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 龟 之泪
全球海龟生存现状



 

摘要

    海龟 在地球上已经存在了一亿年。作为最古老而美丽的物种之一，它们在全世界都备受青睐。但因为受到诸多人类

活动的威胁，全部七种海龟都有灭绝的风险。它们面临的压力来自人类对海龟蛋、肉和壳的需求，以及亚洲、非洲和加勒比海

地区的非法捕捞。通常海龟制品被当作一种蛋白质来源、或被视为具有药用和审美价值。在针对海龟的捕捞之外，误捕和不断

扩大地渔业作业也导致海龟数量急剧下降。海岸线开发使海龟筑巢地和栖息地大量减少。海洋中的垃圾和塑料严重威胁海洋生物

的生存。海龟也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高度敏感：海平面上升导致筑巢地进一步萎缩；同时，温度升高会导致雌性海龟出生率变高

，从而造成种群性别比例失调。

        所有种类海龟的国际贸易都是被禁止的。中国也把其中五种能在中国水域 发现的海龟列为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即便如此，海龟非法贸易依然存在。2017年

北海和三亚的

底，野生救援（WildAid）委托 调 研机构英德知联恒（Intage）对北京、上海、广州、

1500名消费者进行调查，期望进一步了解海龟制品消费和公众意识现状。调查结果显 示：62% 的受访者知道

市场上销售的

能购买

玳瑁首饰、工艺品和雕刻品等的原料是海龟壳；17%的受访者曾经购买过海龟制品，22%的受访者未来有可

；接近80%的人选择购买玳瑁工艺品，大部分原因是喜欢其优美的外观；69%的受访者表 示“ 旅游纪念品商店”是

他们购买海龟制品的主要渠道，而其中一半以上是从“导游或旅游团”处获得的信息 ；在选择不 购买海龟制品的受访者中，

接近七成的人表示想保护海龟，还有超过五成的人认为海龟制品的制作过程太过残忍；84%的 受访者知道海龟是濒危野生

动物，但仅 有 2 1%的人了解所有海龟都属于濒危物种；也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盗猎海龟的 情况比较严重。

        调查结果表明，在提升公众对“买卖海龟制品是违法行为”的意识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针对旅游行业。

同时，加强宣传教育，让公众了解海龟的濒危状况，并立刻采取积极行动才能使海龟继续生存下去。95%的受访者都支持中

国提升海龟的保护等级，这也给海龟的未来带来了希望。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请访问官网 www.wildaid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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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救援（WildAid）是2000年在美国注册的非营利非政府国际环保组织。野生救援的使命是终结非法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贸易和减缓气候变

化。野生救援的工作是与国内外政商领袖、名人明星合作，宣传拒绝购买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鼓励公众选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从而达到保

护野生动物和保护环境的目的。野生救援传递的信息简短有力：“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在中国内地，每年野生救援的公益宣传片和宣

传活动可覆盖上亿公众。自2004年在中国开展工作以来，野生救援已经逐渐成长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组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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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龟概括

     世界上共有7种海龟，其中5种分布在全球，2种分布在墨西哥湾和大洋洲的区域。这5种全球分布的海龟都在中国被发现，并被

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下表总结了所有7种海龟，以及它们在全球和中国的相关保护状态。

家族

中文名称           棱皮龟                     玳瑁              绿蠵龟/绿海龟         赤蠵龟/蠵龟                                            太平洋丽龟                         肯氏丽龟                        平背龟

拉丁文名称     Dermochelys coriacea     Eretmochelys imbricata    Chelonia mydas         Caretta caretta                                                   Lepidochelys olivacea              Lepidochelys kempii            Natator depressus

全球分布
全球：
热带和温带水域；
分布最广泛的种群

全球：
热带和亚热带水域

全球：
热带和温带水域

全球：
热带和温带水域

全球：
热带和亚热带水域

主要分布在墨西哥湾
只分布在澳大利
亚和巴布亚新几
内亚

中国分布    中国东海，南海             海岸沿线       海岸沿线          黄海，中国东海                                    中国南海                  没有              没有

成年体重      270-680千克            40-68千克     68-180千克        180-180千克                                  35-50千克               约45千克          约90千克

成年长度       140-160厘米            76-89厘米         78-120厘米         83-122厘米                                           60-72厘米                       60-72厘米                   约100厘米 

估计数量
约34-35k只
筑巢雌龟

约20-23k只
筑巢雌龟

约85-90k只
筑巢雌龟

约40-50k只
筑巢雌龟

约800k只
筑巢雌龟

约7-9k只
筑巢雌龟

约20k只
筑巢雌龟

躯体扁平 特征 革质皮肤
尖的鹰嘴状，
独特的贝壳

绿色的脂
肪和软骨

大头，
强而有力的颌

橄榄绿色龟壳
强而有力的颌，
三角形的头部

海参、水母等食物
水母和其他
软体动物

海绵动物、藻类 海草,藻类 甲壳类动物
海藻、螃蟹、虾、
鱼、龙虾等

螃蟹,鱼,水母,
软体动物

濒临绝种
野生动植物
国际贸易公约

附件I

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

     易危               极危   濒危           易危                                                     易危                                 极危                         数据缺乏 

中国保护等级                                          国家二级保护                                                                                                             不适用                         不适用

威
胁
与
保
护

物
种
概
述

棱皮龟科 海龟科

主要威胁 误捕及污染
因获取龟壳
而遭到捕捞

因获取龟蛋和
龟肉而遭到捕捞

筑巢地减少
因获取龟蛋和
龟肉而遭到捕捞

因获取龟蛋和
龟肉而遭到捕捞

数据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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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海龟种群概况及受保护情况

棱皮龟科

海龟科



      世界各地的海岸线由于工业化 、城市化及旅游业而迅速

发展 ，使得海龟可筑巢的海滩减少了。首先，自 然 海滩的萎

缩直接减少了海龟筑巢产卵的空间。其次，海岸线上的人工

围堤和其他人工构筑物可能会减少仅存自然海滩的筑巢面积，

并限制雌海龟选择最佳的产卵地点。 此外，人类活动的增加

和海岸开发的光污染也会阻碍雌海龟在海滩上筑巢。对于海

龟来说，这个问题比对其他物种更具影响，因为一些种类的

海龟，尤其是玳瑁，有一种习性——它们在经过几十年的成

长之后，仍会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产蛋。

      除了栖息地破坏，可持续的食物来源遭到破坏也对全球

海龟种群的延续构成了重大威胁。一些海龟以珊瑚礁和海草

床为栖息地，由于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这类海洋生态系统

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这无疑会减少海龟的食物来源。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和平均气温上升将在两方面对全球海龟种群的

延续产生负面影响 。首先，预计海平面上升和全球变暖将进

一步减少海龟的筑巢海滩。其次，气温升高也会改变新孵化

海龟的性别平衡 ，以 及 对 长 期 的 繁 殖 能 力 造 成 负 面 影 响 。

和其他爬行动物一样，海龟也具有温度决定性别的特性。海

龟蛋孵化环境的温度决定了海龟的性别，在巢中较冷部分的

蛋会变成雄龟，而在温暖的巢中的蛋则会变成雌龟。 因此，

总体平均温度的上升可能会产生更多的雌性后代，进而破坏

健康繁殖所需的性别平衡。

风险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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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和威胁

栖息地的破坏

8

人类的利用
      海龟制品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利用：绿海龟和棱皮龟的肉、赤蠵龟和太平洋丽龟的蛋一直被东南亚、南亚、非洲和加勒比地

区的渔民们作为补充蛋白质和营养的重要来源。玳瑁的壳或者整只玳瑁标本则常常被用于装饰和制作纪念品。在这些行为中，有

的是因为经济因素导致沿岸渔民缺乏可替代的食物和蛋白来源，也有的是因为传统习俗。



利用海龟壳
        海龟壳在中国、日本、东南亚和加勒比海地区被广泛用于制作各种装饰物，包括：

        在中国，用整只海龟标本作家居装饰很流行，通常选择的是玳瑁，因为它们拥有独一无二的外形、美丽的龟壳和刚好适合

摆放在家里的尺寸。当然市场上也有绿海龟标本用于家居装饰，但比玳瑁的数量要少得多。

        玳瑁壳制作的各种首饰和装饰品在世界各地都很受欢迎。最常见的有手链或手镯，因为它们的尺寸、形状刚好可以完美展

现玳瑁壳美丽的颜色和图案。

        此外，玳瑁的壳还广泛用于装饰一些小件物品，如梳子、眼镜框和扇子，也被用来做弹奏古筝的拨片。

食用海龟蛋
      海龟蛋在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加勒比地区都被普遍视为蛋白质的来源。在加勒比地区，海龟蛋在市场和本地餐厅都能轻易

找到。而盗猎海龟蛋现象在亚洲和非洲也越来越严重，尤其在马来西亚、印尼婆罗洲、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肯尼亚。 尽管吃海龟

蛋只是马来西亚本土的习俗，但本土的海龟蛋远远满足不了沙巴，沙捞越和登嘉楼三个州的需求，这便催生了从菲律宾和印尼

婆罗洲到马来西亚的海龟蛋走私和非法交易活动。尽管马来西亚政府已经禁止国内售卖任何海龟产品，但在这些以吃海龟蛋为

传统习俗的州，海龟蛋仍然能在水产市场里找到。基于海龟的孵化率和存活率 相对较低，这些大规模的海龟蛋盗猎和非法走私

活动对海龟的数量和物种的可持续性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食用海龟肉
      和海龟蛋一样，海龟肉也被广泛作为沿海居民的蛋白质来源。近年来海龟数量的急剧减少限制了印尼巴厘岛的海龟食用量，

那里曾是绿海龟食用和贸易的热点地区。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孟加拉，偷捕海龟获取龟肉也很普遍。食用海龟的个案在泰国、缅

甸、斯里兰卡及马尔代夫都有报道。在亚洲其他国家，如中国和菲律宾，食用海龟肉往往是由于误捕。在非洲，整个非洲东海

岸，科摩罗群岛及马约特岛偷捕海龟获取龟肉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泰国、马达加斯加以及南太平洋一些国家都有因食用海龟肉

中毒致死的报道。尽管食用海龟肉的风险增加，但在许多地区这种现象依然存在。

      世界上一些人也为所谓的疗效而食用海龟身体的其他部分，包括龟油，龟血和睾丸。例如，中医认为海龟肉、海龟蛋、海龟

肝脏、胆囊、血液、龟壳及龟足有药用价值。

风险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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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海龟的驱动因素

中国、越南：海龟标本作为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巴布亚新几内亚：传统上用龟壳做女子的耳坠及其它饰品

中国、越南：用于传统医药；在中国，海龟的各个部分被认为可以缓解哮喘并壮阳
肯尼亚：龟油用来治疗哮喘、阳痿及不育症等等疾病
北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认为龟血及睾丸有药用价值
马尔代夫：认为龟脂可激发性欲
马来西亚登嘉楼州:认为龟蛋可治疗哮喘与壮阳

缅甸：沿海居民将活海龟供奉给神灵
印尼巴厘岛：一些巴厘印度教仪式用活海龟献祭

缺少其他的蛋白质来源
旅游业带来的对本地纪念品的需求，包括海龟产品

传 统

药 效

宗 教 因 素

经 济 因 素

尽管存在地域差别，消费海龟产品的地区都有相同特征。例如，为了药用价值食用海龟的地区普遍相信海龟可以治疗哮喘和壮

阳。

表二：利用海龟的原因（非全部）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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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威胁 需求 贸易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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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例：        龟蛋           龟肉          海龟制成的工艺品            龟蛋贸易             海龟工艺品贸易

图一：东亚、东南亚及南亚海龟制品贸易概况

海龟贸易
      在跨境贸易的推动下，人类对海龟破坏性捕捞的负面影响进一步加剧。尽管国际上禁止海龟贸易，但各种海龟产品的销售仍

然遍布全球。海龟蛋贸易只是区域现象，但玳瑁壳制品贸易却存在于加勒比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更大范围内。

      加勒比地区许多居民传统上以各种形式利用海龟，包括吃龟蛋、龟肉和制作工艺品。旅游业的增长，特别是美国、加拿大以

及欧洲游客的增加刺激了对玳瑁工艺品的需求，尤其是在古巴、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尽管加勒比地区与中国——

这个新兴的玳瑁市场——的主要贸易关系尚未建立，但加勒比地区与日本历史上存在着可观的玳瑁贸易。如果监管和执法不力，

这两个地区之间巨大的价格落差将促使贸易死灰复燃。

      因其曾经蓬勃发展的传统玳瑁手工艺（bekko）产业，日本传统上也是海龟贸易的热点地区。即使在1980年加入了《濒临绝

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日本仍实施了一个过渡期，将其每年的玳瑁制品进口量保持在30吨左右的高位。直到

1994年7月，日本才全面禁止进口新的玳瑁制品。同时，日本对于玳瑁制品贸易的执法力度，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虽然加勒

比海和日本过去曾是海龟贸易的热点地区，但中国人喜爱海龟制品的传统、日益增长的消费能力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结合，推动了

中国成为全球海龟制品需求的主要增长点和新的亚洲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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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来源 http://bzdt.nasg.gov.cn/

广东汕头南澳岛旅游纪念品店出售的海龟标本  摄影：马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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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贸易
      随着中国近海海龟数量的枯竭，市场对玳瑁等海龟制品的需求推动了中国渔民走向了东南亚海龟丰富的水域——特别是菲

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珊瑚礁三角区（Coral Triangle）——捕捞海龟。由此滋生了几条主要的从这个地区进入中国

的走私网络。这种非法交易大多发生在中国南海以及中国与越南的边界。而个人和游客携带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海龟制品也是中

国国内海龟贸易的一个渠道来源。在菲律宾和越南的黑市上，一只玳瑁壳的价格大约是70美元，而在中国，一个制作好的玳瑁

标本销售价高达1000-2000美元（2016年和2017年的数据）。尽管各相关国家的政府加大了打击非法贸易的力度，但是在高

利润差的驱使下，仍然有很多中国和东南亚渔民和商家从事这项非法贸易。

海龟制品需求
      中国一直有把海龟作为食物、名贵饰品和工具的材料的传统。2017年底，野生救援（WildAid）委托调研机构英德知联恒

（Intage）对北京、上海、广州、北海和三亚的1500名消费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7%的受访者曾经买过海龟制品；22%

的受访者考虑未来购买海龟制品。在购买海龟制品的人当中，79%选择了手镯等首饰和工艺品。  玳瑁制成的产品特别受欢迎，

原因有几个：首先，就像世界各地一样，中国消费者喜爱玳瑁壳独特而美丽的图案，而卖家常常把玳瑁比作“天然宝石”。根

据野生救援的调查：61%的受访者因为“美观”而购买海龟制品；  此外，相比于绿海龟，玳瑁的尺寸要小的多，更适合摆放

在家中，玳瑁因此被赋予能为家庭带来财富和幸运的寓意而受到推崇；调查显示：有40%的消费者把海龟视为“显示身份”的

象征，39%的消费者是出于“镇宅、辟邪”的考虑；  第三，中国民间传说玳瑁是四大神兽之一，象征长寿，这也使玳瑁标本

被列为十大镇宅辟邪物品之一。

图三：进入中国的主要贸易路线

图二：中国五个城市海归消费调查（2017）

                     表示从珊瑚礁三角区（Coral Triangle）捕捞海龟，走私死海龟——大部分是未经处理或轻度处理的玳瑁——到中

国海南省，在那里进行进一步处理和加工变成成品。

                  表示从珊瑚礁三角区捕捞海龟， 在越南进行处理和加工，然后成品或半成品通过从越南到广西防城港的陆上边境

走私渠道，进入广西北海。海南和北海本身是海龟制品销售的重要市场，但成品也销往中国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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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首饰和工艺品
79%

                     表示从珊瑚礁三角区（Coral Triangle）捕捞海龟，走私死海龟——大部分是未经处理或轻度处理的玳瑁——到中

国海南省，在那里进行进一步处理和加工变成成品。

                  表示从珊瑚礁三角区捕捞海龟， 在越南进行处理和加工，然后成品或半成品通过从越南到广西防城港的陆上边境

走私渠道，进入广西北海。海南和北海本身是海龟制品销售的重要市场，但成品也销往中国其他城市。

地图来源 http://bzdt.nasg.gov.cn/

海南省

台湾省



中国南海的非法贸易

      作为附近国家的航运和捕鱼活动的交汇点，南海广阔的海域已成为海龟非法贸易的温床。海南的渔民（主要是琼海市东海

岸谭门镇的渔民）在公海上与菲律宾和越南的渔船进行地下交易。这片水域目前没有统一的执法单位，大量的捕捞活动缺乏可

行的边防检查机制，这意味着从事地下交易的渔船可以轻易躲避检查。因此近年来，尽管在潭门地区发生了大量查没玳瑁制品

的案件，但中国并没有关于“有关部门对返回渔船交易海龟的行为进行拦截情况”的重大报道。

      在菲律宾，偏远的西南岛屿巴拉巴克已经成为偷捕海龟的集散中心。偷猎和贩卖玳瑁为当地渔民提供了额外的收入。无论

是价格利润差异还是菲律宾渔民的平均低收入水平，都激励这他们从事这一非法贸易。例如在2014年的一个极端案例中，一

艘来自海南的渔船只是通过与渔民交换大米、食用油、啤酒和饼干，就获得了24只活海龟。  还有一些案件表明，除了菲律宾

的偷猎者，越南的偷捕者也在这些水域活动。他们要么像菲律宾渔民一样与海南的偷猎者进行直接交易，要么把越南作为中转

地，进而把海龟走私到中国。

      那些在海上从菲律宾或越南渔民手里购买或交换来的海龟，被运到海南岛东海岸的最重要渔港——琼海市潭门镇，这里也

是中国最重要的玳瑁制品生产和贸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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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南海，越南是另一条向中国走私海龟产品的主要贸易途径，类似现象也出现在许多其他野生动物进入中国的非法交易中。

在广西自治区和越南之间，特别是在防城港市的边境地区，由于两个国家之间仅隔一条狭窄河流，且大量的船只停靠在附近进行

捕鱼及跨境运输，从而促使了各种物品的走私，其中包括玳瑁海龟的整只标本、部件、壳及玳瑁制成品。这条贸易渠道主要为广

西北海的玳瑁制品市场供货。从2013至2017年间，至少有7宗跨境走私案被披露，涉案共计199个标本及153只活海龟，其中主要

是玳瑁海龟（详见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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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表格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南海的非法海龟交易。从表格中可以看出，菲律宾是海龟（特别是玳瑁）的最主要来源。

表三 中国南海海龟非法贸易案例

涉案内容

300只海龟

500多只海龟

24只海龟

31只活海龟

3只绿海龟

100多只玳瑁海龟尸体

15只绿海龟

70只玳瑁海龟尸体

时间 地点 事件

2013年10月 菲律宾，巴拉望岛附近
菲律宾当局逮捕了13名越南籍海龟偷猎

者

2014年5月 中国南海
菲律宾当局起诉海南琼海09063号渔船

上9名中国渔民偷捕活动

2014年10月 海南琼海03168号渔船 2名海南渔民用大米、油、啤酒及饼
干与菲律宾渔民交换24只海龟

2014年12月 菲律宾，巴拉巴克岛 菲律宾海军发现藏匿海龟，准备运往中
国黑市交易

7只活海龟及140只经
化学处理的玳瑁海龟

2015年1月 印度尼西亚，巴布亚 印尼警方缴获越南鲨鱼偷捕船上物品并
击沉该船

50只玳瑁海龟

2016年4月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巴厘岛警方解救待走私到中国的一批海龟

2016年3月 东沙群岛附近海域
台湾执法者从海南琼海05055号渔船上
缴获相关物品，包括珊瑚、海龟

2016年7月 菲律宾，南巴拉望岛
在一艘废弃摩托艇上发现100多只玳瑁

海龟尸体。这批海龟预计应运往越南。

2017年1月 菲律宾，巴拉巴克岛 菲律宾执法者从当地渔船上缴获一批海龟

2017年7月 菲律宾，巴拉望岛
菲律宾警方逮捕2名当地偷捕者，他们

涉嫌向中国渔民销售偷捕海龟

23

24

25

26

27

28

30

32

29

31

22

被执法机关查获的非法捕捞的海龟，照片由海南师范大学史海涛教授提供



表四：广西中越边境主要截获走私案件表(非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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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与中国之间的海龟交易量可能比中国海关查获的数量要大得多。例如，2014年在越南芽庄附近的一个巨大海龟仓库

发现了7000多只死海龟，而且在当地政府的知晓及保护下长期运作。   这无疑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单次缴获量，同时

也表明了这一交易中供求关系的平稳性。《国家地理》杂志2016年的一项报道中指出，涉嫌参与该仓库及其相关非法海龟交

易的高层交易者并未被逮捕，揭露了执法者对该项事件的执法缺失。

      越南偷猎者不仅在中国南海和珊瑚礁三角区从事偷猎和走私活动中，同时和菲律宾渔民在南海进行非法交易。最近从越

南走私到中国的玳瑁表明，越南的玳瑁制品加工和制造产业正在迅猛发展。在中国南海主要交易的是未经处理的或轻度处理

的海龟，而越南的走私品中成品占很高比例，尤其是准备出售给终端客户的完整标本。因此，越南不仅是从海龟捕捞到向中

国走私的重要贸易中转站，而且也是中国市场上的玳瑁制品成品的生产者之一。

      除了从越南走私到中国的、由中国游客带回的、以及从日本等地寄来的成品玳瑁制品，市场上大部分成品玳瑁都是在中

国制造的。国内的加工和生产集中在海南省潭门。在那里海龟制品的原料很容易从南海的非法贸易中获得。从2013年开始，

当地政府大力支持用珊瑚和砗磲等材料加工和制造纪念品和工艺品，使之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生产和销售这些产品的车间

和商店通常也生产海龟制品。2017年1月1日，海南省实施《海南省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全面禁止出售、购买、利用珊

瑚礁、砗磲及其制品，海南潭门的海龟加工行业因此遭受了重大打击。这可能表明，市场上的成品要么来自更隐蔽的地下加

工，要么来自从越南采购的成品比例增加了。

      海龟制品的销售热点包括潭门本身，以及三亚和海口等旅游目的地城市。这些地方销售的海龟制品都来自潭门和广西北

海，它们都是由越南走私而来。 2015年6月，央视的一期报道称，潭门的工艺品购物街到处都有全玳瑁做的标本和较小的商

品出售，玳瑁标本的售价在8000 - 19000元之间。  但是有报道称，这一活跃的市场受到了取缔砗磲销售的新禁令的影响。

海南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三亚的机场发生过多起从返程游客行李中查出玳瑁制品的事件。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17年6月，

安检人员没收了一名乘客行李中的一整个玳瑁标本。

      2017年5月，TRAFFIC与北海警方协作开展非法贸易调查，查扣了2.66公斤的玳瑁制品和一只活体及一个玳瑁标本。

过去，海南和广西的旅游从业者把玳瑁制品作为旅游纪念品推荐给游客，甚至把它列为“必买品”。甚至一些主流旅游公司，

例如中国国旅（CITS）的网站上就有这样的推荐。  一些团队游也把购买玳瑁纪念品列为行程中的一站。  野生救援的海龟

消费情况调查显示：69%的受访者主要在国内旅游纪念品商店购买海龟制品；21%的人在境外购买；54%的受访者表示曾被

导游或旅行团推荐购买海龟制品；35%的人在网上旅游攻略中读到过相关信息。

      除了海南和广西，海龟制品在中国的其他主要城市也有分布和销售，主要是古玩城和珠宝店。2017年11月，北京红桥市

场内的一个主要珠宝供货商被发现销售玳瑁手镯。甚至连遥远的内陆城市呼和浩特也出现了销售玳瑁制品的商店。

      在中国，线上交易又为海龟制品的买卖打开了一个新的平台。尽管玳瑁制品在淘宝、京东这样的主要零售平台上几乎很

少出现，但是在一些较小的主营古玩和珠宝的线上零售平台却十分普遍。  为了逃避日益严格的规则和管控，商家一般在网

站上发布产品信息，然后和有兴趣的买家私下交易。通常产品照片会附带一个联系号码，或者附一个微信二维码，这对执法

造成了很大困难。

时间 地点

2013年4月                               广西防城港                                                            24只玳瑁标本

2013年5月                               广西防城港                                                             9只玳瑁标本

2013年9月                               广西防城港                                                             17只玳瑁标本

  2014年11月                    越南芽庄郊区 
经过3年的卧底调查，在一个

隐藏的仓库里发现7000只死海龟，重约10吨。

2017年7月                                 广西防城港                                                              38只玳瑁标本 

2016年9月                                广西防城港                                                            153 只幼年玳瑁

2016年11月                                  广西南宁                                                              109 只玳瑁

2017年6月                                 广西防城港                                                  2只玳瑁标本，与鲨鱼皮混合

2017年7月           巴黎戴高乐机场(货运，从古巴飞往越南的航班)                                    0.5吨玳瑁壳

45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国内加工、运输、销售



表六：从境外归国旅客和入境包裹中查获收缴的海龟制品案例（不完全统计）

加勒比地区向中国走私

      玳瑁制品交易在加勒比海及美洲地区很普遍，加勒比海地区玳瑁原材料和制品出口曾一度成为日本玳瑁手工艺（bekko）的原

料来源。  尽管到目前为止，勒比海地区和中国之间还没有大规模的交易网络，但是已经有一些个案出现。曾经有过两起在古巴的

中国留学生携带大量玳瑁原料回国的案件，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一名从古巴回成都的中国留学生携带了165片玳瑁壳；             

2016年，一名中国留学生试图携带28公斤的玳瑁壳和制品壳从古巴前往北京。  更大规模的案件是法国当局在2017年7月拦截到

了一批重达半吨的从古巴运往越南的玳瑁壳和制品， 这表明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非法走私网络已经延伸到拉丁美洲原料产地，而且

中国市场的需求持续强劲增长。

香港向内地走私

      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交界口岸已发现了多起玳瑁走私案件，特别是福田口岸。与内地海关相比，香港海关对到港旅客的检查较为

宽松，而香港和菲律宾之间的广泛联系，使得香港成为了走私海龟原料的一个非主要却很吸引力的渠道。这些案例也表明：需要

香港海关加强其边检能力以阻止这些货品从原产地流进香港，而且需要更多香港与内地执法部门的有效协作。

旅游购买和海外邮购

      中国游客从海外旅游目的地购买海龟制品（以玳瑁为主）是中国市场海龟交易的又一主要途径。近年来已发生多起在中国机场

截获游客带回海龟制品的案件，特别是从东南亚国家。这些案件不仅包含走私者带回自己用的，还有的是卖给在中国的供应商。

也有人从境外直接购买海龟制品并邮寄回国，其中大多数是从日本购买的。

      从旅游目的地购买海龟制品，特别是玳瑁制品，在中国越来越普遍。虽然一些热门旅游目的地诸如印度尼西亚（例如达拉湾）、

越南、日本、帕劳对买卖海龟制品有管制，但依然是合法行为。海龟制品往往和象牙、犀牛角等受中国游客欢迎的非法野生动物

制品一起销售。例如，安哥拉的艺术工艺品市场特别喜欢向中国游客兜售象牙制品和整只海龟标本，老挝首都万象的三江市场也

有成片店铺销售象牙、犀牛角、虎骨和海龟制品。

      很多的中国游客甚至不知道购买海龟制品并且携带入境是违法行为，这类情况在海龟制品管制不严格的旅游国家尤甚。根据野

生救援的海龟消费调查：明确认知在中国购买海龟是不合法的受访者只占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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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走私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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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地 点         来 源               收 缴 内 容

64

66

70

72

65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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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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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从香港向内地走私海龟的案件



      虽然玳瑁制品买卖是目前最紧迫的问题，但中国沿海地区的海龟肉类消费问题同样不容忽视。广东省东部潮汕地区的传统

观念认为海龟肉有清肺止咳的药用价值。2014年11月，网上流传出一段惠来县海龟宰杀场的视频，经调查这些海龟来自临近的

浙江省和福建省。汕头科技协会发布了一篇科普文章回应此次事件，阐述虽然海龟肉可能会有一些清肺的功效，但是远不如甲

鱼效果好，而甲鱼是允许养殖和销售的，并呼吁当地居民采用其他效果相似的食品来代替。

      广西沿海和广东西部地区也有食用海龟肉的习惯。最近一次有关贩卖海龟肉恶性事件的报道在2016年12月，徐闻县（广东

西部）的渔民捕捞的208公斤的赤蠵龟在海滩被宰杀，以140元每公斤的价格直接卖给当地居民。所有的海龟肉在两个小时内

销售一空，说明海龟肉在当地的确非常受欢迎。

国际保护法律条文（WIP）
      在国际上，全部七种海龟都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CITES附录I代表此物种受到贸易

威胁并有灭绝危险。CITES禁止缔约国间进行附录I物种的国际贸易，除非是针对非经济目的使用。

      几乎全部消费海龟的国家都是CITES缔约国。但是，针对海龟制品非法贸易的法律监管力度在各个缔约国有很大的差异。有

的成员国，比如帕劳和格林尼达，拥有监管下的合法国内海龟制品贸易市场。但是其他有消费海龟制品传统的或者海龟贸易对于

本国经济较为重要的国家，常常不会主动地抵制和取缔这些贸易。

中国的保护现状和措施
中国的法律保护现状

      中国自从1981年开始成为CITES缔约国。从1988年以来，在中国水域可以发现的全部的五种海龟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植物保护法》规定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作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所有对于海龟的抓捕，购买，出售，运输，持有和使用都是违

法行为。但是，对于海龟针对科研目的的研究，驯化，繁育和陈列是允许的，前提是已经通过了省级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部门的

审批。如果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则需要通过国家级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部门的审批。

      中国的一级保护动物名单和二级保护动物名单自从宣布以来，并没有过显著的变化。现在这份名单或许已经不能充分地体现野

生动植物保护的现状和需求。一直以来都有在中国加强针对海龟合法保护力度的呼吁。在2006年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国内海洋野

生动植物保护专家达成了一份关于增强海龟保护力度的上报国务院的会议共识。   2016年，来自广州惠州的人大代表黄细花，在

人民代表大会上同其他十位人大代表共同呼吁将海龟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她所来自的惠州拥有中国唯一

的国家级海龟自然保护区。

      中国国家农业部积极回应了黄细花的提案，并承诺将在接下来的国家保护动物名单的修订中，把中国境内的五种海龟从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提升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但是，截至到2017年11月，修订后的名单还没有宣布，所以海龟在官方的定义中还是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   野生救援的海龟消费调查显示：95%的受访者支持将海龟提升至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表示从珊瑚礁三角区（Coral Triangle）捕捞海龟，走私死海龟——大部分是未经处理或轻度处理的玳瑁——到中

国海南省，在那里进行进一步处理和加工变成成品。

                  表示从珊瑚礁三角区捕捞海龟， 在越南进行处理和加工，然后成品或半成品通过从越南到广西防城港的陆上边境

走私渠道，进入广西北海。海南和北海本身是海龟制品销售的重要市场，但成品也销往中国其他城市。

 肉类消费

76

77

78

79

75

中国：威胁 需求 贸易现状

第 1 7 页

当前的保护措施

      虽然海龟是受保护的动物，但公众对此并不十分了解。这点可以从2014年一起从重庆运输海龟肉到四川乡下延误的事件

中看出。在案例中，媒体关注的是运 输不及时导致了海龟肉变质不能食用，而对于购买、运输和食用海龟肉是违法行为这件事

却只字未提。另外，有报道提到有人从渔民手中购买渔民兼捕的海龟以放回大海，避免这些海龟被肉用或者制成海龟制品。但是

实际上，虽然这样的行为虽然出于

兼捕海龟的行为。

好意，但是却是构成了购买保护动物的违法行为，同时这也潜在地鼓励和刺激了更多的出售

政府层面的其他海龟保护措施

      除了将海龟列为国家保护动物，中国政府还沿海龟栖息的海岸线建立了一些自然保护区，以保护海龟的筑巢地，这对于海

龟种群的延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保护区无疑帮助保护了中国沿海海龟的筑巢环境和种群可延续性，但是相比于整个中国对

于全球海龟种群的影响，这些保护措施收到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这些保护区主要针对绿海龟，而非玳瑁。

广东省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由广东省政府在1985年成立，在1992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

专门针对海龟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并且也是中国大陆海岸线上仅剩的一个可供海龟（主要是绿海龟）筑巢繁育的地点。除去保

护自然环境，减少人类在海龟繁育海滩上的活动之外，保护区也与附近水域的渔民合作监控兼捕现象，以及营救兼捕海龟。

      虽然政府和当地组织采取了这些措施减少人类对于繁育海龟的影响，但在最近几十年中，保护区内繁育的海龟数量仍然呈

现急剧下降的态势。在最近几年，只有2-3只海龟被观测到在惠东海滩上繁育，而几十年前这个数字是500左右。为了扭转这

一趋势，保护区2017年研发了人工孵蛋技术来提升数量稀少的海龟蛋的孵化率。比如，通过人工手段饲养孵化后的幼龟一段时

间，保护区已经将孵化后的幼年海龟成活率从0.1%提升到90%。

海南省三沙市七连屿海龟保护站

      该地管辖的地方自然保护区是在2012年三沙市建市之后成立的。该保护区位于中国南海中央的西沙群岛中的一个小岛上。

建成以来，保护区所记录下的情况比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情况乐观许多。通过专人监视海龟下蛋的行为，驱赶潜在的

偷猎者和救助受伤海龟，在保护区所属岛屿上的供海龟下蛋的巢穴已经从2014年的52个快速增长到了2016年的152个。

当前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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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保护努力
      作为海洋生物制品供应和加工的中心，海南也出台了更严格的措施来控制海洋生物的制作和交易。除了为鼓励渔民以

旅游业等为营生手段，停止从事非法捕捞，海南近期出台了《海南省生态保护与建设行动计划(2017-2020年)》。 此项

规定特别指出了地方政府对于加强包括玳瑁和其他海龟在内的珍稀海洋生物栖息地的保护承诺。就具体措施而言，2016

年6月，海南发起了一项联合行动以打击海龟、砗磲、珊瑚制品的非法销售活动。2017年初开始生效的《海南省珊瑚礁和

砗磲保护规定》  禁止了任何形式的珊瑚、砗磲及其制品的生产销售活动。尽管这项规定不是直接针对海龟，但这些海洋

生物制品的处理销售过程是紧密相关的。因此随着针对这些非法制品销售的执法活动的加紧，相关产业受到了直接的打

击，同时受影响的还有潭门、琼海两地依赖于加工销售砗磲及其他类似海洋生物制品的非法经济。

减少需求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消费无疑是目前非法海龟贸易最主要的动因。打击非法盗猎和海龟贸易需要解决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游客购买仍是当地和国际海龟制品消费的主要因素，加强海龟制品交易热点地区游客的教育，对于减

少海龟需求和消费至关重要。就中国国内地区而言，应重点关注海南海口及广西北海两个地区。联合当地机场、火车站发布拒

绝购买海龟制品的警示信息，联合旅游机构给所有赴当地旅游的旅客发送短信，这两个方式都可以有效地影响旅游者。

      至于海外游客，应重点关注在受中国游客青睐的东南亚地区旅游目的地，尤其是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这些国家中

有的是向中国提供海龟的源头地，有的本身就是海龟制品的交易市场。联合与这些目的地有航班往来的中国国内各个机场和中

国海关边检，能有效地教育出境游客。同样的，在国外旅游中，通过与组团旅行社和提供旅游信息攻略的在线平台合作，也可

以有效地教育规劝旅游者。

加强执法
      由于与中国有关的海龟交易已经成为一个国际问题，针对海龟非法贸易的有效的执法需要联合所有有关的国家和地区政府。

中国执法部门不仅应当加强与提供海龟和海龟制成品的菲律宾、越南、印尼等来源国合作，也应当加强与交易中转站香港特别

行政区和日本的有关合作。

      同时，建立向相关渔业部门汇报误捕和受伤海龟的热线和举报机制也十分必要。在中国境内，误捕是海龟肉市场重要的原

料来源。渔民通常可以避过有关执法向地下买家销售他们的误捕产品。个人动物保护者通常只能自己向渔民买下这些误捕的海

龟来避免海龟进入销售市场。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追踪、监控、举报系统可以提高贩卖海龟的风险和违法成本。也可以进一

步鼓励渔民放归或将误捕的海龟交给援救中心。

非政府组织的海龟的保护努力和行动

      不少本地和国际的非政府组织也为中国海龟的保护事业做出了努力。但是这些组织主要关注受伤或误捕海龟的救援工作，或者

联合当地执法部门从生产商和零售商处鉴别、没收海龟制品。这些行动也为开展针对海龟制品消费者的宣传教育行动创造了机会。

      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于2014年建立了海龟救援与教育中心。这个由10个学院教职工和20个学生所组成的中心，主要工

作是救援并治疗在海滩上发现和因渔民误捕而受伤的海龟。到2017年5月为止，中心已救援了共51只绿海龟，玳瑁和赤蠵龟。此

外，中心还与911国际海龟救助组织（Sea Turtles 911）合作，通过在放归的治愈海龟上安装GPS定位系统建立了海龟活动的基

础数据库。

      911国际海龟救助组织由一位在海南出生的华裔美国人Frederic Yeh，于2008年在夏威夷创立。组织工作主要集中在海南。

工作重心是救援非法捕捉的海龟及其放归，同时唤起公众意识。911国际海龟救援组织在海南陵水建立了海龟医院，帮助海龟康复

同时为放归做准备。这个组织多次在海南组织曝光率极高的活动，并邀请姚明等名人明星来唤起公众对保护海龟的意识。

      TRAFFIC在中国也开展了海龟保护活动。一方面提升公众对此类问题的意识，一方面帮助地方政府管控此类问题。此前，

TRAFFIC在广西北海开展过卧底调查活动，并帮助北海警方鉴别没收在当地市场上销售的海龟制品。此外，TRAFFIC还与中国

在线旅游产品提供商合作，推进东南亚主要中国游客观光地导游的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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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处理加工海龟制品的过程非常残忍  在有些地区，剥制玳

瑁的过程中需要清除动物的内脏和肉。有些制作者为了确保成

品的外观和成色，会在玳瑁还活着的时候进行加工。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海龟的尊敬  海龟作为长寿和幸运的象

征备受尊崇。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中国沿海地区的渔民会放走误

捕的海龟。不幸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财富积累，

这一传统被扭曲成了消费海龟产品的驱动因素。对海龟的喜爱

不应通过在家中装饰它们的标本或者穿着它们身体的一部分来

实现，而是应该通过与它们和谐共处，保护它们的栖息地来实

现。

         海龟肉中可能含有毒素尽管大众相信海龟肉会有保健作用，

但实际上海龟肉正因为海洋污染而会对人体产生危险的影响。

近年，包括菲律宾、泰国、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在内的多地都有

关于食用海龟肉而致病、致死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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