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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允许进出口证明 》

简称《公约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植物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简称《非公约证》

《非进出口野生动植物商品目录物种证明》

简称《物种证明》

进出口须办理的相关证件：



进口、出口、再出口或
从海上引进CITES附录
所列野生动植物种及其
产品（公约豁免的除
外）

如：鳄鱼、蟒蛇、滑鼠
蛇、胡狼皮制品的进口、
出口、再出口。

《公约证》的适用范围

密河鼍制包



《非公约证》的适用范围

出口非CITES附录物种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
产品 如：马鹿、梅花鹿、
大壁虎

野外所获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及其产品

涉及台湾的符合《公约
证》和《非公约证》管理
的进出口一律用《非公约
证》

紫貂皮夹克



《物种证明》适用范围

进出口列入《进出口野生动植
物种商品目录》中适用《证明
书》管理的CITES附录及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植物以外的其他野生
动植物及相关货物或物品

例如：出口非CITES附录人工培植的

国家重点野生植物及其产品

进口非CITES附录的国家重点野

生动物及其产品 如：马鹿、鸵
鸟、袋鼠皮及其产品

鸵鸟皮制包



说明：紫貂、马鹿都是非CITES附
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出
口和进口办不同的证件，如：

出口办《非公约证》

进口办《物种证明》

紫貂皮夹克



涉及的主要部门：

国家濒管办及各办事处－负责CITES相关工作

国家林业局－负责陆生野生动物和部分野生植物

农业部－负责水生野生动物和部分野生植物

省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省级海洋渔业行政主管部门



1. 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申请表

办理《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提交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申请表

21.备注：20.填表日期及申请单位签字

或盖章：

19.每证进出口物种和数量：18.附件：

17.货物总

金额：

16..装运期：15.联系 人

姓名、电话
及 传 真

14.申请

单 位地
址 及邮

政 编码

13.原产地：

12.单价11.规格及

含量

10.数量及

单位

9
.
来
源

8.目的7.我国

保
护级

别

6.公约
级别

5.海关商

品
•编 码

4.货物类

型（中英
文）

1.物种名称
（中文名及拉丁学名）

2c.到达国

家（地
区）（中
英文）

2b.到达口岸

（中英文）

1c.发货
国家(地
区)（中

英文）

1b.发货口

岸（中英
文）

2a.收货人及地址（中英文）：1a.发货人及地址（中英文）：



2. 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
件，

分两种情况：

1）国家濒管办批准文件。
国家濒管办没有授权办事
处核发证明书的动植物
种。如沉香、肉苁蓉、公
约附录动物活体。

办理《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提交材料



2. 国家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2）国家林业局或国家农业部的批准
文件。适用于出口非CITES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以及进出
口国家濒管办授权各办事处直接
核发《证明书》范围的动植物种
只需提供林业部或农业部的批准
文件。

国家濒管办授权范围：A人工培植来源
的CITES附录蝴蝶兰、大花蕙兰、
仙人掌类、云木香、天麻、西洋
参、芦荟；B 公约附录Ⅱ、附录
Ⅲ物种皮张及其制品的进口和再
出口，附有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
用管理专用标识二胡的出口和再
出口。

办理《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提交材料



3.进出口合同或协议（进出口个人拥有所有权的野生动植
物种标本的情况除外）；

4. 外方允许进出口证明材料；

5. 再出口的提交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和海关签注的允许
进口证明书。

办理《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提交材料



办理《非<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物种证明》提交材料

1. 申请报告

2. 《物种证明》申请表

3. 进出口合同或协议（进出口个人拥有所有权的野生动植物种标本的情况除外）

4. 来源证明。出口或再出口野生动植物的，须提供其来源合法性的证明

5. 再出口的提供进口报关单

6. 国务院陆生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进口非公约附录外来陆生野生动物活体的，须提交国务院野生动植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批
准文件。



收到申请材料后,材料齐全的20个工作日
内，办理签发许可证明，材料不齐全的5
个工作日内通知申报人补齐材料。经批
准可以延长10个工作日。

许可证明申请时限



1.5％
0.5％

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进口

10元50元其它

20元100元1.5％3％2％6％附录II III
国家二级

30元200元

0.5％

2％4％3％7％附录I
国家一级

人工
培植

野外
来源

人工驯养
繁殖

野外来
源

野生植物及其产
品（只、头、

件）

野生动物及其
产品（只、

头）

含动植物
成分商品

野生植物
及其产品

野生动物
及其产品

出
口

非贸易性贸 易 性

办理《进出口证明书》

收费标准



《物种证明》申请



一一..国家林业局对人工培植技术成熟并形成培国家林业局对人工培植技术成熟并形成培

植规模的部分野生植物出口实行年度审批植规模的部分野生植物出口实行年度审批

为更好地服务于进出口企业，简化审批程
序，缩短审批时间，尤其是考虑到花卉植物
的经济效益对时间有严格的要求，国家林业
局对蝴蝶兰、大花蕙兰等人工培植技术成熟
并已形成培植规模的部分野生植物的出口实
施年度审批。

国家对野生动植物国家对野生动植物
进出口简化政策进出口简化政策



可实施年度审批的物种：可实施年度审批的物种：

蝴蝶兰、大花蕙兰、卡特兰、文心兰、
猪笼草、瓶子草、扑蝇草、仙客来、大
戟科大戟属及夹竹桃科棒锤树属公约附
录Ⅱ物种；

百合科芦荟属CITES公约附录Ⅱ物种、
仙人掌类植物及其产品；

云木香、天麻及其产品

天 麻

捕蝇草



申请需提交材料：申请需提交材料：

1、年度出口计划申请报告

2、《野生植物进出口管理行政许可事项申请表》

3、证明出口货物来源的人工培植基地基本情况备案
材料

4、证明申请人身份的有效文件或材料

注：申请人须自身有人工培植基地或与培植基地有长期、稳
定合作关系；每年1月份接受申请，申请数量以申请人
上一年度该物种的实际出口总量为参照标准。根据实际
需要，申请人可以申请增加当年出口数量。



二二..个人携带兰花赴港澳个人携带兰花赴港澳

豁免允许进出口证明书豁免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制度制度

国家濒管办自2008年8月1
日起对个人携带部分指定
兰花品种的人工培植标本
从广东省赴香港、澳门实
行豁免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允许进出口证明书制度 。
豁免物种包括5种：蝴蝶兰
属、文心兰属、卡特兰
属、万代兰属和兰属中的
大花蕙兰的人工培植杂交
种。且必须是活体标本。



数量限制：豁免仅适用于个人携带的方式，
每人每次携带每一物种的标本数量不得超过
10株或两盆，每盆里面的数量没有限制。
口岸限定：限于个人从广东省市场获得标本
从广东直接赴香港、澳门地区。
对出口的兰花实行标记管理 。

标本名称：（在 内打√）
蝴蝶兰Phalaenopsis hybrids

大花蕙兰Cymbidium hybrids

万代兰Vanda hybrids

个人携带上述兰花总量不超过（含）10株/人或2盆/人至香港或

澳门（每一植株至少要有一朵花处于开放状态），在填写下列
出境日期后，可凭此标记通关。

出境日期： 年 月 日

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广州办事处

标记图样（正反面）

标本名称：（在 内打√）
卡特兰 Cattleya hybrids

文心兰 Oncidium hybrids

个人携带上述兰花总量不超过（含）10株/人或2盆/人至香

港或澳门（每一植株至少要有一朵花处于开放状态），在填
写下列出境日期后，可凭此标记通关。

出境日期： 年 月 日

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广州办事处



——关于西洋参关于西洋参

从2004年11月1日起，西洋参、

燕窝、鱼翅和鹿茸都列入了禁
止加工贸易目录中，内地企业
对上述四个产品的来料加工贸
易一律停止。

目前西洋参除来料加工被禁止
外，其他一切贸易方式都是允
许的。



－关于麝香和熊胆粉－关于麝香和熊胆粉

根据国家林业局等五部局于2004年联合
通知，全面停止从野外猎捕麝、熊类，强
化其驯养繁殖管理；核查库存天然麝香和
熊胆粉，实行定点保管制度；禁止出口天
然麝香，明确天然麝香、熊胆粉使用范
围，特别是天然麝香的使用，须严格限定
于特效药、关键药等重点品种和重点医
院，并对含天然麝香、熊胆粉成分的产品
实行统一标记。



查询及资料下载

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最新规定，下载申请表格等，请

登陆下列网站：

网址：www.cites.gov.cn 国家濒管办

www.gdf.gov.cn 广东省林业局（资料下载）

国家濒管办广州办事处

地址：广州市中山七路343号

Tel：020-81723806

020-817218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