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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簡介修訂《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易公約際貿易公約》附錄的提案



《《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易公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易公
約約》》

第 15 屆《公約》締約國大會將於
2010 年 3 月於卡塔爾舉行

《公約》秘書處收到 42 個關於修訂
《公約》附錄動植物種的提案



修訂修訂《《公約公約》》附錄的附錄的建議建議



列入附錄Ｉ

伊朗桔烏爾米螈 Neurergus kaiseri

分佈：伊朗

關注：寵物貿易

藍鰭金槍魚 Thunnus thynnus

(北方藍鰭吞拿魚)

分佈：大西洋及地中海

關注：海產貿易 - 高價食用魚類

(主要消耗國為地中海國家及日本)



從附錄 II 轉列入附錄 I

北極熊 Ursus maritimus

分佈：於北冰洋附近(例如格陵蘭和俄羅斯)
關注：毛皮貿易

飾紋刺尾蜥 Uromastyx ornata

分佈：埃及、以色列、沙地亞拉伯及也門

關注：寵物貿易



附錄 I 物種的管制

野生附錄 I 物種的貿易受禁止

附錄 I 在指定機構人工繁殖的動物/
人工培植的植物均視作附錄 II 物
種，其管制與附錄 II 物種相同。



列入附錄 II  (動物)



列入附錄 II  (動物)

烏提拉櫛尾蜥 Ctenosaura bakeri

羅騰櫛尾蜥 C. oedirhina

阿關櫛尾蜥 C. Melanosterna

危地馬拉櫛尾蜥 Ctenosaura palearis

紅眼樹蛙 Agalychnis spp.

撒旦大兜蟲 Dynastes satanas

關注：寵物貿易



列入附錄 II  (動物)

路氏雙髻鯊 Sphyrna lewini

分佈：大西洋、太平洋及印度洋近岸水域
關注：魚翅貿易

*同時建議將以下魚翅外型近似的品種列入附錄II
無溝雙髻鯊 S. mokarran

錘頭雙髻鯊 S. zygaena

鉛灰真鯊 Carcharhinus plumbeus

灰真鯊 C. obscurus



列入附錄 II  (動物)

長鰭真鯊 Carcharhinus longimanus

鼠鯊(大西洋鼠鯊、黑鯊) Lamna nasus

白斑角鯊 Squalus acanthias

關注：魚翅貿易



列入附錄 II  (動物)

紅珊瑚科所有種 Coralliidae spp. 
(Corallium spp. 及 Paracorallium spp.)
分佈：超過 30 個品種，分佈遍及大西洋、
地 中海、印度洋及太平洋

關注：珠寶貿易



列入附錄 II  (植物)



列入附錄 II  (植物)

漆樹科植物: 列加氏漆 Operculicarya decaryi
漆樹科植物 Operculicarya hyphaenoides
漆樹科植物 Operculicarya pachypus
軟毛沙葫蘆 Zygosicyos pubescens
三裂氏葫蘆 Zygosicyos tripartitus
沙漠蘇木 Senna meridionalis
馬島葵的種子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分佈：馬達加斯加

關注：觀賞植物貿易



列入附錄 II  (植物)

三角檳榔的種子 Dypsis decaryi

西番蓮科植物 Adenia firingalavensis

西番蓮科植物 Adenia olaboensis

西番蓮科植物 Adenia subsessifolia

象足葡萄 Cyphostemma elephantopus

葡萄科植物 Cyphostemma laza

葡萄科植物 Cyphostemma montagnacii

分佈：馬達加斯加

關注：觀賞植物貿易



列入附錄 II  (植物)

花梨木 Aniba rosaeodora 的原木、鋸木、
面板、膠合板及精油

分佈：哥倫比亞、厄瓜多爾和委內瑞拉等

關注：木材及精油貿易



從附錄從附錄 I I 轉列入附錄轉列入附錄 IIII

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的坦桑尼亞種群

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的贊比亞種群

關注：貿易限於一次性售賣已登記屬政府所有
的庫存象牙及生皮張貿易

佩滕鱷 Crocodylus moreletii

(野生標本出口限額為零)
尼羅鱷 Crocodylus niloticus的埃及種群

關注：鱷魚皮張及皮製品貿易



從附錄 III 轉列入附錄 II

玉檀木 Bulnesia sarmientoi 的原木、鋸
木、面板、膠合板、粉末及萃取物

分佈：阿根廷、波利維亞及巴拉圭等

關注：木材及其原料貿易



附錄 II 物種的管制

活體動植物
進口須出示《公約》出口准許證，如屬野生活體標
本，須另外預先申領進口許可證

出口/再出口須申領許可證；如持有根據香港法例
第207章《植物(進口管制及病蟲害控制)條例》發
出的植物檢疫證明書，顯示有關植物為人工培植，
則無須申領出口/再出口許可證

管有活生及野生來源的動植物作商業用途須申領許
可證



附錄 II 物種的管制

死體、部份或衍生物

進口須出示《公約》出口准許證

出口/再出口須申領許可證

管有無須申領管有許可證



許可證樣本



從附錄 I 刪除

馬利亞納鴨 Anas oustaleti



從附錄 II 刪除

赤猞猁 Lynx rufus

大戟科植物 Euphorbia misera

山龍眼科植物 Orothamnus zeyheri

山龍眼科植物 Protea odorata



修改註釋 (動物)

修改就博茨瓦納、納米比亞、南非及津巴

布韋種群的註釋條文，以禁止該等象牙貿
易 20 年

非洲象
Loxodonta
africana

加入以下註釋予列於附錄 I 及 II 的狼：

“不包括稱為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及
Canis lupus dingo 的家養型及澳洲犬”

狼

Canis lupus



修改註釋 (植物)

修改註腳 6 (第7個項目)  [建議删除的文字]

下列雜交種和／或栽培種的人工培植標本不受公約
的條文規限:

—— Cactaceae spp.〈仙人掌科所有種〉的顏色
突變體，缺乏葉綠素，並嫁接在下列嫁接砧木上：
Harrisia ‘Jusbertii’〈臥龍柱〉、Hylocereus
trigonus〈三棱量天尺〉或 Hylocereus undatus
〈量天尺〉

列明包括蘭科的莢、移植或人工培植的<黃毛掌>屬
<黃毛掌>亞屬及 Selenicereus 屬植物的莖部，
花朵，其部分及衍生物; 已包裝及可作零售用途的大
戟科植物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製成品不受
《公約》規管

仙人掌科植
物及所有註
釋 #1 的分類
單元



修改註釋 (植物)

新註釋列明只有當幼苗或組織培養物
附合《公約》締約國大會訂下的"人工
培植"定義，才不受《公約》所規限。

蘭科植物



修改《公約》附錄建議的詳情

詳細資料可參閱《公約》秘書處的網址:

http://www.cites.org/eng/cop/15/prop/index.shtml





查詢查詢

漁農自然護理署漁農自然護理署

瀕危物種保護科瀕危物種保護科

地址地址 : : 香港香港九龍長沙灣道九龍長沙灣道303303號長沙灣政府合署號長沙灣政府合署55樓樓

傳真號碼傳真號碼 : (852) 2376 3749: (852) 2376 3749

電郵電郵 :  :  hk_cites@afcd.gov.hkhk_cites@afcd.gov.hk

網頁網頁 : : www.cites.org.hkwww.cites.org.hk

熱線電話熱線電話 : (852): (852)182318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