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什么关键树种和森林必须通过CITES加以保护  

缅甸红木危机 

执行摘要 

过去两年中国从缅甸进口的“红木”以极快速度增长，这正在直接推动非法和不

可持续的采伐，对治理、法治乃至缅甸日渐缩小的森林的生存构成威胁。环境调

查署(EIA)的研究显示，按照目前的趋势，缅甸首当其冲的两个红木树种——缅

甸花枝和缅甸花梨——可能在短短三年后就被逼入商业意义上的灭绝。鉴于非法

伐木者和木材走私者的财务回报远远超过传统收入，鉴于证据显示腐败正为非法

生意创造条件，缅甸的国内控制机制将无法有效遏制非法贸易。 
 

缅甸迫切需要与战略性的木材贸易伙伴达成法律互惠， 尤其与中国，以确保缅

甸的林业、贸易法律乃至陆地边境得到尊重。 
 

在中国缺少禁止非法木材的法律的情况下，《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CITES)为确保中国尊重缅甸的林业和贸易法律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机制。 
 

缅甸政府应当尽快为该国面临风险的红木树种——奥氏/巴里黄檀（Dalbergia ol-

iveri / bariensis / 缅甸花枝）和大果紫檀（Pterocarpus macrocarpus / 缅甸花梨）争取

CITES公约附录三的保护，以确保将贸易量限制在对原生树现存量进行可持续利用

的水平。 
 

CITES公约的缔约国应当协助缅甸将这些关键树种列入CITES公约并进行执法，并争

取最迟在2016年举行的CITES公约第十七届缔约国大会(CoP17)上将其列入地区性的

附录二。加强缅甸现有CITES管理和科学机构的能力将是这项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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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面临的威胁  
 

采用高价值红木制作的仿明清家具在中国空

前畅销，此类需求对于整个湄公河地区乃至

世界的森林来说完全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国内已基本没有红木原生树，其蓬勃发

展的红木行业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原料；2013

年，中国的红木进口增幅达到52%，一大推

动因素是红木原木进口猛增40%。2013年中

国硬木原木进口总量中，高价值豪华红木木

材占比达到惊人的39%。1 
 

尽管近年来中国致力分散红木供应来源，使

其扩大至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但中国仍严

重依赖东南亚的红木木材来源，从该地区的

进口占2013年进口总量的65%。  

缅甸红木树种  
 

列入2000年中国《红木国家标准》的33个树

种中，其中6个生长于缅甸，它们按照中国

专用的红木海关编码（HS编码：44039930）

计入中国的进口数据。 
 

这些树种包括缅甸花枝/奥式黄檀／巴里黄

檀(Dalbergia oliveri / bariensis)、缅甸花梨/大

果紫檀(Pterocarpus macrocarpus)、缅甸黑木

(Dalbergia cultrate)、锡兰乌木(Diospyros     

ebenum)、缅甸鸡翅木(Millettia leucantha)和紫

檀(Pterocarpus santalinus)。 
 

在这些树种中，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似乎是

市场上最常见和交易量最大的树种，也是中

国商人的关注焦点。2 

   

面临非法贸易风险的重点树种 
  

  常用名 学名  生长区域  状态  

  
  

Tamalan 

  

Burmese rosewood,  

Burmese tulipwood, 
Miandian huazhi  
(缅甸)花枝 
  

  

奥式黄檀／巴里

黄檀 / Dalbergia      

oliveri / Dalbergia 

bariensis （同义）  

  

缅甸、泰国、越

南  

  

濒危A1cd2.3版本（需要

更新）3；1998年荷兰一

项研究提议列入CITES公

约附录二4
   

  
 缅甸境内

的分布和

存量 

 估计总存量：160万立方米。实皆(Sagaing)省的密度最高（超过200万棵树，相当于85万

立方吨/120万3600立方米），其次是掸（Shan）邦（90万颗树，相当于25万吨/35万4000

立方米）。曼德勒（Mandalay）省、克钦(Kachin)邦和其它地区的存量少得多，总计约为

10万至15万吨/14.160万至21.240万立方米。5
   

  

  
  

Padauk 

  
Burmese padauk, mai 

pradoo, pradoo, mai Dou, 

Go Huong, 
Miandian huali  
缅甸花梨 
  

  
大果紫檀／     
Pterocarpus  

macrocarpus 
  

  
缅甸、泰国、柬

埔寨、越南、老

挝  

  
在整个生长区域面临

严重威胁，而在柬埔

寨受到保护6
  

  
  

缅甸境内

的分布和

存量  

估计总存量：140万立方米。掸邦的密度最高（112万5000颗树，相当于45万立方吨/63万

7200立方米）。其它值得一提的存量仅有马圭（Magway）省（25万吨/35万4000立方

米）、曼德勒省（15万吨/21万2400立方米）和实皆省（10万吨/14万1600立方米）。7 缅甸

拥有1万5527至1万7426公顷的缅甸花梨树种植园。8 花梨树上结出的花被公认为缅甸的

国花。9 

  

在缅甸的法律地位：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都是“第一组物种”，在缅甸被列为“受保护”物种。这

意味着它们只能在获得缅甸环境保护和林业部(MOECAF)明确许可的情况下才能采伐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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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可持续的旺盛需求 
 

贸易数据显示，中国的红木行业显然已经盯

上了缅甸的森林。 
 

2000-13年期间，中国从缅甸进口了62万4000

立方米的红木原木，价值7.37亿美元。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一进口量和进口价值

的近三分之一仅发生在过去一年。 
 

2013年，中国通过陆路和海路从缅甸进口的

红木原木总量达到23万7000立方米，价值

3.24亿美元，三倍于2012年的进口量和进口价

值，几乎六倍于2010年的贸易数据（图1和

图2）。 
 

2014年已出现极度增长的迹象。2014年1月至4

月期间，中国从缅甸进口的红木价值已经超

过2013年全年总数的72%，并达到2012年贸易

数据的两倍多（上面的图2，附件1中的图

6）。 
 

几乎在一夜间，缅甸已成为中国在全球最大

的红木原木供应国，超越了一些更为传统的

供应国，如越南和老挝（见附件1中的图

5）。令人担忧的是，自缅甸的全国原木出

口禁令在2014年4月1日生效以来10，5200万美

元的贸易是通过陆路进行的（见附件1中的

图6）。 
 

需求的这种指数级增长带来一种突出的可能

性，即如果没有立即和有力的干预，少数相

关树种的木材在短短几年后就将消费殆尽，

达到商业意义上的灭绝。 

查扣案件随需求增长 

 

中国对红木的需求显然推动着缅甸境内的非

法采伐和木材走私活动。 
 

自2008年以来，缅甸官方在执法行动中非法

红木木材的查扣案件，几乎与出口至中国云

南省的红木原木呈现相同模式。执法也主要

聚焦于两个特定树种——缅甸花枝和缅甸花

梨。这两个树种木材的查扣量在2013/14年

增长逾三倍，增幅与出口至云南省的红木原

木完全相同11（图3）。 
 

今年3月和4月，曼德勒省查扣的红木木材以

缅甸花枝为主，该省查扣了500立方吨缅甸

花枝和57立方吨缅甸花梨，进一步证实这两

个树种是中国需求的主要对象12。尽管以往

缅甸一年查扣的红木最多不超过50吨，目前

的查扣量正不断打破纪录13。非法采伐活动

在缅甸花枝密度最高的实皆省也出现戏剧性

增加14。 

 

在某次查扣后，一个接受讯问的贩运者似乎

证实了中国买家钟情缅甸花枝，此人据报道

声称：“中国买家……甚至不买柚木，只买

缅甸花枝”。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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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导致灭绝 

 

尽管EIA了解有关方面正进行努力，阻止为满

足红木行业的需求而采伐和走私高价值红木

树种，除非迅速采取行动，否则关键树种很

可能遭遇大红酸枝在泰国、老挝、越南和柬

埔寨已经遭遇的命运。 

 

缅甸环境保护和林业部(MOECAF)的数据似乎

表明，缅甸的森林有大约120万立方吨

（169.920万立方米）缅甸花枝原生树现存

量，以及大约100万立方吨（141.600万立方

米）缅甸花梨原生树现存量。 

 

若假定这两个树种构成目前缅甸对华出口， 

我们就会看到一些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形。 

 

如果2013年中国的进口量（24万立方米）被无

限期复制到未来，缅甸森林中全部310万立方

米（220万立方吨）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将在

13年或更短时间内被消耗殆尽。 

 

但是，如果贸易增长速度保持在2013年水平

上（相比2012年贸易量增长300%），那么这

两个树种将在短短两、三年后被采伐殆尽

（图4）。 

 

因此，商业意义上灭绝的现实时间框架将介

于3年至13年之间。显然，拯救这些树种是

刻不容缓的事情。 

非法边境贸易  

 

自2000年以来，中国红木原木进口的近78%

（49万立方米）是经过与缅甸接壤的云南

省、从陆路进入中国的。 

 

此类陆地边境原木出口（无论什么树种）已

在缅甸被禁止多年，16况且从2014年4月起，

缅甸全国开始执行的新的全面原木出口禁

令。 

 

这项贸易似乎也与中国针对陆路原木进口的 

法律限制相抵触，据广泛报道，云南省在

2006年出台了此类限制措施。17尽管进口量

在那一年跌至低位，但在2006年之后，进口

量（除两年外）年年增长，进口价值（除一

年外）年年增长。 

 

据报道，缅甸红木树种满足了2012年云南省

木制品原料总量的20%（其中昆明等地80%

的进口红木来自缅甸）。18自那以来，该比

例可能已增长三倍。 
 

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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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最近在一篇题为《中国伐木活动威胁缅

甸停火协议》(Chinese Logging Threatens Myan-

mar Ceasefire)的文章中，探讨了跨境木材贸

易如何在2013年危及克钦邦和其它地方正在

进行的和平协议谈判。19显然，在中国从缅

甸进口红木的活动中，非法贸易是常态。至

关重要的是，缅甸要尽一切努力确保中国不

允许非法红木从缅甸进入中国境内。在中国

禁止非法木材之前，CITES公约是获得中国法

律互惠的最佳选择。 

金钱收买法治 

 

对面对中国红木渴求的任何国家来说，非法

采伐和木材走私造成的金钱刺激都带来严重

的治理挑战，缅甸也不例外。面对越来越少

的货源，中国商人支付越来越高的价格，购

买越来越多的原料，并在原有地区资源枯竭

后探索新的地区。腐败在此扮演着重大角

色。20 

 

除非落实相关措施，确保缅甸的贸易政策得

到贸易伙伴的尊重，否则的话，非法采伐和

木材走私的金钱回报将使政府的执法工作难

以完成。不受监管的猖獗需求将用金钱购买

合法或者非法的原料供应。 

 

随着中国买家和投机性投资人日趋押注缅甸

花梨，期待这一树种成为传统红木树种的替

代品，缅甸花梨的价格近期严重波动。如海

南黄花梨和交趾黄檀等更为罕见的传统红木

树种实际上已几乎被采伐殆尽。21 

 

据悉，从曼德勒到木姐（Muse）拉货一次，

卡车司机可以获得高达900万缅元的回报。

以此计算，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可以在一

个三个月的季度挣得高达3亿缅元（合30万

美元）。22 同时有迹象显示，政府官员正接

受贿赂，放行越过陆地边境非法运往中国境

内的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23 
 

在老挝、泰国、越南和柬埔寨，森林和木材

行业罪犯们所提供的天价金钱刺激，实际上

早已使法治形同虚设。24 

 

确保中国的需求与可持续采伐水平相符，是

阻止森林犯罪浪潮席卷缅甸红木森林的唯一

途径，湄公河地区其它出产红木的国家已经

受了这波犯罪行为的肆虐。 

非法的缅甸花枝木方，缅甸实皆省，2014年4月（以匿名方式提供给EIA，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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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是

得到联合国认可的多边环境协定，有170余

个国家签署，包括缅甸和中国。 

 

CITES公约附录 
 

CITES公约通过将濒危物种列入其三个附录之

一发挥作用，这些附录提供不同的保护级

别：  
 

附录一：极度濒危的物种，实行全面国际贸

易禁令； 
 

附录二：对濒危物种的贸易实行监管。受到

管制的贸易是允许的，但须具备根据约定的

可持续额度核发的CITES许可。列入物种必须

得到所有出产国家的同意； 
 

附录三：对濒危物种的贸易实行监管。作为

一种紧急措施，个别出产国家可单方面将国

内物种的存量列入附录三，而不需要其他各

方的同意。 
 

非法采伐和贸易本身就提供了将相关物种列

入附录的充分理由。CITES公约的各方有义不

容辞的责任禁止和查扣附录一所列物种的进

口，或者是没有原产国核发的CITES官方许可

的附录二或附录三所列物种。通过这种方

式，CITES提供个别国家政府本身不具备的贸

易监管、监督和执法机制。 

成功列入CITES公约附录的木材树种包括拉敏

木（棱柱木属/ Gonystylus spp.），该树种现

在列入附录二，此前曾被列入附录三。获得

CITES公约保护的其它红木树种包括巴西黑黄

檀/ Dalbergia nigra（附录一）、交趾黄檀/ 

Dalbergia cochinchinensis（附录二），以及马

达加斯加的多个黄檀属和乌木属树种（附录

二）。 

 

获得CITES公约保护的途径 
 

缅甸政府显然既有权利也有责任寻求CITES公

约的保护，使缅甸花枝和缅甸花梨不受猖獗

的非法及不可持续的对华贸易的冲击，且最

好是将其列入附录二。 
 

我们建议缅甸立即申请将这两个树种的国内

存量列入CITES附录三，作为一项紧急的临时

措施，然后争取在下一届缔约国大会上将这

两个树种列入附录二，使其获得更全面的保

护，将展示缅甸政府保护本国日渐减少的森

林和宝贵遗传资源的意志。 
 

若采用这种方式，奥式／巴里黄檀

（Dalbergia oliveri / bariensis / 缅甸花枝）和大

果紫檀（Pterocarpus macrocarpus / 缅甸花

梨）有望在四个月内列入附录三。这样，这

两个物种在没有CITES证书的情况下就不能

进入中国。 

利用CITES公约的国际控制机制保护缅甸红木树种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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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结论  

鉴于非法采伐活动增加，缅甸需要保护本国的森林，使该国有价值的红木树种不受猖獗且

不断增长的中国需求的威胁。 
 

贸易和林业数据似乎表明，按照现有的需求趋势，非法采伐的主要对象——缅甸花枝和缅

甸花梨——缅甸可能在3至13年内被采伐殆尽。 
 

为面临风险的树种争取CITES公约保护，是缅甸为确保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尊重缅甸法

律所能立即采取的最强有力的行动。 
 

在第十七届缔约国大会(CoP17)举行之前，缅甸应当立即单方面申请将这些树种的国内存量

列入CITES公约附录三，然后在CoP17上争取将这两个树种列入附录二，使其获得所有出产国

家的更全面保护。 
 

国际社会应当通过CITES机制内的合作投票，通过适时提供更好的能力、技术建议和资金支

持，支持缅甸保护受威胁树种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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