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在毁灭湄公河地区大
红酸枝的腐败和暴力

灭绝之路



致谢
本报告由以下单位提供资金支持：英国援助
(UKaid), 欧洲联盟(the European Union)
和挪威发展援助署(Norwegian Agency for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NORAD)

本报告由环境调查暑(EIA)撰写和编辑。
但所发表的意见并不是该署的官方政策。

设计单位：
www.designsolutions.me.uk  

感谢 Emmerson Press 印制本报告
Emmerson Press: +44 (0) 1926 854400

2014年5月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

62/63 Upper Street, London  N1 0NY, UK
Tel: +44 (0) 20 7354 7960  
Email: ukinfo@eia-international.org  

www.eia-international.org 

封面照片：
红木雕刻，越南同济，2013年10月。
© EIA

大红酸枝: 学名：交趾黄檀（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Pierre spp.），亦称“泰国红
木”（Thailand rosewood）

花枝: 学名：巴里黄檀（Dalbergia bariensis
spp），与“奥式黄檀”（Dalbergia oliveri）
同义

花梨: 专指“大果紫檀”（Pterocarpus
macrocarpus），与“鸟足紫檀”（Pterocarpus
pedatus）同义

红木: 指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红木国家标准》
所列红木树种，或用此类树种的木材制作的家具

吨: 指公吨，相当于1000公斤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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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始于中国各地数十个五光十色的商场之一，
在那里，踌躇满志的收藏者们欣赏着店堂里精心
雕刻的木质家具和艺术品，每一件标价高达数十
万美元。

在高楼林立的新加坡的一家五星级酒店的大堂里，
一个狡猾的木材商人一边笑一边解释，他是如何
向老挝政府高官行贿以获得被查扣的非法珍稀木
材的。

在靠近泰国边境的老挝巴色(Pakse)市，一个当地
军事指挥部总负责人的侄女以销售被军方查扣的
非法珍稀木材牟利。她知道，这种由腐败滋生的
买卖，将被用以“洗白”五倍数量的非法木材。

在越南河内附近的同济(Dong Ky)市，一个据称是
黑社会头目的男子一边把一叠叠的现金塞进皮包，
一边解释如何通过陆路将木材走私进入中国。他
声称，有关边境官员已经被他收买，会庇护他的
走私行为。

在中国深圳，一名物流中介提出，他可以通过不
正当渠道获得老挝官方出口许可证，将从老挝窃
取的非法木材合法化，便于其从香港运至中国内
地，这类行为违反了旨在防止相关木种灭绝的一
项国际条约的决定。

在泰国，又一名柬埔寨伐木工人在与护林员交火
中被击毙。一周后，一名泰国护林员在附近的国
家公园被武装伐木工人打死。与此同时，一个人
脉深广的大宗商品交易商以5000万美元的报价，
出售被扣押在曼谷港口的数百集装箱的木材。

欢迎来到非法大红酸枝贸易腐败而血腥的世界。
而这非法贸易的发端，源自中国愈演愈烈的“红
木”痴迷。

过去十年内，中国对高档仿制明清家具及红木艺
术品的需求飙升。随着红木木材的日益稀缺，加
上投资热钱大量涌入，红木制品的价格戏剧性上
涨。

在稀有木材已经面临商业灭绝（即便不是生物灭
绝）威胁之际，向中国市场供货的木材贸易商所
提供的巨额金钱激励，使旨在保护大红酸枝（交
趾黄檀）的法律在腐败面前不堪一击。

2013年3月，世界同意在《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
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框架下保护大红酸枝，使其免遭
不可持续和非法的贸易的威胁。

此报告详细描述了环境调查署（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EIA）近年（包括大红酸
枝被列入CITES公约以来的一年）对大红酸枝贸易
调查的结果。从泰国到中国，从老挝到越南，EIA
的调查揭示了，犯罪、腐败和不妥当的政府政策
很可能导致大红酸枝在几年内灭绝——除非各国
能快速推行重大改革。

EIA的调查还揭示了CITES保护机制的弱点，这些
弱点从根本上破坏了该条约对大红酸枝以及其他
物种的保护作用。

虽然保护大红酸枝的责任主要在其生长国（泰国、
老挝、越南和柬埔寨），但中国政府对本国红木
文化传统的商品化和商业化的支持，使得红木成
为一个资金雄厚的产业。中国是所有红木的目的
地。

EIA的调查发现，如今大红酸枝已几乎消失，人们
的注意力正转向其他可作为替代品的珍稀树种。
除非有关国家政府对这份报告所列的犯罪行为做
出强有力的回应，否则亚洲的各种“红木”都将
走上大红酸枝已经差不多走到尽头的灭绝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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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真实故事，讲述的是高雅文化、绝世艺术形式

和丰富历史传统如何被贪婪和痴迷扭曲。这种扭曲不仅消耗了文

化传统所依托的根基，使树种面临灭绝，更在亚洲多国的森林里

引发了犯罪浪潮。这个故事向湄公河地区的红木原产国发出了严

峻警告：亚洲的红木树种正受到暴力的社会和环境后果的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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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红木”情结

随着富裕的精英阶层购买力提高，随着
对中国丰富历史文化的追求再度得到追
捧，中国的家具品味日趋转向高档明清
仿制家具。用一系列深色或红色色调、
耐用、光滑而且稀有的木材制作的此类
（往往做工精巧的）家具，以及用来制
作它们的木材，被统称为“红木”。

政府对该行业的支持，加上红木日益
成为一种投资资产的趋势，意味着中
国红木产业目前的需求远远超过国内
供应，中国不得不严重依赖进口 1。
2000-13年期间，中国总计进口了350
万立方米（m3）红木木材2。 中国也是
唯一对红木设有专门海关编码的国家
，突显中国在全球红木木材贸易中占
据的主导地位3。

湄公河地区（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
、泰国和缅甸）历史上一直是中国的红
木供应基地，也是受过去10年红木再度
流行影响最严重的地区。自2000年以
来，中国进口的近一半红木——
166.6471万立方米，价值近24亿美元
——来自湄公河地区。多年来，中国和
越南商人在该地区搜罗剩余的紫檀

（Pterocarpus）和黄檀（Dalbergia）
等名贵树种4 。 中国红木产业强劲需求
带动的砍伐，已经使得降香黄 檀
（Dalbergia odorifera，亦称“黄花
梨”）等更高品级的红木品种遭受商业
意义上的灭绝。这使得大红酸枝
（Siamese rosewood）成为该地区最珍
贵的红木品种之一。 

2000-09年间，从湄公河地区进口的红
木占中国全球红木进口量的近70%，这
给该地区的原生红木存量造成巨大压力
，尤其是最受觊觎和名贵的树种——大
红酸枝(学名：交趾黄檀，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 Pierre)5。2008年北
京奥运会前夕，需求出现飙升，并从
2009年起出现爆炸性增长6 。

2010年，中国经营红木家具的公司数目
增加了40%7 。 在生意兴隆的同时，比
较稀缺的红木的价格也大幅增长。2011
年，EIA的调查人员在上海看到一张红
木床的零售价高达到100万美元。为满
足此类需求，湄公河地区森林中的红木
树不断被砍伐，中国从老挝、缅甸和越
南进口的红木量大幅增长，达到创纪录
水平8。

上图：
在越南待售的大红酸枝原木。

直径超过50厘大红酸枝通常需

要几百年才能长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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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涨的需求也促使预期价格上涨的投机
者囤积木材。 自2010年以来，广州的
鱼珠木材价格指数上涨了56%，其结果
是，截止2014年3月，大红酸枝的零售
价达到每吨10.95万元人民币（合
1.7633万美元），同比涨幅为3％9。
与红木家具对应的，是以投资为目的的
红木原料贸易，这些原料往往尺寸更大
更为稀缺。截止2014年3月，EIA调查人
员从深圳得到的报价高达每吨50万元人
民币（合8万美元）；近期一份行业协
会报告也承认达到这样的价位10。 

尽管红木的来源近年扩展到非洲和中美
洲，导致从这些地区的进口量出现大幅
增长，但湄公河地区仍是中国需求庞大
的红木行业的主要来源地。

大红酸枝是什么 

产于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的大红
酸枝，是列入中国红木国家标准的33个
红木树种中最珍贵和濒危的树种之一。
在泰国，其分布非常分散，主要集中在
东北部省份的保护区，包括与柬埔寨接
壤 的 东 部 边 境 的 乌 汶 （ Ubon
Ratchathani11。在缺乏系统化调查的情
况下，2011年的一项估计称，泰国仅存
约10万棵大红酸枝树，约合6.35万立方
米12。 

其它出产国家也呈现颓势13。在老挝，
大红酸枝分布于占巴塞（Champasak）、
阿速坡（Attapeu）和塞公（Sekong）
等 南 部 省 份 ， 以 及 博 利 坎 赛
（Bolikhamxay）和甘蒙（Khammouane）
等中部省份，但2012年在后两个省份
进行的实地调查证实自然种群受到严
重威胁，没有发现成熟原生树14。

在越南，2010年对五个保护区的一项调
查发现，密度已降至每公顷只有1至10
棵树15。 2014年，一些木材商声称，越
南境内已找不到大红酸枝树。在柬埔
寨，除了一些受严格保护的地区外，
成熟的大红酸枝树如今被视为稀有珍
稀物种16。

大红酸枝树在所有上述出产国家都受到
法律保护。泰国1989年出台的国家伐木
禁令(National Logging Ban)以及禁止
在红木树种集中的保护区砍伐的禁令，
适用于所有的红木和珍贵树种。老挝
2008年第17号总理令（Prime Minister
Order No-17/PM）明确禁止采伐国内任
何黄檀属（Dalbergia）树种，2011年
第 010号总理令（Prime Minister
Order No-10/PM）强化了这一禁令。然
而，老挝政府实行的不透明豁免也形成
了一些漏洞17。

越南的原木和锯材出口禁令，涵盖天然
林出产的所有国产木材，并监管包括大
红酸枝在内的濒危木种的出口，规定仅
限出口成品18。在柬埔寨，根据2002年
生效的《森林法》(Forestry Law)，采
伐包括大红酸枝在内的珍稀树种是被禁
止的。   

尽管有这些管制措施，一股非法采伐和
木材走私的掠夺性犯罪浪潮依旧席卷了
上述出产国，而驱动这股浪潮的，基本
上是中国对红木的旺盛需求。执法不力
和腐败相结合，再加上中国不断飙升的
需求和对进口木材合法性标准的缺位，
不仅使利润丰厚的红木贸易得以蓬勃发
展，并且将把大片森林转化成了冲突
区：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了红木贸易，
武装砍伐者和护林员之间暴力甚至致命
的冲突让双方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大红酸枝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
种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列为易危
物种。2011年，有人提议将其列为全球
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物种19。
2008年，出产国家无法就CITES公约对
大红酸枝进行国际保护达成共识，但在
2013年，在泰国和越南提交相关提案
后，大红酸枝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二
（CITES Appendix II）。由于所有出
产国家都在之前禁止采伐，此举理应禁
止大红酸枝原木和锯材的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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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3年中国从大湄公河次区域进口的红木原木
来源: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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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酸枝已变得如此稀有和珍贵，以至
于如今采伐这种树的行为更像是偷猎野
生动物。流向中国市场的大部分木材，
是由技巧熟练的村民结伙花费数周时间
在偏远的森林搜寻而得。这种模式给执
行采伐禁令的有关执法机构带来了难以
克服的挑战。

在泰国东南部的国家森林保护区，邻国
柬埔寨偏远乡村的采伐者在黑夜的掩护
下，越过宽松的国境线蜂拥而至。他们
的装备包括链锯、枪支，甚至火箭助推
榴弹发射器。当采伐者遭遇执法人员
时，双方往往产生暴力冲突。冰毒
（yaba ）经常被用作兴奋剂以克服疲
劳，或者被作为一种酬劳支付给深受毒
瘾摧残的采伐者。

采伐者当中的死亡人数甚至更高，仅
2012年就有45名柬埔寨人被泰国执法人
员击毙 21。

木材商所提供的金钱诱惑，吸引着大批
贫困农村人口前来从事这项可能致命的
生计。每次出远门伐木，村民可望挣得
数百美元，这种回报远远超过务农等其
他形式的当地就业。

在远离伐木第一线的地方，贸易商、中
间商和腐败官员构成了一个个蛛网，将
红木从湄公河流域偏远的森林，通过各
种渠道流入中国五光十色的家具展示厅，

并且由此发财致富。

从表面上看，泰国的大红酸枝贸易禁令
得到了严格执行。但EIA 2011年的调查
显示，贿赂和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使
一些贸易商得以规避法律。

2011年8月，EIA调查人员在曼谷郊区的
一家工厂见到了Wood Siam公司的
Piangjai Veratpan。一位表面上是缅
甸柚木商人的Veratpan透露，他能获得
隐藏在曼谷某个仓库的大红酸枝。那些
木材之所以能从老挝带到泰国，是因为
伪报物种名称，沿途还贿赂了老挝和泰
国的一系列机构。Veratpan向EIA调查
人员保证，一名泰国高层海关官员能够
确保这些木材顺利运出曼谷，代价是相
当于货物价值20%的贿赂。

同月，调查人员会晤了PAB有限公司的
常 驻 曼 谷 的 代 表 Promphan
Suttisaragorn ，他在贸易网站的木材
广告中吹嘘自己“统治精英”界的人
脉。 Suttisaragorn自称通过高层政府
关系，他得以在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
地收购大红酸枝。他曾向中国的国有企
业出售大红酸枝。

Suttisaragorn对EIA调查人员表示，
他可以出售被查扣的大红酸枝，那些木
材当时在泰国有关部门扣押之下。他声
称，他的公司是泰国唯一拥有出售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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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2013年，武装护林员在泰国国

家公园巡逻，搜寻有武装的大

红酸枝非法采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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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枝授权的公司，并报出1万立方米木
材5000万美元的报价。他还吹嘘政府部
门的联系人向他提供获得柬埔寨大红酸
枝的途径。 Suttisaragorn表示，在泰
国采伐的红木，往往走私到柬埔寨，再
出口到泰国，以掩盖其原产地。他说，
他能获得产地证（Certificate of
Origin）文件，为整个过程提供便利，
并规避泰国法律。

EIA在2007年在泰国进行的调查，揭示
了泰国贸易商如何通过贿赂获得老挝的
大红酸枝的做法。在与LVT（老挝、越
南、泰国的首字母缩写）公司老板
Prakit Sribussaracum会面时，EIA 被
告知，他通过政府高官行贿5千万泰铢
（合150万美元），获得了与老挝基础
设施项目相关的森林采伐配额。除了大
量混合硬木以外，这笔交易还使他获得
大红酸枝。通过其在政府部门的人脉，
LVT能够规避老挝的原木出口禁令，以
及该国近年实施的针对特定物种的限制
，将大红酸枝板材出口到泰国。LVT的
采伐配额有一部分与老挝中部有争议的
南屯二(Nam Theun II)号水电大坝相关
。在规划库区从事采伐的LVT老挝合作
伙伴是Phonesack集团，这家名声不大
光彩的企业与该国高层关系密切。

2007年，对大坝所造成得影响的独立评
估着重指出了Phonesack在与库区相邻
的国家保护区(National Protection
Area)猖獗采伐行为中扮演的角色，据
称这种行为堪称“让红木流血”。据报
道，Phonesack向当地村民提供现金，
买下从保护区采伐的红木，然后借用与
坝址相关的配额“洗白”这些木材22。 

到了2012年3月，大红酸枝在保护区的

许多地方从商业意义上说已经绝迹，非
法采伐者返回采伐现场，挖起树根，由
此扼杀了再生的可能性23。 

在老挝，在该国到处寻觅红木的越南和
中国商人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2011年4
月，EIA调查人员在老挝偶遇一位中国
公民、总部位于广州的德盛行有限公司
的总裁谢荣坚。他声称自己在五年时间
里成为老挝最大的红木交易商之一。他
采购到的原料被卡车运到越南，装进集
装箱后发运至中国，曾带来10倍的投资
回报。谢荣坚称自己见证了老挝的红木
价格暴涨30倍之多。鉴于库存的稀缺，
原料的珍贵，谢荣坚表示，他会为了区
区两个立方米的原木前往老挝的任何角
落。他在2011年预测，大红酸枝在5年
后将在老挝绝迹（EIA2014在老挝的调
查显示，大红酸枝绝迹的速度可能超过
其预期，见后页）。

老挝未能执行针对大红酸枝采伐和出口
的法律管制，政府官员与商人的串通一
气是一个关键因素。 2013年9月，该国
财政部长承认，当局“可能在与商人合
作”出口受保护的木种 24 。2014年，
负责打击腐败的政府机构透露，它处理
的大部分案件涉及政府官员参与非法木
材 砍 伐 。 政 府 监 察 和 反 腐 败 局
(Government Inspection and Anti-
corruption Authority)副局长警告
称，腐败可能导致政权垮台25。

2013年2月，EIA调查人员见到了Sunny
Jeremiah Ong。他是将老挝大红酸枝安
排到中国市场的VIP Partners公司常驻
新加坡员工。Ong解释了其如何通过收
买老挝林业局的高层以获得被查扣的红
木库存。Ong还表示，受贿的老挝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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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被泰国护林员查扣的非法大

红酸枝库存，在邻近老挝和

柬埔寨的国家公园内是常见

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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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曾放行被伪报为其他物种的大红酸
枝。他的政府贿赂网络还蔓延至警察和
军队，他描述了自己如何在远离官员办
公室的社交场合支付贿款。

Ong表示，他当时正与中国买家敲定一
批交易，计划经香港中转运送进入中国
内地。他向EIA提出，他通过贿赂老挝
高官，每月提供超过100立方米被查扣
的大红酸枝。他表示，此类交易有必要
通过中央政府的关系，由其与省级部门
商定出售事宜。他解释说，原木将先被
运到越南，他会通过贿赂越南海关官员
获得文件，以便掩盖老挝为原产地的事
实，并在出口时伪报物种。

通常，从老挝发运的大红酸枝能不受阻
拦地跨境进入邻国越南，要么在越南加
工，要么（在大多数情况下）继续运往
中国。越南不要求从老挝流入该国的原
木具有任何合法性证明——只要缴付税
费就行26。 多年来，贸易网站一直在发
布越南企业销售一系列老挝红木的广
告。

2012年，EIA发现总部位于越南海防的
Vinaca Maiphuoung公司提供数亿美元
的红木原木。这些木材被保存在该公司
的老挝仓库，可交付至越南边境或越南
港口城市岘港（Da Nang）。EIA向老挝
和越南的有关部门举报了这家公司，以
考验它们的执法意愿，但没有证据显示
官方采取了任何行动。

另一个案例显示，越南有关部门实际上
明确了解针对大红酸枝的禁令，也有能
力有效执法。2012年，一批500立方米
的红木在岘港港装船时被越南海关总
署（Vietnamese General Customs）查
扣。这批木材是从老挝进口的，被报
为柬埔寨檀（Dalbergia cambodiana），
但由越南CITES办公室进行的检测说
明，它主要是大红酸枝，实际价值显
著高于申报数字。出口公司Ngoc Hung
随后因涉嫌走私受保护的木材物种而受
到调查27。

该调查导致岘港海关主任和两个部下被
捕。然而，有关Ngoc Hung违反了针对
具体物种的管制措施的指控，被越南工
商部（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驳回，理由是这种保护不适
用于进口案例。该案悬而未决之际，政
府拍卖了这批木材28 。

Ngoc Hung案是一个暴露常态的例外；
这起查扣事件变得如此令人瞩目，以至
于总理出面催促解决。该批货物能够一
路畅通地运至岘港，这个事实表明老挝
和越南之间的陆路边境口岸存在根深蒂
固的腐败。同样，2011年，330立方米
的大红酸枝在河内一个火车站的铁路货
车上被截获。这批走私木材是从老挝启
运的，过境后在越南境内畅行数百英里
而未受阻拦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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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
2013年3月，在中国深圳观澜

市场的一块大红酸枝木方上，

嵌有越南海关标记。

“被泰国护林员查

扣的非法大红酸
枝库存，在邻近
老挝和柬埔寨的
国家公园内是常
见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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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大红酸枝即将遭遇商业意义上的
灭绝，是由于整个湄公河地区出产国
家根本上的政府管治失败，再加上中
国红木行业强劲需求所推动的非理性
价格上涨。

所有出产国家的主要管治缺陷包括受
腐败影响的执法不力，以及持续的法
律和政策矛盾，此类矛盾以牺牲有关
物种的保护为代价，鼓励非法红木贸
易并为其提供得以持续的机制。 

执法缺陷：

尽管原产国均有立法禁止大红酸枝原
料的采伐和贸易、 森林管理部门和非
政府组织运动的一些勇敢人士都曾努
力进行保护和执法，但在更广泛的层
面上，在供应中国市场的商人所提供
的大量资金面前，湄公河地区原产国
的法律法规形同虚设。

EIA从2007年起对大红酸枝贸易进行研
究和调查，在此期间，一个又一个贸
易商向EIA说明其使用现金和其他利诱
使得官员为其走私活动提供便利。有
关执法行动的媒体报道中，充斥着林
业、警察、海关、军队和其他官员参
与非法砍伐和走私的事例30。 即便偶
尔执法行动取得成功，多数非法大红
酸枝货物都不曾被截获，即使偶尔被
查扣，涉案人员也很少被成功提起公
诉（具体事例见后页表格）。

相互冲突的政策：

出产国家有关大红酸枝和其他珍稀树
种的法律，以及更广泛的有关林业和
木材贸易范围的法律，都充斥着漏洞
和矛盾，其中许多已被贸易商人和官
员无情利用。

在老挝，原木出口禁令经常被不透明
的豁免规避，导致该法对该国木材经
济基本上是无关的。针对具体物种（
包括大红酸枝）的限制，在迎合特殊
利益的时候也同样被蔑视。采伐大红
酸枝的不透明配额被授予那些同政府
最高层关系密切的精英人士。那些不
受安全机构或政府后台保护的当地人
所违法砍伐的大红酸枝，要么在被查
扣之后作为法定清偿物被拍卖，要么
被成功走私出国50。

通过政府查扣和拍卖将非法木材纳入
进入正规经济的做法，是系统化和腐

败的，并在规避老挝、越南和柬埔寨
所有旨在保护物种的现行贸易禁令的
施行上扮演关键角色。

柬埔寨同样禁止大红酸枝的采伐和贸
易，但同时向有后台的木材大亨授予
独家合约，让他们获得被查扣的包括
大红酸枝在内的非法珍稀木材，这些
木材砍自一片富有争议的特许经济区
域，据称该区域正在摧毁该国森林资
源51。 

泰国带头落实可信的CITES公约的保护
措施的做法需要得到认可，目前仅有
泰国似乎相对干脆地落实了保护大红
酸枝的措施。

EIA在泰国见证了为遏制非法采伐和贸
易而开展的真正敬业和系统化的执法
工作，同时迄今，泰国似乎基本上排
除了将查扣和拍卖等为贸易创造实际
条件的官方机制。然而，这已导致被
查扣的木材在国家公园和港口大量积
压，既带来成本，又容易招致红木盗
贼的盗窃行为，以及中国贸易商意图
购买被查扣木材的压力52。 随着政治
动荡带来更多治理问题，泰国与邻国
一样面对执法和腐败问题的挑战。

所有出产国家，以及中国，都没有立
法要求执法人员查扣在另一个国家非
法采伐的进口木材。从大红酸枝的国
际贸易获益最多、并在其中扮演最大
角色的越南和中国，均抵制出台此类
法律。

政府管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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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大红酸枝贸易的规模：整个湄公河地区2012-14年的查扣情况

自2008年以来，超过36.3万件大红酸枝据报道在泰国被查扣。31

超过3吨大红酸枝在沙湾拿吉（Savannakhet）省被查扣32 同时
2013年近一半（46%）腐败案件与非法木材有关33。

自2010年以来，至少有62吨被查扣，连同500根原木和4513立方米 34。

自2010年以来，至少有49吨被查扣，连同1309件和1958立方米 35。

汇总数据

泰国，2014年3月

老挝，2014年1月

老挝，2014年1月

柬埔寨

泰国海军查扣了700 多根即将被贩运至湄公河对岸的原木。贩运
者在被捕之前已进行5次类似的运输 36。

广平（Quang Bing）省：从一栋房子查扣500多根原木37； 广宁
（Quang Ninh）省：跨部门联合行动查扣运输途中的30吨红木38。

暹粒（Siem Reap）省有关部门查扣21吨大红酸枝39。

黄埔海关执行“利斧”行动，打掉12个走私高档木材（包括大叶
紫檀、花梨和大红酸枝）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8名，案值
31.6亿元人民币（合5亿美元40。

腊塔纳基里（Ratanakiri）省副警察总长接受讯问，此前他家中
被搜出10立方米非法木材 41。

湄公河地区各地个别案件的媒体报道

泰国，2014年1月

越南，2013年10月

柬埔寨，2013年9月

中国，2013年5月

柬埔寨，2013年8月 

甘蒙（Khammouane）省：有关部门在上半年查扣12吨大红酸枝42。

警方逮捕一名据报道向曼谷一名未点名的军方参谋长运送21吨大
红酸枝原木、为此收费150美元的贩运者43。

柬埔寨东北部：查扣大约3吨运输途中的红木44。

在毗邻中国云南省的磨丁（Boten），老挝海关人员查扣20吨红
木 45。

乌汶(Ubon)有关部门逮捕贸易商，查扣600根原木，据报道此人
从村民手中购得这些原木，准备转售给四色菊（Si Sa Ket）省
Kukhan区的一个买家。同样在乌汶，几名用摩托车运输大红酸枝
的贩运者被捕，其目的是赚钱购买毒品46。

在一个检查站一举查扣1500根正被运往木材展销会的原木47。

在一个木材展销会发现1671件大红酸枝，其中一些带有此前曾被
没收的标记，说明有执法人员参与48。

广平省：查扣366公斤 49。

自2013年3月 -交趾黄檀被列入CITES公约附录二

老挝，2013年1-6月

泰国，2013年5月

柬埔寨，2013年3月

老挝，2013年12月

泰国，2013年4月 

泰国，2012年9月

泰国，2012年3月

越南，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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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8年，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re)就
检验了大红酸枝是否适用CITES公约保
护，结果认为其被列入附录二是合理
的，以防不可持续的贸易导致其需要
附录一的保护53 。2008年，泰国争取在
其他出产国家的支持下申请将大红酸枝
列入CITES公约，但老挝和柬埔寨拒绝
了这一提案，辩称列入公约将对区域木
材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尽管该物种在
全部生长区域均已禁止采伐54。

2012年，EIA紧急呼吁将大红酸枝列入
CITES公约55，2012年年中，泰国表示将
申请把该物种列入附录二。越南最终也
表示支持56， 这一提案在2013年3月举
行的CITES公约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
CoP16）上通过一致共识获得批准，为
该物种带来首个（尽管早就应该出台）
的国际保护57 。CITES公约附录二负责
管控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仅允许按照
约定的配额发放CITES许可并据此进行
受控的贸易。将某物种列入附录二须获
得所有出产国家的同意。

尽管被列入公约是姗姗来迟的向前迈出
的一步，但在现实中，此举对于保护大
部分仅存的大红酸枝而言很可能已经“
太少和太迟”。目前似乎只有泰国还有
保留野生原树的现实机会，但这即便在
泰国也无法保证。

重要的是，该物种在被批准列入公约
时，有一个“注释五（Annotation
Five）”限制，将CITES管制措施的适
用范围局限于原木、锯材和胶合板。其

他所有产品均免于遵守CITES认证、许
可和配额制度。“注释五”条款已经在
实际操作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洞，为
不受监管、不受监督和非法的半成品贸
易提供便利。

仍能找到供应的大红酸枝交易商，已经
在滥用“注释五”漏洞，这种行为可能
破坏大红酸枝被列入公约的有效性。有
限的适用范围对于列入附录二的有效性
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并很可能导致该物
种在未来几年因为贸易而灭绝。

尽管国内法律禁止采伐和贸易，但荒唐
的是，“注释五”反而为非法木材制成
的红木半成品披上一层合法外衣。这条
注释，也允许某些国家在国内拍卖被查
扣的非法木材。老挝、越南和柬埔寨经
常举行这样的拍卖活动。这些木材随后
被制成成品或者半成品后出口到全球市
场，不受CITES约束。EIA的调查表明，
这样的拍卖过程显然受到腐败行为的侵
蚀，其生成的文书被用于“洗白”数量
大得多的非法木材，使其能够进入国际
市场。

最终而言，“注释五”为此并不存在合
法国际贸易的大红酸枝贸易提供了准合
法性。废除“注释五”，使管制措施适
用于所有木材形式和产品，极其必要。

上图：
2013年3月，大红酸枝被列入

CITES附录二。但存在的漏洞和

漫长拖延意味着，为拯救大红

酸枝免遭灭绝而言，此举可能

太少、太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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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性保护措施



来自老挝的大红酸枝在越南
同济被卸载，中国贸易商在
这里买下木材，然后由越南
黑帮分子将其走私进入中国
境内。同济和邻近的村子让
买家无需深入产地国家就能
买到大红酸枝。请参阅第16
页。

同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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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越过越南-中国边境，进
入浦寨镇。半成品红木通过
正规口岸运至靠近边境的零
售枢纽，而非法的、未经加
工的原木则通过非正式的边
贸路线走私入境，以逃避税
收和CITES公约限制。请参阅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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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贸易和走私地图

10

在老挝军方的拍卖会上提供出
售的大红酸枝。在执法行动中
查扣的非法采伐的木材，被
卖给中国贸易商，后者随后
使用“合法”木材附带的文书
“洗白”五倍数量的非法木
材。请参阅第12页。

巴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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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山

黄色圆点：记录在案的大红
酸枝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CITES 第16届缔约国大会第60号提案



在这个越南小镇的一个河边仓
库堆放的红木。地处关键边境
口岸辽保和港口城市岘港之间
的东河镇，是来自老挝的大红
酸枝的集合点。红木在岘港被
装入集装箱，然后运至中国。
请参阅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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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吨大红酸枝原木在深圳六
大红木市场之一被提供销售。
这些市场批量提供红木，以满
足中国家具行业的旺盛需求。
原木是通过香港流入中国内地
的，香港的一些物流代理正在
想方设法规避国际贸易限制。
请参阅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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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红酸枝被列入CITES公约后，EIA
开始着手评估这种新的保护对出产
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非法大红酸枝贸
易产生了什么影响。

2013年10月和2014年3月期间，调查
人员前往老挝南部邻近泰国边境的
巴色(Pakse)，那里是大红酸枝贸易
和加工枢纽之一。随后经由越南北
部东河(Dong Ha)和同济(Dong Ky)
的木材市场，再经过谅山(Lang
Son)和凭祥进入中国，最后抵达深
圳和香港。

假扮成买家的调查人员见到了形形
色色的大红酸枝和其他红木交易商、
经纪人、物流公司和中间人，获得
了大红酸枝被列入CITES公约以来具
体影响的第一手信息。

EIA的调查结果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
CITES正在抑制国际非法贸易，尤其
是在中国。但与此同时，“注释五”
所提供的漏洞，加上出产国家和中
国持续存在的腐败和治理不善，正
在破坏潜在的保护力量。

老挝的红木漏洞

红木黑市和被操纵的“指标”

2014年2月，EIA调查人员走访了老挝南部邻近泰国边
境的巴色(Pakse)，这里是一个大红酸枝贸易中心。
EIA还在老挝首都万象见到了一些贸易商和中间人。

在巴色，EIA调查人员见到了上海鸿旭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鸿旭）的欧阳先生。该公司在2013年年中被热火
的大红酸枝贸易的赚钱机遇吸引到老挝。该公司原来
就有越南业务，采购大红酸枝和花枝进行本地加工，
或者作为原料发运到中国，在此基础上拓展进入老
挝。欧阳坦承，鸿旭“来得太晚了”，因为大红酸枝
在老挝的森林中已几乎绝迹。

欧阳解释说：“你看现在 老挝的酸枝是越砍越小，
越砍越小，越砍越小。那些大的酸枝，这么大的20(厘
米)口径以上的，基本上都是泰国边界偷过来的。”

在巴色作为大红酸枝关键贸易枢纽的角色中，这是一
个核心因素——这里靠近泰国和柬埔寨边界。镇上的
其他贸易商也估计，在老挝提供出售的大红酸枝中，
60%实际上来自泰国。

在该物种被列入CITES公约后，许多当地企业（包括鸿
旭）在运货至中国途中遭遇延误甚至没收。欧阳解释
说，鸿旭在2013年曾把大红酸枝原木藏在成品家具内
部，然后伪报货物，结果三个集装箱中只有一个成功
进入中国，在深圳的观澜市场出售。其余都存放在香
港的仓库中，直至有把握运至中国境内，或者在香港
找到买家直接出售。

鸿旭这样的公司也许来晚了一步，但他们在很快适
应当地情况。欧阳解释称，鸿旭已经转向其他红木
种类，即花枝（巴里黄檀）和花梨（大果紫檀），这
些木材所受的监管较少。尤其是花枝与大红酸枝很是
相像，且当前价位有助于实现可观市场增长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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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IA走访期间，鸿旭工作人员据称正在柬埔寨装载
1700吨花枝，准备经由越南运至中国。尽管老挝政
府最近宣布禁止向当地农民采购红木，中国大使馆
也作了通报，但欧阳承认，鸿旭已向老挝当地农民
非法采购了500吨花枝，并将这批木材埋在其位于巴
色及周围地区的工厂地下。

EIA在老挝遇到的所有中国商人都表示，他们都向农
民非法采购大红酸枝——要么直接购买，要么通过
当地的中间人购买。调查人员被带到一个老挝中间
人戒备森严的大院与他会面，这个地方在巴色西北
郊区，地处湄公河和一条支流之间，旁边就是13号
公路，交通便利，不仅便于进入附近三片国家保护
森林，也使该地区成为走私者的门户。

在那个大院，调查人员目睹经过特别改装、装有黑
色车窗的车辆进进出出，这些没有车牌的车辆运载
着在老挝非法砍伐、或者从泰国和柬埔寨走私进入
老挝的大红酸枝原木。当时，大院里堆放的大红酸
枝估计有20吨。欧阳证实，当地还其他许多非法木
材中间人，从当地农民收购各种珍贵的红木，转手
卖给中国买家。通常，买家在木材避免被查扣、安
全运抵后才需进行付款。

然而，此类地下红木黑市只是老挝红木贸易的一部
分。另外一半，是大量非法的大红酸枝在被政府官
员查扣之后，以官方拍卖形式被合法出售。这类业
务往往被少数有政界后台的人士及其网络掌控。

在巴色， EIA还曾与欧阳一起赴会，亲眼见证鸿旭如
何向老挝占巴塞省(Champasak province)军队总部购
买“指标料”，用来洗白该公司已有的非法花枝存
货。同欧阳一起，EIA前往占巴塞省军队总部营地，
军方以每吨一万三千五美元的价格提供出售7立方米
被查扣的大红酸枝。

讽刺的是，这些所谓的“指标料”实际上是从农民
和非法中间商手里查扣的非法木材，却被军方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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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2014年2月，在老挝巴色，老挝军
方向买家出售之前没收的大红酸
枝。大红酸枝被锁在库房里，需
要军官亲自向买家展示。

左上图：
老挝巴色的一个军营，EIA调查人
员在那里看到被查扣之后供销售
的大红酸枝。

右上图：
老挝军方所查扣的木材被合法销
售，俗称“指标料”。这些木材
带有官方文件，被贸易商用来“
洗白”五倍数量的非法木材。

上图：
在老挝、柬埔寨和泰国非法砍伐
的大红酸枝原木，在这个非法木
材中间商位于老挝巴色附近的仓
库提待售。此类材料主要卖给老
挝境内的中资家具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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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三倍于当地市场价格的价格出售，通常专门卖给中
国或越南商人。被查扣的木材包括多种红木树种，它
们可能是在老挝采伐，也可能是从泰国或柬埔寨走私
而来。

“指标料”虽然价高，但其随官方文件出售的，因而
能给当地红木商人厂房里的非法红木库存披上一层合
法性外衣，起到相当于是红木工厂（很多是用来存储
非法红木的仓库）运营许可的功能。鸿旭最终向军方
购买了80吨的花枝“指标料”，有关许可证将被用于
蒙骗检查鸿旭工厂非法存货的官员。

在老挝，木材商对EIA声称，带有许可文件的一吨“指
标料”，可用于“洗白”五吨非法木材。欧阳根据经
验透露，到当地工厂检查的林业部官员，通常在看到
厂方有“指标料”许可文件时，只要收取一些小费，
就会对厂里库存的非法木材视而不见。

欧阳还承认，鸿旭的一家工厂地下埋藏了200吨向当地
人非法购买的花枝。此次从军队购买的“指标料”让
他能够把一部分埋着的木材挖出来——利用有关文件
让它们合法化。他还透露，相关机构内部的线人会向
他通风报信，告诉他何时可以安全出口红木集装箱。

鸿旭向军方购买的“指标料”是由一个名叫Chantone
Lattanvong的老挝女子撮合的。在与鸿旭会谈生意时
，Lattanvong被介绍为占巴塞省省长的亲戚、当地军
事指挥部负责人的侄女。一个自称小汪（音译）、普
通话流利的老挝女人翻译了当时的会谈。小汪供职于

另一家中国公司，据称那是巴色最大的中国公司之一
，那家公司也通过Lattanvong做生意。

据小汪介绍，老挝的政府机构，如农业和林业部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和工商部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以及占巴塞
省和邻近省份的军方，各自定期举行被查扣木材（包
括大红酸枝）的拍卖活动。这些木材十分抢手，通常
在正式拍卖会之前很久就已售罄。例如这次，
Lattanvong利用自己的家庭关系已经以折扣价格向军
方买下全部库存，鸿旭等公司都必须从她处购买。据
悉，Lattanvong撮合这样的交易已有20多年。

规避管制的手段:

为规避老挝的原木出口禁令和CITES公约的规定，大红
酸枝贸易商和其它红木商人日趋采用基本“加工”手
段，主要是在木材板两端添加一些小花样，使其能够
作为半成品出口。运抵中国后，两端将被切除，使木
材能被出售，或作为原料被再加工。

红木商人很少谋求在老挝做长期投资，当地活跃的工
厂租赁市生意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工厂构成了一个流
动性极高的网络，为寻求出口原材料的中国和越南商
人服务。Lattanvong的弟弟所拥有的几家木材工厂如
此出租，或用于存放购得的非法木材，并且用“指标
料”许可文件作为掩护。据介绍，在工厂租赁交易
中，主要考虑因素是工厂主在办理文件的能力和与老
挝官员打交道的人脉。

在巴色，有一家叫吉帝鹏家具厂的本地公司。2007
年，一家中国公司北京易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亦
称“老实红木”）买下吉帝鹏的部分股份。EIA调查人
员在巴色遇到了老实红木的陈兴华（音译）先生。他
表示，吉帝鹏和老实曾经联手从事大红酸枝贸易，主
要向中国的大型家具厂供货。陈先生称，他们曾向老
挝最大的红木买家之一、总部在福建的连天红家具供
应过至少100吨大红酸枝原料。

陈承认，CITES公约对红木贸易产生了一定影响，老挝
边境周期性被关闭，一些此前能帮助他将大红酸枝运
出老挝的线人不再愿意冒这个险。他表示，老挝当
地有一些“后台老板”能够保证把木材从老挝运到
香港，但他们在2013年6月至10月期间也不能发货，老
实红木的两个集装箱在经过漫长等待后，才于去年11
月运抵香港。现在，老实在巴色开发了一家新的工厂
，专注于出口花枝——部分原因是花枝不受受公约限
制，但主要是因为老挝的大红酸枝已几乎采伐殆尽，
其作为一种生意已不再具有商业可行性。

陈表示，老实红木在老挝的花枝业务，主要也是向当
地采伐者和中间人购买非法木材。他还证实，该厂也
使用政府拍卖的“指标料”作为掩护，洗白非法库存
。这些木材随后被加工成板材状所谓的半成品家具，
出口到中国，然后被当作原料再进行加工，用以制成
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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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管道 
越南作为大红酸枝的运输枢纽发挥着重要作用。来
自老挝、泰国和柬埔寨的大红酸枝有两条主要路线
经由越南运至中国：一条是海路，即从岘港（Da
Nang）等港口运至香港；另一条是陆路，即越过该
国东北部与中国接壤的宽松的国境线。

东河:
广治(Quang Tri)省省会东河是越南最大的木材交易
中心之一。这里位于老挝和越南之间的六个正式边
境口岸之一辽保(Lao Bao)以东不远。在大批量木材
（包括非法的大红酸枝）通过辽保口岸光面堂皇进
入越南的同时，还有很多较小批量的木材用摩托车
以及车窗涂黑、车牌空白的小巴通过山路路和河流
绕过官方边境口岸从老挝走私到越南。2014年1月，
越南媒体报道称，在毗邻辽保口岸边防哨所的村庄
内，上述走私大红酸枝的行动，因为有军队护送而
畅通无阻 58。

当EIA在2014年2月走访东河镇时，该镇在非法大红
酸枝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显而易见的。仅在一个
上午，EIA就在Ai Tu工业区的三个仓库里，看到那
里待售的逾400吨大红酸枝原木。

其中一个仓库（由Ngoc Anh 有限公司拥有）的经理
告诉调查人员，库存中 80吨较大的大红酸枝原木是
最近从老挝采购的，一半已出售给中国客户。这名
经理解释称，Ngoc Anh公司的原木会先被运到岘
港，然后发运至香港，中国买家将在香港检查这些
原木。一旦达成交易，原木款项将支付给该公司在
芒街（Mong Cai） 一个联系人。芒街是越南与中国
接壤的北部边境一个出名的走私中心。这名经理称
，近期从香港发运大红酸枝等珍贵木材至中国内地
存在延误，但一般而言，该公司的货物因得到越南
核发的CITES再出口许可证，仍能顺利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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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老挝占巴塞省省长的亲戚Chantone
Lattanvong（右），负责替军队与
来自中国和越南的买家撮合木材交
易。

最上图：
EIA调查人员在越南东河镇的三个仓
库看到400多吨大红酸枝，据悉这些
木材都是在CITES限制措施生效后进
口到越南的。

上图：
走私者利用老挝和越南之间管制宽
松的Sepon河非法贩运大红酸枝（这
张照片承蒙越南Lao Dong News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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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Dong Ky)至谅山(Lang Son) 
位于越南首都河内远郊的同济村，是一个红木工艺品
加工中心，也是非法红木原木进入中国的主要枢纽。
在这里，沿街的木材市场让买家无需深入产地就能买
到大红酸枝原材，并安排运至中国。

EIA在2013年10月下旬走访了同济；在那之前一周，
越南从法律上施行CITES公约的有关规定。很快就变
得显而易见的是，列入公约的事实并未遏制该地区的
大红酸枝贸易。其中一个卖家提出可向EIA调查人员
每月提供1000吨来自老挝的大红酸枝，同时中国贸易
商仍络绎不绝前来此地，多数每次都落实多达100吨
的供货。

在同济及周边市场，老挝似乎是市场上的大红酸枝的
唯一来源。在一个堆满原木的仓库里，一名木材商指
着一段木材上老挝官方的铁锤痕说，这是“合法”指
标料，而大部分大红酸枝原木没有标记、即是从老挝
偷运出来的。

在大红酸枝被列入CITES公约后，中国海关据称正在
严格封堵来自越南的大红酸枝。为了规避中国的边境
管制，木材商纷纷启用一些特殊物流企业的服务。其
中一家公司——长江物流（Truong Giang，又称“
999” ）据称专门从事大红酸枝原木的走私。

假扮买家的EIA调查人员见到了999公司的李先生。
他表示，虽然中国当局在实施管制，但越南官员没有
这么做。他补充说，999公司有能力逃避边境管制，
因为公司老板已经与官员建立了关系。“我们老板一
路在这里都买通了,” 李表示。“他实力很好 挺厉害
的 他算是一个黑社会的嘛。”

999公司每月运送数百吨大红酸枝进入中国，为此收
取每公斤2美元的费用。每辆卡车最多分配到3吨的此
类货物，并将其藏在合法货物下面。李表示，出口木
材所需的文件，由一个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林业部门官
员提供。

首次会面之后，EIA重返999公司办公室，同公司老板
阿强(Cuong)会面。会面期间，阿强将一叠叠的现金
装入一个袋子，而他的员工正忙着将大红酸枝原木装
入麻袋里以便出口。他对于自己越境运送非法木材的
能力十分自信，他提出，若当局查扣的任何一
批货物，他可以全额退款。阿强拥有一个运输公司网
络，每天平均有7辆载运木材的卡车越过边境。

在999公司的办公室外，EIA遇见一个在大红酸枝原木
上写上自己名字的中国女子黄丽洪。她刚刚购买了16
万美元的大红酸枝，用以供应给她在福建的公司—
—天喜古典家具有限公司。鉴于她是第一次到越南
采购，她购买的量并不大，她要试试999公司是否能
把这批原木运至中国。两周后，调查人员在中国的一
个红木行业展会上再次遇见黄丽洪，她证实那批原木
已安全送抵中国，并称她有意再次去同济落实更多木
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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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中国

虽然同济周围也有一些木材加工厂，但在老挝砍伐
、然后被运至越南的大红酸枝原木绝大部分都直接
流向中国。

凭祥 
从同济出发，EIA调查人员沿着木材走私路线向北
160公里，到达谅山省。虽然越南和中国之间有两
个正式边境口岸：浦寨和友谊关，但物流代理告诉
EIA，载有非法红木的卡车通常借道非正式“边贸”
过境，往往需要跨越山区。

在浦寨，EIA观察到每天有几十辆满载红木家具的卡
车过境。这些货物在中国境内一个靠近边境的红木
市场卸下，在那里，技能熟练的工人对这些家具进
行后期加工和上蜡，成品在当地市场销售。浦寨和
规模较大的口岸城镇凭祥已成为红木产品的大型零
售中心。

结果是，家具商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商场通
常包括高端红木销售网点。EIA走访了其中一个商
场，看到一些商店将装满大红酸枝原木的麻袋堆放
在家具背后。一位销售人员告诉调查人员，她的老
板一直库存有大红酸枝。另一位销售人员说，大
红酸枝的进口已变得更加困难，但他的老板仍能
供货，其有专门团队负责在越南采购。

上述家具零售商场的货源来附近的一些红木加工中
心，如凭祥南郊的板价村。EIA来到该村了解企业如
何采购原料，以及来自越南的大红酸枝半成品的贸
易规模。

调查人员在板价村遇到一个工厂老板，他所有的原
料都来自越南，经过初加工后进口，由他的厂在中
国完成末道工序，供应给挑剔的本土市场。这个工
厂主声称，至少90%的大红酸枝产品——包括原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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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最上图：
从越南走私到中国边境的大红酸枝往
往被裹藏在麻袋里，以逃避检测。

对页中图：
越南谅山的黑社会头子阿强（右）正
将一叠叠现金装入袋子，这些钱是其
组织大红酸枝走私入中国所得。

对页下图：
尽管CITES立法从2013年6月12日起生
效，但中国买家在2013年10月仍蜂拥
而至越南同济，寻找可出口至中国的
大红酸枝原料。

下图：
有些大红酸枝在出口到中国之前在越
南同济被做成家具，大红酸枝家具目
前不在CITES管制范围内。

左下图：
运载大红酸枝家具半成品和原材料的
卡车车队在中国境内的浦寨红木市场
装货。

右下图：
大红酸枝原木、锯材和胶合板——被
藏在麻袋里以便从越南走私出境——
在中国凭祥的一家零售店待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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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成品——是通过边贸路线走私进来的，目的是逃避
税收。据他介绍，板价村多数工厂购买半成品，而不
是原木，主要是因为越南的劳动力成本显著低于中国。
列入CITES公约对他的木材购买方式没有影响，因为这些
木材本来就是走私的。他说，边境执法时松时紧，但都
是中国方面（而不是越南方面）行动的结果。

深圳
离开凭祥后，EIA调查人员向东到达广东省深圳市，这
里是大红酸枝从毗邻的香港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深
圳在中国的大红酸枝贸易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从越南、柬埔寨和泰国运至香港的数千吨木材，最终
大都被聚集在深圳的六大红木批发市场。这些市场进
而供应给全国其他工厂，迎合中国蓬勃发展的城市的

需求。几个木材市场集中在观澜镇。当EIA在2013年11
月初走访观澜市场时，当地弥漫着一股紧张气氛。据
了解，该地区的市场和港口不久前刚遭遇一连串查扣
执法行动。

在黄埔港（红木进口主要渠道之一）和文锦渡口岸，
据报道在5月至8月期间已有12个木材走私团伙的38人
被捕。中国媒体报道称，在深圳所属的广东省，6月份
有20个大红酸枝贸易商被发现在进口时伪报树种59。

尽管有这些查扣行动，市场上仍有数千吨优质大红酸
枝、花枝和花梨待售。大部分贸易商表示，最近没有
新大红酸枝从香港入境，但他们补充说，执法人员的
关注重点是入境口岸，而不是木材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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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贸易商的大红酸枝因执法行动而滞留在香港，
他们称这反倒推高了这批货物在内地的价格。他们
向EIA调查人员兜售一批八吨的大红酸枝，报价为每
立方米六万美元。贸易商建议说，这种价位的原木
通常是买下作为投资的—— 抛光、上蜡和储存，而
后坐待升值。

观澜市场上多数大红酸枝都来自老挝，并经由香港
进入中国内地。毗邻香港及其港口基础设施（而不
是靠近主要的红木加工中心），是红木市场落户深
圳的主要原因。

EIA调查人员走访了总部位于广东省、服务于香港和
内地贸易的物流公司，以了解列入CITES公约对大红
酸枝的进口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据了解，由于有
关执法行动，物流企业正在寻找新的方法，以确保
能恢复走私活动。

例如东莞市拓宝进出口有限公司。在大红酸枝被列
入公约之前，该公司曾为广东的木材商安排从香港
进口这种木材。老板王杰证实，2013年5月以后，大
红酸枝的进口已经停止。他表示，目前只有伴有中
国国家林业局签发的CITES进口许可证才能合法进
口，而这种许可证进而需要出产国家签发的对应出
口许可证。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进口大红酸枝到香港仍没有问
题。香港的CITES管理机构（CITES Management
Authority）已经向EIA正式确认这一点。截至2014
年2月，该机构仍未履行公约义务60。 王杰解释称，
香港使像他这样的企业能够进口货物到香港，然后
将其重新装入新的集装箱，再出口到中国内地，从
而掩盖真实产地来源。这种做法也为伪报树种、逃
避CITES公约的限制提供了机会。 

王杰自称曾成功地突破CITES限制，进口中美洲红木
树种微凹黄檀(Dalbergia retusa)，方法是将其申
报为不受管制的巴里黄檀(Dalbergia bariensis)—
—利用这两个树种在质地和颜色上的相似。他正在
探索伪报大红酸枝或以其它方式将这种材料走私入
境的方式。

香港被众多参与红木贸易的广东物流企业作为进入
中国内地的跳板——他们可以在香港对不齐全的文
书进行补充或修改，以应对中国海关的严格要求。

海关数据显示，香港与中国内地之间存在大量伪报
货物的行为。2010 到2013年间，香港出口到中国内
地的高价值原木，比进口到香港的高价值原木多出
16.1万立方米，这说明有大量非法木材进入了正规
贸易61。

枢纽：香港
EIA在大红酸枝出产国进行的调查纷纷指向一个事
实，即香港是各出产国向中国内地发货的主要渠道
。为了收集证据，EIA调查人员前往香港，走访了
协助红木贸易的物流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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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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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深圳观澜镇的大地城红木市场可以说是
世界上最大的大红酸枝批发中心。

下图：
EIA调查人员在深圳看到一批大红酸枝以
8万美元出售

最下图：
中国深圳集装箱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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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人员被安排与林女士（音译），她是一个谨慎的
女商人，办公室距离深圳香港口岸不远。她透露自己
在向中国内地运输大红酸枝、花枝和花梨方面拥有大
量经验。此前她一直通过海运向东莞和深圳的港口运
送装有大红酸枝的集装箱。她声称，从香港发运的集
装箱可在三天内到达广东的任何港口，并提出，如果
货物被拦截，她可以提供每吨4万元人民币（合6500美
元）的赔偿。她对运输大红酸枝进入中国内地的收费
是每吨1.4万元人民币（合2300美元）。

林女士说，她曾承运具备CITES许可证的大红酸枝集装
箱。一些贸易商告诉她， 在越南能够以每立方米550
美元的价格获得CITES出口许可证，随后可据此在广州
和北京申请进口许可证。林女士给人的印象是，尽管香
港是红木运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在这里可以在文书上
动手脚，但走私行动是由内地的团伙头目策划的。

为顺着这条线索深入调查，EIA越过边界返回深圳，见
到了深圳中毅行进出口有限公司的邓长华，该公司的
办公室在观澜镇大地城红木市场内。会面期间，邓长
华表示，他的公司利用从老挝获得的CITES许可证，能
够合法运输大红酸枝集装箱进入中国内地。他说，这
些许可证是由一位经常前往万象的中国商人从老挝政
府处直接获得的。凭着这些出口许可证，邓长华曾通
过广州有关部门，申请获得对应的中国进口许可证，
后者由北京的CITES管理机构签发。据邓长华介绍，中
毅行是少数几家拥有此类许可证的公司之一。

会面当时，邓长华仍然有几千立方米大红酸枝的许可
证，每份许可证最多可覆盖100立方米。邓长华从香港

运输大红酸枝至中国内地的收费是每吨1.6万元人民币
（合2500美元）。

就像香港的林女士那样，邓长华表示，他不需要一批
货物具备任何文件，唯一的要求是集装箱运抵香港。
他说：“你要能到得了香港，你的货到不了香港，我
也是没办法。” 尽管拥有老挝的CITES出口许可证，
但邓长华明确指出，这些文件只能用于从香港转运货
物到中国内地，而从老挝到香港的风险要由贸易商自
己承担－－邓长华承认，那是运输途中风险最大的一
环。

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货物量与CITES
许可证上所列的数量相符。他说：“我还要凑我的证
上的立方数 我一张纸50个立方 如果你超过50个立方
我也头痛啊… 我在香港会有柜子跟你搭成一票去报
关。”

虽然邓长华断言，老挝的CITES出口许可证不是伪造
的，但这些许可证显然不像CITES所要求的那样，针
对任何具体批次的木材。这些许可证实际上是不正当
签发的，目的是让许可证持有人能任意选择将任何大
红酸枝合法化，这种做法明显违反CITES的规定。

邓长华说，他在2014年运输的大部分大红酸枝来自越
南，主要是从胡志明市、岘港和海防的港口发货，而
他在2013年接手的多数集装箱来自泰国。

那次会面后，邓长华向EIA发送了一份越南在2014年3
月签发的再出口许可证，用于出口来自柬埔寨的交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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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檀。这份许可证的合法性非常可疑。2014年4
月，柬埔寨的CITES管理机构对EIA表示，迄今从
未签发过此类出口许可证62。2014年3月，EIA了
解到，柬埔寨政府已致函中国驻柬埔寨使馆通
知中国：柬埔寨已禁止交趾黄檀的贸易63。

2014年4月15日，邓长华
向 EIA电邮了一份老挝
CITES出口许可证。该证
允许出口50立方的交趾黄
檀，显示的收件人为厦门
中荣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其据称在老挝有木材加工
厂。如此看来，邓之前所
描述的以CITES管制来洗白
非法木材的情况有可能属
实。

2014年4月15日，EIA致函
老挝的CITES管理机构，阐
述了对邓长华所描述的不当
签发CITES出口许可证情况
的担忧，并询问官方有关
迄今签发的出口许可证的
信息。截至本报告五月付
印之时，没有收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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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页：
受中国内地的执法行动阻碍，鸿旭公
司的老挝大红酸枝被存放在香港的某
个私人仓库 。

左图：
观澜阳光红木市场一个木材仓库被执
法部门查封，据称该公司涉嫌进口非
法木材。

下图：
邓长华提供的一份老挝交趾黄檀
CITES出口许可证和一份越南交趾黄
檀CITES再出口许可证。这两份正当
性存疑的许可证都被用来向中国有关
部门申请有关CITES进口许可证，以
便从香港出口至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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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红木产业与其文化传统几乎
没有相像之处。过去10年里，红木产业
不受约束地扩张，使一些在传统红木文
化所崇尚的标志性物种濒临灭绝。大红
酸枝就是这种威胁的最明显例证。

中国的《红木国家标准》列出33个树
种，其中21种产于亚洲（主要在湄公
河地区），7种产于南美洲，5种产于
非洲。《标准》在更大程度上旨在保
护中国消费者利益，而非阻止非法或
不可持续的红木原料进入中国红木产
业。 

一个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是，为满足中
国富裕精英阶层的需求，这些树种的
许多种群资源正被逐渐耗尽。典型的
案例是，名列红木榜首的中国原产降
香黄檀（海南黄花梨），它可以卖出
每立方米200万美元的天价，但在天然
森林中已几乎不存在64。尤其是自2009
年以来，中国不断飙升的需求正在快
速消耗湄公河地区、印度、马达加斯
加、中美洲和非洲的红木资源。

在各个地区，由中国商人带动的红木采
购和采伐浪潮，基本上都遵循一个相似
的模式：不可持续的采伐水平首先导致

国内进行立法保护，随后国内立法被走
私和官商结合所破坏，最后出产国家被
迫寻求通过CITES进行保护。这已导致7
个红木树种被列入CITES公约。

出产国家被迫寻求CITES公约所提供的
国际保护，因为红木贸易巨大的潜在利
润使各国的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同时，
中国对非法采伐木材的进口并不实行管
制65。

红木原产国的林业管理能力普遍较为薄
弱，在大量“热钱”的追逐下，一些具
有特权的商人肆意追逐着日益减少的红
木供应。在贫困和潜在动荡的国家，
如马达加斯加、老挝、缅甸和塞内加
尔，这股红木潮对当地社会会产生广
泛影响，甚至可能威胁政治稳定。

当下的红木潮并不说明，中国的富裕阶
层在复兴悠久的文化传统。自2009年以
来，市场投机是驱动红木产业增长的最
大因素之一。需求上升而红木资源的日
益减少，催生了一个仍在继续膨胀的泡
沫，给红木出产国家带来灾难性影响。
行业协会——中国红木委员会已指出“
红木市场投资性消费明显增长”66 。现
实是，当某种红木越是稀缺，其价格就

上图： 
尽管红木代表着丰富的传统

文化遗产，但中国一些专家

警告，现代红木行业正对这

一传统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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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产业的非理性扩张

“某种红木越是稀

缺，其价格就涨得
越高。悠久的文化
传统被肆意当作投
机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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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得越高。值得尊敬的文化传统就被如
此当作投机的掩护。

在老挝巴色，EIA遇到的北京易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一只投
资基金，专门让富人投资红木家具 。
该基金据称已吸引超过160万美元的投
资，用于在老挝采购花枝和花梨。

尽管有证据表明红木产业存在泡沫、且
正在耗尽木材资源，中国政府仍然提供
了大量措施推动红木产业的发展。红木
加工和零售中心不断增多，目前有3000
多家红木生产企业分布于25个红木产业
枢纽，进而继续推高对稀缺红木资源的
需求。

以凭祥为例，当地政府提供各种财政补
贴和减税等方式支持了当地红木产业的
发展，而国有银行发放了至少7500万美
元贷款 67。其后果是，现在仅在凭祥一
地就有2000多家红木企业68。

这样的红木产业中心在全国各地不断涌
现，但其红木资源不仅濒临灭绝且涉嫌
非法走私。因此，对一个正在系统化摧
毁自身供应链的行业进行投资和政策扶
持的做法，令人费解。

尽管红木家具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的根
基，但现代红木产业却正对这种传统构
成真实威胁。2014年3月，在上海的一
个国际木材贸易会议上，中国文物学会
文物修复专业委员会的一名专家表示，
当下红木产业大多追求木材的稀有、价
格的高低，很多产品完全看不到中国传
统优秀家具的影子。多名业界代表也提
出警告，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涌入使红木
产业陷于混乱状态69。

以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名义对红木的疯
狂追逐，正在摧毁世界各地红木原产国
的自然遗产。大红酸枝就是一个明显的
例子：几世纪之前，它是原始红木树种
之一，但现在，却被贪婪和投机逼迫到
商业意义上灭绝的边缘。

从事红木贸易的犯罪集团当然不会关心
这一点：有证据表明，他们已经在转向
其他红木树种，如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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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上图：
中国东盟凭祥红木国际商城

——有很多这样的专业市场

迎合中国对红木产品不断飙

升的需求。

上图：
红木产品普遍被认为是有价

值的投资和文化艺术品，但

很少有消费者知道红木贸易

背后肮脏血腥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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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公约的缔约国应当：

l 支持删除交趾黄檀(D.cochinchinensis) CITES公约
附录二“注释五”的提议，使公约附录二的各项限制
适用于所有部位和产品；

l 请CITES秘书处整理并发表出产国家签发交趾黄檀
CITES出口许可证情况的报告；

l 请CITES秘书处组织人员评估和加强缅甸CITES管理和
科学机构的能力，使其能够应对巴里黄檀
(D.bariensis)和其他物种所面临的迫在眉睫的贸易
威胁。

所有交趾黄檀的出产国应当：

l 向CITES秘书处定期递交详尽报告，说明签发交趾黄
檀(D.cochinchinensis) CITES出口许可证的情况，
包括签发了多少许可证，对应多少木材量，以及证明
签发许可证所适用法律和合理性解释；

l 发表非致危性判定书，证明签发的CITES出口许可证
与经过科学证明的种群相称；

l 向秘书处递交提议，要求将那些被当作替代品的树
种，如巴里黄檀(D. bariensis)或大果紫檀(P. 
macrocarpus)，列入CITES附录三，并实行零配额，
直到完整的非致危性判定书能决定将来可持续贸易
量为止。

CITES 常务委员会应当：

l 指示CITES秘书处对交趾黄檀出产国家的报告和非致
危性判定书（如上所述）进行审议，以求确定相关许
可证是否有科学上可信的非致危性判定书作为依据，
并寻求出产国家就目前借助“注释五”免受CITES贸
易管制的交趾黄檀的合法性作出澄清；

l 指示CITES秘书处向CITES常务委员会的相关会议提交
一份审议报告，包括对于进一步行动（如有必要）的
建议。

所有33种官方红木树种的出产国家应当：

l 向CITES秘书处递交提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木
国家标准》所列树种的全部国内种群列入CITES附录
三（那些已经列入的树种除外），并实行采伐和贸易
零配额，同时开展非致危性判定研究，为将来可能的
合法贸易提供指引。

中国应当：

l 从法律上明确禁止进口任何非法采伐的木材；

l 针对交趾黄檀的进口部署有效边境管制；

l 确保每一份交趾黄檀的CITES出口或再出口许可证得
到采伐国家CITES管理机构的验证；

l 暂停签发任何交趾黄檀的CITES进口许可证，直至有
关方面发表非致危性判定书，证明出产国家签发的
CITES出口许可证合理；

l 对红木行业进行改革，确保其不再刺激对濒危树种的
需求，并停止交易非法木材。

泰国应当：

l 立即向CITES秘书处递交书面提议，要求在下一届缔
约国大会之前删除交趾黄檀在CITES公约附录二的“
注释五”，使公约的各项限制适用于所有部位和产品；

l 立即向CITES秘书处递交书面提议，要求在下一届缔
约国大会之前删除交趾黄檀在CITES公约附录二的
“注释五”，使公约的各项限制适用于所有部位和产
品；

l 确保过去10年的执法行动所查扣的交趾黄檀绝不流入
的国内或国际商业贸易；

l 确保执法机关有足够资源来保护泰国仅存的交趾黄檀
树。

老挝应当：

l 停止所有政府部门对查扣的交趾黄檀和其他物种进行
销售；

l 调查参与非法红木贸易的公司和个人，并对其提起公
诉；

l 充分利用欧盟和老挝之间正在进行的自愿伙伴关系协
议(VPA)谈判，打击交趾黄檀的非法采伐和非法贸易；

l 调查此份报告所述的贸易商利用欺诈性手段签发的
CITES出口许可证的情况。

越南应当：

l 禁止进口非法木材至越南，将此举纳入目前正为欧盟
与越南之间森林执法、施政与贸易自愿伙伴关系协议
(FLEGT VPA)谈判而发展的木材合法性保障体系
(Timber Legality Assurance System)；

l 停止政府部门销售查扣的非法木材，包括交趾黄檀；

l 调查不正当签发越南CITES再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例
如在柬埔寨没有颁发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下，越南所颁
发的原出口自柬埔寨的交趾黄檀再出口许可证；

l 禁止目前允许的非法珍稀木材出口，例如从政府拍卖
会购买原料，并将其加工为成品的做法。

柬埔寨应当：

l 要求相关的CITES管理机构澄清，在柬埔寨并未签发
正当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下，越南是如何对柬埔寨交趾
黄檀签发CITES再出口许可证的；

l 停止政府拍卖、销售非法红木木材。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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