌犯罪的。

尤其对动物种类的判断是十分专

业的问题， 普通人往往难以分辨特定

动物是否属于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不明就里买来的动物， 很可能给自己

带来涉嫌违法犯罪的麻烦。

不是大熊猫才属于濒危野生动物

从近年来各地发生的案件来看，除了鹦鹉之外，人们常当作宠物

饲养的陆龟、松鼠、蛇类、鸟类等都可能是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和晓科： 虽然我国《刑法》对涉

野生动物犯罪的规定， 从条文内容

来看并不多， 但涵盖的范围却相当

广。

《刑法》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

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

的，或者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

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区、禁猎

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进行

狩猎，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罚金。

此外，《刑法》还规定：走私国家禁

止出口的文物、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重

金属或者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

及其制品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

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情节较轻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从《刑法》的上述规定来看，涉野

生动物犯罪涵盖了狩猎、猎捕、杀害、

收购、运输、出售、走私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行为。

涉野生动物犯罪范围广

虽然我国《刑法》对涉野生动物犯罪的规定，从条文内容来看并

不多，但涵盖的范围却相当广。

珍贵动物制品同样不能擅自买卖

潘轶： 法律对于野生动物的

保护除了涉及动物活体之外， 还

延伸到动物制品 ， 非法收购 、运

输、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走私珍

贵动物及其制品， 都可能涉嫌犯

罪。

珍贵动物制品既包括象牙、虎

骨、 犀牛角等价值不菲的制品，还

包括生活中较常见的动物标本，尤

其是蝴蝶等昆虫的标本。

许多人不会意识到，小小的蝴

蝶标本就可能属于 “珍贵动物制

品”， 因为全世界蝴蝶的品种非常

多，有不少是国外所独有的，只要

属于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那么其

制品也在限制入境并不得擅自买

卖之列。

2017 年底，山东省济南市中级

人民法院就对一起被称为“全国最

大宗走私濒危蝴蝶制品案”作出一

审判决，三名被告人分别以走私珍

贵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

年、七年、五年，该案的三名被告人

都是蝴蝶标本的爱好者。

检察机关指控， 从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 在未经相关

部门许可和检验检疫的情况下，三

名被告人通过互联网从菲律宾、印

度尼西亚等国购买上述蝴蝶标本

总计 9 个邮包，冒用“裙子”“艺术

品”等名义邮寄走私进口，欲经加

工、装裱后倒卖牟利。 除 4 个国际

邮包被海关依法查处外，其余均已

妥投。

虽然被告人购买蝴蝶及其制

品的花费是 2 万余元， 但经鉴定，

涉案蝴蝶的总价值高达 150 余万

元。

法律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除了涉及动物活体之外， 还延伸到动物制品， 非法收购、 运输、 出售国

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 都可能涉嫌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