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1：详细背景说明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以下简称公约)是最有影响力和执行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类国际条约，
于 1973 年在美国华盛顿签订，现有 183 个缔约方。我国于 1981 年正式加入该公约。代表中国政府履
行 CITES 公约管理事务的是挂靠在国家林业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中国科
学院设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负责中国 CITES 公约的科学事务。
公约将容易受到贸易威胁的物种列入附录，通过对附录物种的贸易管理，实现物种保护和可持续
利用。CITES 附录分为附录Ⅰ、附录Ⅱ和附录Ⅲ，附录Ⅰ为濒临灭绝的物种，只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科研交换、繁殖研究等）才允许其标本的贸易；附录Ⅱ物种尚未临近灭绝，但贸易必须受到控制以
避免对其生存不利；附录Ⅲ为至少有一个缔约方提出要求其他缔约方予以协助控制贸易的物种。部分
物种以整属、整科、亚种或地理种群列入附录。
2016 年 9 月公约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后，据初步统计，涉及中国的已列入 CITES 公约附录的动
物有 772 种（见表 1）。
表 1 涉及中国的 CITES 公约附录动物类群和数量
类群
哺乳纲
鸟纲

附录Ⅰ
67
35

附录Ⅱ
56
115

附录Ⅲ
21
3

合计
144
153

爬行纲

11

37

9

57

两栖纲
鱼纲
昆虫纲
砗磲科
鹦鹉螺科
珊瑚虫纲
水螅纲
合计

1
3

1
31
9
6
1
353
8
617

1

3
34
9
6
1
357
8
772

117

4
38

备注
2 个附录Ⅰ物种分布存疑
2 个附录Ⅰ物种、3 个附录Ⅱ物种分布
存疑，5 个附录Ⅲ物种标准命名存疑

列入标准
根据公约第 Conf. 9.24 (Rev. CoP17)《附录Ⅰ和附录Ⅱ修订标准》决议，物种符合以下标准可列入
公约相应附录：

一、
1)

附录Ⅰ物种的列入标准：

贸易方面的标准：受到或可能受到国际贸易影响而有灭绝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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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物学标准（野生种群小或分布狭窄，且数量或分布区出现下降趋势；或野生种群或分布范
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a)

野生种群数量小，且⑴个体数量、栖息地质量或面积呈下降趋势；或⑵每个亚种群小；
或⑶一个或多个生活周期内多数个体分布集中；或⑷种群在短时间范围内出现大的波
动；或⑸内在或外在因素上脆弱；

b)

野生种群分布有限，且栖息地破碎化或分布点极少；或分布区域或亚种群数量波动很
大；或内在或外在因素上脆弱；或分布区域、栖息地面积、亚种群数量、个体数量、栖
息地质量或补充种源中有一项出现下降趋势；

c)

野生种群过去曾经出现过或目前正在发生明显下降，对其开发利用的水平或方式变化、
内在外在脆弱或栖息地面积、质量、补充种群出现下降。

二、

附录Ⅱ物种的列入标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如不对该物种的贸易进行管制，该物种在近期会达到列入附录Ⅰ的标准；

2)

野外持续获取标本，可能会对其生存产生威胁；

3)

其被贸易的标本形式同附录Ⅰ或附录Ⅱ的某物种的标本极为相似，以至于遇到 CITES 所列物
种标本的执法官员很难将它们区分开；

4)

除上述提到的理由之外，还有其他令人信服的理由能说明需将该物种列入附录，以确保对已
列入物种的贸易实行有效控制。

三、

附录Ⅲ物种的列入标准：

本地种，且本国执法严格有效，能够有效控制其国内贸易，但仍需要其他缔约方配合控制其国际
贸易。

标准命名及分布的修改
根据公约第 Conf. 12.11 (Rev. CoP17)《标准命名》决议，公约对所列物种采纳特定的标准命名参
考文献，可能和其他常用或较新的命名法则有所不同，在该决议修订之前，公约相关议题均需参照文
献命名相应物种。
更新现有的或采纳新的标准命名参考文献将按照以下程序：由动植物委员会按其工作安排直接启
动，或由一个或多个缔约方向动植物委员会提交提案，或由秘书处主动向动植物委员会提交提案，或
对其从缔约方收到的信息进行反馈启动，所提出的改变应基于被认可的分类学出版物，如果所提出的
关于某分类单元命名地位的修订仍在讨论之中，则不能采纳该新的分类系统。
有关公约目前采纳的物种标准命名和分布信息，请查询 https://www.speciesplu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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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涉及中国的 CITES 公约附录动物分类单元(截至 2017.12，红色为存疑物种)
附录Ⅰ

附录Ⅱ
哺乳纲 MAMMALIA

附录Ⅲ

印度野牛 Bos gaurus(除其家养型，即

羚牛 Budorcas taxicolor

北山羊 Capra sibirica (巴基斯坦)

家养大额牛 Bos frontalis 不受公约条款

盘羊 Ovis ammon (除被列入附录Ⅰ的亚

岩羊 Pseudois nayaur (巴基斯坦)

管制。)

种)

野牦牛 Bos mutus(除其家养型，即家牦

赛加羚羊 Saiga tatarica

牛 Bos grunniens 不受公约条款管制。)
华西鬣羚 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
喜马拉雅鬣羚 Capricornis thar
西藏斑羚Naemorhedus baileyi
西伯利亚斑羚Naemorhedus caudatus
斑羚 Naemorhedus goral
灰斑羚 Naemorhedus griseus
盘羊西藏亚种 Ovis ammon hodgsonii
藏羚 Pantholops hodgsonii
豚鹿印支亚种 Axis porcinus annamiticus
黑麂 Muntiacus crinifrons
坡鹿 Rucervus eldii
麝属所有种 Moschus spp(除被列入附录
Ⅰ的阿富汗、不丹、印度、缅甸、尼泊
尔和巴基斯坦种群。)
小熊猫 Ailurus fulgens
狼 Canis lupus(除被列入附录Ⅰ的不

亚洲胡狼 Canis aureus (印度)

丹、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种群。除

孟加拉狐 Vulpes bengalensis (印度)

其家养型，即狗 Canis lupus familiaris 和澳

赤狐喜马拉雅亚种 Vulpes vulpes

洲野狗 Canis lupus dingo 不受公约条款管

montana (印度)

制。)
豺 Cuon alpinus
金猫 Catopuma temminckii

猫科所有种 Felidae spp. [除被列入附录

云豹 Neofelis nebulosa

Ⅰ的物种。家养型标本不受公约条款管

豹 Panthera pardus

制。非洲狮 Panthera leo (非洲种群)：

虎 Panthera tigris

为商业目的野外获得的骨、骨碎块、骨

云猫 Pardofelis marmorata

制品、爪、骨架、头骨和牙齿已确立的

雪豹 Uncia uncia

年度出口限额为零。南非为商业目的源
自人工繁殖的骨、骨碎块、骨制品、
爪、骨架、头骨和牙齿的年出口限额需
逐年确立并报告公约秘书处。]
红颊獴 Herpestes javanicus (巴基斯坦)
红颊獴金点亚种 Herpestes javanicus
auropunctatus (印度)
食蟹獴 Herpestes urva (印度)

水獭 Lutra lutra

水獭亚科所有种 Lutrinae spp.
(除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
黄喉貂 Martes flavigula (印度)
石貂中亚亚种 Marte foina intermedia
(印度)
香鼬 Mustela altaica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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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附录Ⅱ

附录Ⅲ
白鼬印度北部亚种 Mustela erminea
ferghanae (印度)
黄腹鼬 Mustela kathiah (印度)
黄鼬 Mustela sibirica (印度)

大熊猫 Ailuropoda melanoleuca
马来熊 Helarctos malayanus
懒熊 Melursus ursinus
棕熊 Ursus arctos
喜马拉雅棕熊 Ursus arctos isabellinus
黑熊 Ursus thibetanus
斑林狸 Prionodon pardicolor

熊狸 Arctictis binturong (印度)
果子狸 Paguma larvata(印度)
椰子猫 Paradoxurus hermaphroditus(印
度)
大灵猫 Viverra zibetha (印度)
小灵猫 Viverricula indica (印度)
鲸目所有种 CETACEA spp. (除被列入
附录Ⅰ的物种。宽吻海豚 Tursiops
truncatus 黑海种群野生获得活体标本
已确立的商业性年度出口限额为零。)

露脊鲸属所有种 Eubalaena spp.
小鳁鲸 Balaenoptera acutorostrata
鳁鲸 Balaenoptera borealis
鳀鲸 Balaenoptera edeni
蓝鲸 Balaenoptera musculus
大村鲸 Balaenoptera omurai
长须鲸 Balaenoptera physalus
座头鲸 Megaptera novaeangliae
伊洛瓦底江豚 Orcaella brevirostris
驼海豚属所有种 Sousa spp.
灰鲸 Eschrichtius robustus
白鱀豚 Lipotes vexillifer
窄脊江豚 Neophocaena asiaeorientalis
印太江豚 Neophocaena phocaenoides
抹香鲸 Physeter macrocephalus
恒河喙豚属所有种 Platanista spp
狐蝠属所有种 Pteropus spp. (除棕狐蝠
Pteropus brunneus 和被列入附录Ⅰ的物
种)
亚洲野驴指名亚种 Equus hemionus

西藏野驴 Equus kiang

hemionus
野马 Equus przewalskii
印度穿山甲 Manis crassicaudata
马来穿山甲 Manis javanica
中华穿山甲 Manis pentadactyla
灵长目所有种 PRIMATES spp. (除被列
入附录Ⅰ的物种)
白臀叶猴属所有种 Pygathrix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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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附录Ⅱ

附录Ⅲ

仰鼻猴属所有种 Rhinopithecus spp.
喜山长尾叶猴 Semnopithecus
schistaceus
戴帽叶猴 Trachypithecus pileatus
窄缘戴帽叶猴 Trachypithecus
shortridgei
长臂猿科所有种 Hylobatidae spp.
蜂猴属所有种 Nycticebus spp.
亚洲象 Elephas maximus
巨松鼠属所有种 Ratufa spp.

长尾旱獭 Marmota caudate (印度)
喜马拉雅旱獭 Marmota himalayana (印
度)

树鼩目所有种 SCANDENTIA spp.
儒艮 Dugong dugon
鸟纲 AVES
花脸鸭 Anas formosa
红胸黑雁 Branta ruficollis
白头硬尾鸭 Oxyura leucocephala
瘤鸭 Sarkidiornis melanotos
遗鸥 Larus relictus
小青脚鹬 Tringa guttifer
东方白鹳 Ciconia boyciana

黑鹳 Ciconia nigra

朱鹮 Nipponia nippon

白琵鹭 Platalea leucorodia

棕颈犀鸟 Aceros nipalensis

凤头犀鸟属所有种 Anorrhinus spp.

双角犀鸟 Buceros bicornis

斑犀鸟属所有种 Anthracoceros spp.
隼形目所有种 FALCONIFORMES spp.
(除未被列入附录的瓜达卢普卡拉鹰
Caracara lutosa 和美洲鹫科 Cathartidae
物种，以及被列入附录Ⅰ和附录Ⅲ的物
种。)

白肩雕 Aquila heliaca
白尾海雕 Haliaeetus albicilla
拟游隼 Falco pelegrinoides
游隼 Falco peregrinus
矛隼 Falco rusticolus
白马鸡 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

血雉 Ithaginis cruentus

黑鹇 Lophura leucomelanos (巴基斯坦)

褐马鸡 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

绿孔雀 Pavo muticus

勺鸡 Pucrasia macrolopha (巴基斯坦)

棕尾虹雉 Lophophorus impejanus

孔雀雉 Polyplectron bicalcaratum

红胸角雉 Tragopan satyra (尼泊尔)

绿尾虹雉 Lophophorus lhuysii
白尾梢虹雉 Lophophorus sclateri
蓝鹇 Lophura swinhoii
白颈长尾雉 Syrmaticus ellioti
黑颈长尾雉 Syrmaticus humiae
黑长尾雉 Syrmaticus mikado
藏雪鸡 Tetraogallus tibetanus
灰腹角雉 Tragopan blythii
黄腹角雉 Tragopan caboti
黑头角雉 Tragopan melanocepha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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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附录Ⅱ

丹顶鹤 Grus japonensis

鹤科所有种 Gruidae spp.

白鹤 Grus leucogeranus

(除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

附录Ⅲ

白头鹤 Grus monacha
黑颈鹤 Grus nigricollis
白枕鹤 Grus vipio
亚洲波斑鸨 Chlamydotis macqueenii

鸨科所有种 Otididae spp.
(除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
画眉 Garrulax canorus
台湾画眉 Garrulax taewanus
银耳相思鸟 Leiothrix argentauris
红嘴相思鸟 Leiothrix lutea
灰胸薮鹛 Liocichla omeiensis
仙八色鸫 Pitta nympha
鹩哥 Gracula religiosa

白腹军舰鸟 Fregata andrewsi
卷羽鹈鹕 Pelecanus crispus
短尾信天翁 Phoebastria albatrus
鹦形目所有种 PSITTACIFORMES spp.
(除被列入附录Ⅰ和未被列入附录的桃
脸牡丹鹦鹉 Agapornis roseicollis、虎皮
鹦鹉 Melopsittacus undulatus、鸡尾鹦
鹉 Nymphicus hollandicus 和红领绿鹦鹉
Psittacula krameri 等物种。)
鸮形目所有种 STRIGIFORMES spp. (除
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和白面鸮
Sceloglaux albifacies)
爬行纲 REPTILIA
鼍(扬子鳄) Alligator sinensis
孟加拉巨蜥 Varanus bengalensis

巨蜥属所有种 Varanus spp.

暗纹巨蜥 Varanus nebulosus

(除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

鳄蜥 Shinisaurus crocodilurus
蚺科所有种 Boidae spp
(除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
滑鼠蛇 Ptyas mucosus

渔游蛇 Xenochrophis piscator (印度)

舟山眼镜蛇 Naja atra
孟加拉眼镜蛇 Naja kaouthia
眼镜王蛇 Ophiophagus hannah
蟒科所有种 Pythonidae spp.
(除被列入附录Ⅰ的亚种)
莽山原矛头蝮Trimeresurus

圆斑蝰 Daboia russelii (印度)

mangshanensis
海龟科所有种 Cheloniidae spp.
棱皮龟 Dermochelys coriacea
眼斑沼龟 Morenia ocellata

闭壳龟属所有种 Cuora spp. ( 金头闭壳

艾氏拟水龟 Mauremys iversoni (中国)

龟 Cuora aurocapitata、布氏闭壳龟 C.

大头乌龟 Mauremys megalocephala (中

bourreti、黄缘闭壳龟 C.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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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附录Ⅱ

附录Ⅲ

flavomarginata、黄额闭壳龟 C.

腊戍拟水龟 Mauremys pritchardi (中国)

galbinifrons、百色闭壳龟 C. mccordi、

乌龟 Mauremys reevesii (中国)

锯缘闭壳龟 C. mouhotii、潘氏闭壳龟 C.

花龟 Mauremys sinensis (中国)

pani、图纹闭壳龟 C. picturata、三线闭

缺颌花龟 Ocadia glyphistoma (中国)

壳龟 C. trifasciata、云南闭壳龟 C.
yunnanensis 和周氏闭壳龟 C. zhoui 的野
生标本商业目的零限额)

费氏花龟 Ocadia philippeni (中国)
拟眼斑水龟 Sacalia pesudocellata (中国)

摄龟属所有种 Cyclemys spp.
地龟 Geoemyda spengleri
黄喉拟水龟 Mauremys mutica
黑颈乌龟 Mauremys nigricans
黑山龟 Melanochelys trijuga
眼斑水龟 Sacalia bealei
四眼斑水龟 Sacalia quadriocellata
平胸龟科所有种 Platysternidae spp.
陆龟科所有种 Testudinidae spp. (除被列
入附录Ⅰ的物种。商业目的为主从野外
获得和贸易的苏卡达陆龟 Centrochelys
sulcata 标本已确立限额为零。)
缅甸缘板鳖 Lissemys scutata
山瑞鳖Palea steindachneri
鼋属所有种Pelochelys spp.
砂鳖Pelodiscus axenaria
东北鳖Pelodiscus maackii
小鳖Pelodiscus parviformis
斑鳖Rafetus swinhoei
两栖纲 AMPHIBIA
大鲵属所有种 Andrias spp.
安吉小鲵Hynobius amjiensis(中国)
香港瘰螈 Paramensotriton
hongkongensis
板鳃亚纲 ELASMOBRANCHII
镰状真鲨Carcharhinus falciformis
长鳍真鲨Carcharhinus longimanus
路氏双髻鲨 Sphyrna lewini
无沟双髻鲨 Sphyrna mokarran
锤头双髻鲨 Sphyrna zygaena
长尾鲨属所有种 Alopias spp.
姥鲨 Cetorhinus maximus
噬人鲨 Carcharodon carcharias
前口蝠鲼属所有种 Manta spp.
蝠鲼属所有种 Mobula spp.
鲸鲨 Rhincodon typus
锯鳐科所有种 Pristidae 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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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Ⅰ

附录Ⅱ

附录Ⅲ

辐鳍亚纲 ACTINOPTERI
鲟形目所有种 ACIPENSERIFORMES
spp. (除被列入附录Ⅰ的物种)
波纹唇鱼(苏眉) Cheilinus undulatus
巨无齿鱼芒Pangasianodon gigas
海马属所有种 Hippocampus spp.
昆虫纲 INSECTA
褐凤蝶属所有种 Bhutanitis spp.
阿波罗绢蝶 Parnassius apollo
喙凤蝶属所有种 Teinopalpus spp.
翼凤蝶属所有种 Troides spp.
软体动物门 PHYLUM MOLLUSCA
砗磲科所有种 Tridacnidae spp.
鹦鹉螺科所有种 Nautilidae spp.
刺胞亚门 PHYLUM CNIDARIA
角珊瑚目所有种 ANTIPATHARIA spp.
瘦长红珊瑚 Corallium elatius (中国)
日本红珊瑚 Corallium japonicum (中国)
皮滑红珊瑚 Corallium konjoi (中国)
巧红珊瑚 Corallium secundum (中国)
石珊瑚目所有种 SCLERACTINIA spp.
(化石不受公约条款管制)
水螅纲 HYDROZOA
多孔螅科所有种 Milleporidae spp.
(化石不受公约条款管制)
柱星螅科所有种 Stylasteridae spp.
(化石不受公约条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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