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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灭绝：
濒危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的
非法贸易及其对极度濒危小
头鼠海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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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海豚的有效保护努力活
动了三十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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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小头鼠海豚和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有很多共同点：它们都极
度濒危，都根据CITES而被保护
不能用于国际贸易，并且都属
于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北部一
个相对较小区域的特有动物。
它们的尺寸和寿命相似，并且
两个物种都因为非法捕捞而面
临灭绝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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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头鼠海豚是一种只在墨西哥沿海的加利福尼亚湾北部水
域发现的小型鼠海豚。1997年，它的数量预计是567头，
但由于成为渔业的副捕获物，这个数字到2014年已经骤降
至97头。最近基于声音监测的证据表明，小头鼠海豚数量
在2013-14年期间出现了42%的下降 1。这种令人担忧的
加速下降要归咎于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非法捕捞的死灰复
燃，因为它们的花胶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南方非常抢手。加
利福尼亚湾石首鱼干花胶由于价格高昂而被称为是
“水生可卡因”，对它的需求不仅正威胁着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而且也影响着小头鼠海豚这种最濒危的海洋哺乳
动物，因为它们经常会意外被为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而设
的非法渔网捕获。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从1996年开始就被列为是极度濒危物
种。但是，从1975年禁止捕捞这个物种开始，对其数量的
估计就从未进行过。跟石首鱼科的其他长寿的大型鱼种一
样，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也容易受到过度捕捞的威胁，尤
其是考虑到花胶在外国市场上的价值所造成的额外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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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小头鼠海豚和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的困境已经获得
了国际关注。墨西哥已经对整个小头鼠海豚分布区域实施
一个为期2年的刺网捕鱼紧急禁令。作为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从邻国墨西哥被走私至中国中途枢纽的南加州，这里
的美国机构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没收和起诉措施。但是，正
如EIA的研究以及暗中监控所显示的那样，在作为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主要市场的香港和中国大陆，这里的执法反
应仍然不足。
只要这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继续存在，小头鼠海豚就将不可
避免地死于非法捕捞渔网，并且逐渐减少至灭绝。政府、
海关和其它执法部门需要紧急加大努力，停止加利福尼亚
湾石首鱼非法贸易，从而保护两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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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花胶的需求不仅
正威胁着加利福尼亚
湾石首鱼，而且也影
响着小头鼠海豚这种
世界上最濒危的海洋
哺乳动物。”

2

小头鼠海豚– 3年内要挽救
一个物种
“科 学 家 二 十 年
来差不多一直在
警告，小头鼠海
豚的生存取决于
消除刺网中的副
捕获物。”

极 度 濒 危 的 小 头 鼠 海 豚 （ Phocoena
sinus） 是世界上最小以及最濒危的鲸
类物种2。在过去3年中，一半的小头鼠
海豚种群已经被用刺网杀害，其中很多
都是为了捕捉一种名为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Totoaba macdonaldi）的大型极
度濒危鱼类而非法设置的渔网。现存的
小头鼠海豚不到100头，并且按照目前
的数量下降速度，这个物种到2018年将
灭绝3。
小头鼠海豚的別称为加利福尼亚码头
鼠海豚，在西班牙语中它的意思是
“小奶牛”。它拥有所有海洋鲸类物
种中最小的分布范围，它的已知分布
范围包括加利福尼亚湾最北部一块只
有4000平方千米的区域。成年的小头
鼠海豚能达到大约1.5米长，体重55千
克，它是鼠海豚科中最小的成员4 。它
眼睛和嘴周围明显的深色斑块使它成
为最具标志性的鲸类动物之一，虽然
在野外很难看到它5。

保护工作历史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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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湾北部的刺网
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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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二十年来差不多一直在警告，小
头鼠海豚的生存取决于杜绝为小虾、长

须鲸和鲨鱼所设置的刺网，从而避免对
小头鼠海豚的误捕。但是，保护行动在
很大程度上是不起作用的。直到最近，
解决误捕主要威胁的措施仍然是不充
分、不完整或者未实施的。
早期的努力包括在1993年建立上加利福
尼亚湾和科罗拉多河三角洲生物圈保护
区，以及在2005年建立的小头鼠海豚保
护庇护区。庇护区内的刺网捕鱼被正式
禁止，但是几乎没有执行过，并且庇护
并未涵盖整个小头鼠海豚分布的区域，
禁令也被广泛忽视6 。刺网捕鱼继续畅
通无阻，巴拿马独木舟（传统渔船）的
数量在2005-07年期间翻倍，并且非法
捕捞者的数量超过了合法捕捞者 7 。
在过去5年中，墨西哥政府增加了保护
小头鼠海豚的努力，为保护工作投入了超
过3000万美元，其中包括一个补偿计划
（“租出”、“买断”以及“转换”）
，
用来消除庇护区内的刺网捕鱼和工业拖
网捕鱼，但是小头鼠海豚的数量仍继续
下降8。
小头鼠海豚国际保护委员会（CIRVA）
跟踪这种衰减已经有差不多20年时间。
CIRVA 是应墨西哥政府的请求而建立的
组织，目标是为这个物种制定一个恢复
计划。委员会包括知名的国际和国内科
学家，他们会利用捕鱼业、渔民、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的专长。在1997年第一次
召开的会议上，CIRVA很快识别出刺网
误捕小头鼠海豚是小头鼠海豚生存的最
大威胁9 。它随后分别在1999年、2004
年、2012年、2014年和2015年举行了5
次会议，每次都发布了令人沮丧的小头
鼠海豚生存展望10 。
1999年，根据在1997年所做的调查，
CIRVA 认为小头鼠海豚估计拥有567头个
体11 。到2012年，种群数量估计已经下
降到大约200头，而当CIRVA 在2014年开
会时，它发布了严峻的警告：
“小头鼠海
豚正处于迫在眉睫的灭绝危险中”12。
声学数据表明，现存的小头鼠海豚仅有
97头，而且达到生殖成熟的雌性小头鼠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鲸类专家组（CSG）提供的图片

这张谷歌地图图片显示的是
2014年12月5日小头鼠海豚庇
护区内的90艘巴拿马独木舟
（刺网渔船）。红圈和白线
表示保护区边界。可在
www.iucn-csg.org网 站 上 查
看的航拍图像显示，存在17
起个体刺网捕鱼活动。其中
，有3起正在部署渔网，10起
正在收网，有4起是渔网“浸
在水中”，没有附到船上。

海豚可能不到25头。CIRVA 预计，如果
不消除渔业副捕获物，小头鼠海豚将可
能到2018年就会灭绝。CIRVA建议，墨
西哥政府应颁布紧急条例，建立一个没
有刺网的区域13 。

作为对第五次CIRVA会议令人担忧结论
的回应，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
涅 托 在 2015年 4月 15日 访 问 了 圣 菲 利
佩，并宣布了加利福尼亚湾北部综合保
护计划，这是保护小头鼠海豚和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的一个战略。该计划包括
一个针对小头鼠海豚庇护区扩展区域中
所有刺网捕鱼的为期2年的禁令、给渔
民以及渔业相关人员的财政补偿、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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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VA 的报告提到，由于香港和中国大
陆对花胶（本地称buche）不断增长的
需求，死灰复燃的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
非法捕捞已经成为小头鼠海豚所面的一
个新的严重威胁。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会被在夜晚设置的固定大网眼刺网捕
获，而渔民出售花胶每公斤能获得8500
美元的收入14 。除了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的非法捕捞外，加利福尼亚湾北部内
还出现了很多用刺网进行的非法捕鱼，
其中包括无证捕鱼、用过期许可证捕鱼
、用非法长度的刺网进行捕鱼以及在包
括小头鼠海豚庇护区在内的保护区内进
行捕鱼（请见上面的地图）15 。
基于社区的监督和执法计划以及增强墨
西哥对抗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非法捕捞
的能力。这些努力能否成功仍有待观察
，然而，CIRVA已经明確指出，小头鼠
海豚的生存取决于一份刺网捕鱼永久禁
令以及采用所有可用的执法工具来停止
非法捕捞16 。停止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
的非法贸易对小头鼠海豚的生存来说是
必不可少的。

上图：
在渔网中被杀死的小头鼠
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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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 一种极度濒危的鱼类
一种拥有很多
其它名称的鱼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还被称为是鼓鱼
、犬牙石首鱼（法
语）、Corvinata石
首鱼、 Cabicucho
、Curvineta、
Curvina piedrera
、 abanico、
machorro、墨西哥
石斑鱼、墨西哥鼓
鱼和大海鲈19

下图：
误捕给小头鼠海豚和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都造成威胁

加 利 福 尼 亚 湾 石 首 鱼 （ Totoaba
macdonaldi）是一种长寿的大型海洋鱼
类，是加利福尼亚湾的特有的物种17 。
它是石首鱼科中最大的物种。石首鱼科
中包括加利福尼亚太平洋犬牙石首鱼和
细须石首鱼。它可以长到超过2米长，
体重达到100千克，并且可以存活长达
25年18 。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只在加利福尼亚湾
中部和北部发现过。这个物种会在海湾
最北部的科罗拉多河三角洲中产卵，而
人们认为过去这个物种也在加利福尼亚
湾东侧更南的地方产过卵，尤其是在富
埃尔特河的河口中20 。
在20世纪初，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捕捞
曾是加利福尼亚湾最重要的渔业。
它最初是在对花胶需求的反应中发展起
来的，其中花胶会被出口到中国以及送
到加利福尼亚的中国社区 21。针对整只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的美国市场也发展
起来，并且在1942年达到顶峰，超过

2000吨，后来到商业捕捞被禁止的1975
年则下降到59吨22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资源曾被视为非常丰富，但猖獗的过
度捕捞、栖息地被破坏、误捕以及非法
捕鱼都导致了这个物种从1996年开始就
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是极
度濒危物种23 。
根据美国和墨西哥法律，交易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或其任何部分都是违法的。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捕捞在1975年被禁
止，并且2年之后，这个物种被列入濒
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1，被禁止国际贸易24 。 1979年，
它被美国《濒危物种法案》列为是濒危
物种25 。墨西哥在1994年将其纳入到该
国的处于灭绝危险物种名录中26 。
从1975年禁止捕捞开始，就未对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种群数量进行过调查，并
且种群数量状态目前是未知的 27。虽然
存在一些恢复的间接迹象，但非法捕捞
在2013年初有显著增加28 。目前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受加利
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高昂价格鼓动的非
法捕捞。据报道，渔民在本地黑市上能
将每千克花胶买到多达8500美元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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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捕者使用违禁刺网在上加利福尼亚湾
进行捕鱼活动，并且还在禁止所有捕捞
活动的区域中进行捕鱼。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是在固定的大网眼刺网中被捕获
的，这种网是在晚上设置，并会放置几
天时间。非法活动在产卵季尤为普遍，
因为这时候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最容
易受到攻击，并且是在成年鱼能够排
卵前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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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石首鱼科的其它物种一样，由于包括
寿命和聚集产卵在内的生命历史参数，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也很容易遭受过度
捕捞 31。有鉴于此，来自非法花胶贸易
的额外市场压力以及科罗拉多河水质下
降造成的产卵栖息地损失就都成为令人
担忧的主要原因32 。因此急需一个以科
学为基础的透明的种群资源评估。

对花胶的国际需求
跟鱼翅、鲍鱼和海参一样，干鱼鳔（通
常被称为是“花胶”）是一种传统和有
很高价值的干海鲜产品。这些产品是如
此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汇中，以至于描
述奢华和财富的俗语就被翻译成鲍鱼、
海参、鱼翅和花胶。最高的需求出现在
中国大陆南方以及香港，其中后者是一
个发达的贸易中心33 。花胶也通常被称
为是鱼肚，对它的需求是源自假定的药
用价值以及是被用作一种补药34 ，但缺
少支持这些特性的科学研究根据。
花胶产自各种物种，其中最常见的是石
首鱼类。存在大约34种不同的花胶。
尺寸、形状和厚度是决定价格的重要
因素，而且也决定了贸易商所使用的名
称。一般来说，更大和更厚的花胶要更
加值钱，而产自特定物种的花胶也是如
此35 。产自雄性鱼类的花胶要比产自雌
性鱼类的花胶贵重，并且在冬季收获的
花胶也会更受偏爱36 。

自于它们的稀缺性以及所谓的药用价
值。它们的花胶是以它们须的长度为
特征的，其中长须的是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花胶，短一些的是黄唇鱼花胶。
由于黄唇鱼花胶很难在市场上见到，而
在市场上出现的通常是较老的样本，所
以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就取代黄唇鱼而
成为花胶之王，这导致墨西哥非法捕捞
的大量增加38 。
虽然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但黄唇鱼只是
中国法律中的二级保护物种39 ，这意味
着捕捞它需要获得许可证40 。

下图：
在香港出售的花胶和其它
干海鲜产品

底部图片：
在网上销售的 “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花胶。广告
将 “大须金钱鳘鱼胶”描
述为“贵如黄金，收藏珍
藏送礼正品”。

最近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非法贸易的死
灰复燃被认为与这种鱼类被当作大黄花
鱼或黃唇魚（Bahaba taipingensis）
的近亲有关，其中后者是一种非常贵重
的石首鱼，它因为过度捕捞已经被IUCN
列为是极度濒危物种37。由于具有很高
的价值，所以黄唇鱼和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都被称为是“金钱鳘 37 ，意思是
“黄金花胶”或者“财富花胶”，这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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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查获的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

上图：
这份6-9年的花胶以8万元
人民币（接近12400美元）
的价格提供给EIA调查员

公开报道的对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
的没收行动主要发生在美国和墨西哥交
界的加利福尼亚湾地区，而加利福尼亚
湾石首鱼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而在作
为主要消费市场的香港和中国大陆查获
的数量则要少得多。

- 2015年7月，一名在洛杉矶的商人服
罪，承认走私了58个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花胶以及受保护的鲍鱼。他在2013年
用自己的家具公司做幌子，将非法海产
品从墨西哥运到美国，并转给在中国的
亲戚47。

- 在2015年11月，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
（AFCD）因为非法持有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而向两家干海鲜店的运营者发出了
传票。当局在2015年5月份对150家海产
品零售店进行了检查。其中查获14件疑
似花胶，并且随后确认是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41 。

- 2014年11月，墨西哥执法部门在三个
从下加利福尼亚州墨西加利寄往中国的
包裹中查获了385个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花胶 48。单在2013年，墨西哥就查获
了价值225万美元的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花胶49。

- 2015年10月，墨西哥联邦部门报告，
作为打击柯尔特斯海非法捕捞持续行动
的一部分，当局查获了543条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并逮捕19人42。
- 2015年9月，墨西哥当局在一辆被废
弃的汽车中的一个密封冷藏箱中发现了
22公斤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43。
- 2015年8月，海关人员在香港机场一
个被申报为玉米片的转运货物中探测到
了3件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货物
始发地是墨西哥，目的地是中国大陆。
这件重量为0.6公斤的走私品价值达到
30万港元（38700美元）44。
- 2015年7月，墨西哥联邦警察逮捕了3
名中国人，他们尝试通过提华纳国际机
场将重量为35公斤的274个加利福尼亚
湾石首鱼花胶走私到上海45。
- 2015年7月，美国海关人员在波多黎
各查获了在拉斐尔·埃尔南德斯国际机
场的例行检查中发现的602公斤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花胶。这9个快递包裹是
从委内瑞拉经由货运航空运往香港。货
物所贴标签是有机塑料样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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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6月，加州萨克拉门托居民
Jason Xie服罪，承认从墨西哥非法进
口了270个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
他承认在两个单独的托运货物中收到了
藏在一层鱼下面的花胶，并在墨西哥为
每个花胶支付了1500美元。Xie在加利
西哥镇收到了走私品，加利西哥正是离
加利福尼亚湾最近的美国入境口岸。作
为对其审判的一部分，Xie用加利福尼亚
湾石首鱼走私活动所赚利润在西雅图购
买的一套价值35万美元的房产被没收。
他收到了4个月的监禁判决，以及一份
向墨西哥政府赔偿300万美元的命令，
这个金额是270件花胶的估计价值50。
- 2013年2月至4月间，美国海关人员在
加利西哥镇口岸查获了重量为220公斤
的500多个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
在其中的一个案例中，Song Shen Zhen
驾驶的一辆汽车在加利西哥过境通道中
接受检查时，海关发现了藏在地垫下方
塑料包中的27个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
胶。物品被没收，Song被允许继续他的
行程。但他不知道的是，海关人员跟随
他的汽车来加利西哥的一所被当作加利
福尼亚湾石首鱼加工厂的房子。在这个
地方，海关发现了其它214个花胶，而
根据美国当局的数据，这些捕获品在黑
市上的价值达到360万美元。2014年，
Zhen被判处1年监禁51。

2015年EIA对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市场的调查
EIA在2015年5月在香港和中国广州对
23家花胶零售商进行了一项调查，并
进行网上调研，查明在市场上提供的
非法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产品。调查
结果显示，人们能够很容易地就获得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或者声称
是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或“金钱”花
胶，这表明执法机构未能控制住这类
产品的走私和销售。
在广州，EIA发现金钱花胶在6家店铺中
公开销售。总体来讲，贸易商都知道销
售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是违法的，知道
这种鱼只能在墨西哥找到，并且声称能
很容易地在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走私这
种违禁品，因为海关人员不会例行检查
花胶托运品。香港的贸易商更加谨慎一
些，只有两家店铺展示出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花胶，但价格要比中国大陆高。
尽管如此，EIA发现主要的买家是中国
大陆人，因为他们认为来自香港的产品
质量要更高，而在广州买到假货的可能
性要更高。
EIA在线调研识别了很多进行花胶交易
的平台，并且很多消费者都对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花胶感兴趣。其中一些平台
积极出售花胶，包括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花胶。通过分析与来自南美、墨西
哥、美国和亚洲的花胶贸易商和买家
有关的脸书页面，可以发现这种贸易
的全球性质。
EIA的调查还发现，由于非法贸易增加
而导致市场上供给过多，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花胶的市场价格从2012年开始出
现下降。虽然与其它花胶相比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的价格仍然很高，但价格从
几年前的历史高位回落则导致了贸易商
囤货，希望能推动价格回升。一名贸易
商还谈到一个由“忠诚的”加利福尼亚
湾石首鱼消费者组成的核心群体，他们
会每天食用加利福尼亚丸石首鱼花胶，
并且利用价格下跌来囤货。
在2015年10月和11月期间，EIA监控了
聚焦于花胶贸易的在线社交媒体平台。
跟踪的主要平台是名为“花胶皇帝”和
“花胶粉丝”的这类脸书群组以及在线
聊天群。这些论坛提供了关于中国大陆
和香港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贸易当前趋
势的有用透视，并有助于识别一些积极
参与的个人。
下图：

10月份，一名贸易商贴出了一张图片，
上面是他声称用5万元人民币（7800美

2015年5月，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花胶在中国广州公
开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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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价格购买的38公斤重的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花胶。

“加 利 福 尼 亚 湾
石首鱼贸易商正
在囤货，希望未
来价格能上涨，
从而使他们收回
投资”。

监控还揭示对香港媒体新闻文章的积极
讨论，这些文章报道了地方当局在为期
4个月的调查后在两家店铺中发现的非
法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产品，并且记
者还报道说，零售商仍然会提供加利
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但不会在香港
公开展示。
11月份的进一步监控带来了对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交易的更多透视，因为贸易
商分享了关于当局执法地点以及价格趋
势的信息。例如，一名用户贴出关于香
港和中国大陆之间一个交叉点的信息，
因为这里的检查增强了，并且他还推荐
了一条不同的走私线路。另一场讨论则
围绕在欧洲和美国的中国人之间不断增
长的花胶市场。其它话题包括意外购买
到假的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以及不
同花胶种类之间的价格差异，而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确信仍然拥有最高价格。
监控发现了一个特别积极发布关于加利
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评论的人。他将加
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称为是“极度昂贵的
花胶之王”，并且对关于香港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贸易的媒体报道进行评论，
他声称，香港的交易量远不及中国大陆
市场上提供的量。他还补充说，一些在
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也参与到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贸易中。
2015年在广东进行的第二次现场调查发
现了贸易的更多细节。调查员访问了
广州清平路和一德路市场上鱼市中的
贸易商。贸易商都说，由于市场上供
给过剩，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的
价值从2012-13年开始下降了60-80%。
平均来讲，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
每100克的价格是大约16000元人民币
（接近2500美元），但具体价格要取
决于尺寸、年龄和其他参数，其中高
质量的大花胶（如500克）仍然能卖到
47000美 元 （ 9400美 元 /100克 ） 。 在
2012年的贸易顶峰时期，这种花胶的价
格要大大超过155000美元。
一些贸易商仍然公开展示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花胶。但是很多贸易商都不愿意
出售他们的存货。这可能是由于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花胶价格出现大幅下降，
而不是因为采取的任何执法措施。很多
贸易商仍然在囤货，希望未来价格能上
涨，使他们能收回投资。

© 绿色和平 / Sudhanshu Malhotra

在绿色和平东亚分部举
办的媒体发布会上展示
的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
花胶（仿制品）

在2015年2月和4月，来自绿色和平东亚分部的调查员到访了位于香港上环的
大约70家干海鲜门店，并识别出至少13家门店可能在销售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花胶，其中7家能够在门店中展示花胶样本52。
贸易商一致认为主要的下游市场是在中国大陆，并且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
胶是“收藏品”，而不是为了消费。绿色和平的研究人员还被告知，跟燕窝
和冬虫夏草一样，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是非常受中国商人们欢迎的礼品，用
来跟官员交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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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和建议
非法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的价格在2012年达到顶峰，并且供给过多已经导
致其在香港和中国大陆市场中出现大幅贬值。尽管如此，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
花胶仍被视为是“花胶之王”，拥有比其他花胶还高的价格（跟稀有的黄唇鱼
花胶一样），并且预计在未来仍有持续的需求。
广州的贸易商正在囤积现有的存货，并且可能正寻求
控制花胶向市场的投放，从而操纵加利福尼亚湾石首
鱼花胶价格回到之前的水平。如果这个策略成功了，
那么市场价值的提高将会产生第二波加利福尼亚
湾石首鱼花胶囤积浪潮，导致墨西哥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非法捕捞的增加，并对小头鼠海豚造成毁灭性的
影响。
墨西哥政府已经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来保护小头鼠
海豚和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但是还需要其它措施来
支持这些努力。其中包括：将为期2年的刺网捕鱼禁

令变为永久禁令；增强执法能力；以及引入其他执法
措施，如禁止在海上和陆上加工和运输刺网。此外，
急需对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进行准确的资源评估，
从而完善保护措施，推动合适的行动。
墨西哥政府已经呼吁CITES各方合作努力执行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所在的附件一53。CITES现在必须发出
一个明确的信息，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非法贸易
正在威胁不仅一种濒危物种，而是两种，所以急需持
续和强化的执法努力。

EIA敦促CITES各方采纳和迅速实施以下建议，从而有效地对抗非法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贸易：

• 立即在广东和香港的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主
要市场中增加以情报为导向的努力，其中包括增
强对海产品市场的监控、没收有嫌疑的花胶产品、
逮捕和起诉罪犯以及关闭非法贸易所涉及的企业；
• 分析花胶新市场的潜力（如在欧洲和美国），
在花胶消费国进行现场监督，确定贸易所涉及的
物种，并分享关于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潜在需求
的相关信息。从2015年开始，可以用花胶的独有
海关代码来追踪花胶出口；
• 指导海关机构将拦截花胶走私品作为优先工作，
并增加边境检查。改善DNA分析技术以及分发花胶
形态识别材料可以有助于推动这些工作；
• 告知电子商务网站它们需要监控花胶广告以及对
可能是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的产品所进行的拍卖，
采取措施移除可疑商品，并屏蔽通常用于描述加
利福尼亚湾石首鱼花胶的暗语。为了展示合法性，
花胶销售商通常需要提供充分的产品信息
（如关于物种、来源等）；

• 制定执法行动计划，着眼于消除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贸易，囊括来自科学界、花胶行业、民间团
体、物流和货运公司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专业
知识。

增强信息共享、合作以及增强意识
• 合作描绘从加利福尼亚湾到最终目的地的贸易链
条，并协调执法行动；
• 让社交媒体网站参与制定对抗销售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花胶销售以及其它非法野生动植物的战略，
因为它们正日益被用来进行违法野生动植物产品
贸易；
• 在合适的论坛上提高人们对小头鼠海豚和加利福
尼亚湾石首鱼困境的意识；
• 制定和实施进一步降低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市场
价值的战略；
• 及时向CITES秘书处报告采取的所有措施，供第17
次缔约方大会考虑。

© Todd Pu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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