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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本指南旨在为中国银行业提供实用的指导，帮助其了解管理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相关业务风险所需的制度和流程，从而
在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中发挥关键作用。 

指南的编制得到了以下机构的慷慨支持:

•  德国政府打击非洲和亚洲的盗猎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的伙伴关系，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代表德国联邦经
济合作与发展部（BMZ）和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
全部（BMU）实施。

•  英国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DEFRA）通过 “减少在老华
人对野生动植物产品的需求 “项目。

作者要感谢TRAFFIC提供的制定本指南的机会。感谢TRAFFIC
的 Nick Ahlers, Ben Brock, Xu Ling, Chen Jing, Roland 
Melisch, Gayle Burgess, Melissa Matthews, Steven Broad 
and Stephen Watson 对本指南的专家意见和审查，同时也
要感谢 Chronos Sustainability的Nicky Amos与Amanda 
Williams。 

本指南的内容由TRAFFIC全权负责，不代表GIZ或DEFRA的 
观点。

赞助方

Cameris/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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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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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全球每年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额高达
数十亿美元，与毒品、军火和人口走私并列（TRAFFIC，2020； 
UNODC，2014)。如果沒有金融犯罪与腐败，非法的野生动植
物贸易是无法达到如此规模。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在亚洲的规模巨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中国银行业，无疑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这些
银行需要确保它们和整个银行网络不会沦为非法野生动植物
贸易的洗钱工具，应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采取强硬公开的
零容忍立场，并应鼓励其客户和商业伙伴也采取类似的立场。
中国乃至全球的银行业应积极提供可疑的交易数据和信息来
支持执法工作。

很明显，中国银行业现在就得行动起来。中国政府正在加强打
击洗钱和贪腐的力度，特别是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随着
中国银行寻求在国内和国际上的进一步扩张，其反洗钱和其
他非法活动的制度和流程正受到政府监管机构和民间社会组
织越来越多的审查。

本文件作为一份实用性指南，旨在为中国银行业提供关于管
理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相关的商业风险所需要的制度和流
程。本文建议，银行应把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零容忍的承诺
整合至管理反洗钱和反腐败的制度和流程以及其企业社会责
任的策略中。

摘要

1.  正式公开承诺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实行零容忍政策。
这一承诺应适用于银行本身（包括其所有的附属机构、 
分行、代表处和法律实体）以及与其有业务关系的所有个
人和组织，包括客户和供应商。

2.  建立实现这些承诺所需的制度和流程。 包括:

 •  将 监 督 政 策 的 责 任 分 派 给 董 事 会 或 首 席 执 行 官
(CEO)。 

 •  将日常执行承诺的责任分派给负责监督银行反洗钱
的内部控制人员。 

 •  确保其工作人员得到充分的培训，以履行银行的零
容忍承诺。 

 •  采取明确的程序来监测接触或可能接触非法野生动
植物贸易的情况。 

 •  向所有客户和业务伙伴传达零容忍承诺。 

 •  辨识和评估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所带来的风险。

3.  确保”了解您的客户”（KYC）和 “了解您的业务”（KYB）流
程，能够关注到其客户和企业参与到非法野生动植物贸
易的潜在可能性。  

4.  定期(如每年)公开报告零容忍的承诺的落实情况。 

5.   与其他银行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在银行和金融业内提高
对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了解。 

建议中国银行业在以下五个领域采取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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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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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后果是具有毁灭性的。生物多样性和
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 (IPBES) 2019年的评估报
告指出，有100万物种正面临灭绝危险，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
第二大驱动力就是有时由贸易所驱动的 “直接开发” 。本报告
附录3中概述了一些范例。此外，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对生态
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广泛影响正在削弱世界所有区域的经
济、生计、粮食安全、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基础。 

这些影响对人类健康有直接影响。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冠状病毒2（SARS-CoV-2，其导致了新冠肺炎 COVID-19）的暴
发引起了大家对与野生动物来源有关的人类健康问题和新兴
传染病的关注。尽管新冠肺炎的确切来源目前尚未得到证实，
但有迹象表明它与野生动物贸易有直接联系。 

在中国，野生动植物贸易受到广泛监管。不遵守相关法律的个
人和组织可被处以严重的刑事和巨额的民事（经济）处罚（见
第7页）。

了解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60% 
的新兴传染病具有人畜共患
病1 的性质 ，其中超过

70% 
以上的传染病起源于野生动
物（Watsa，2020）。

1  也就是说，它们是可以从动物传染给人的疾病，或者更具体地说，它们是通常存在于动物身上但可以感染人类的疾病。 
2 更多信息请参考 https://www.cites.org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公约）是政府间
协定。其目的是确保野生动植物的国际贸易不威胁其生存2。

CITES公约的作用是使其所选定物种标本的国际贸易受到特
定的管制。所有进口、出口、再出口和引进CITES公约所涵盖
的物种，都必须通过许可证制度获得批准。CITES公约所涵盖
的物种根据其需要保护的程度，列在其三个附录之中。

•  附录一包括濒临灭绝的物种。除特殊情况，禁止国际商业
贸易。

•  附录二包括不一定面临灭绝威胁的物种，但必须管制其
贸易以确保其长期可持续性。应采用年度配额制以及正
式的CITES公约进口和（再）出口许可证，以避免过度利
用，从而威胁其生存。 

•  附录三包括至少有一个国家要求其他CITES公约缔约方
协助其管制的受保护物种。 

本报告中使用的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定义是：当野生
生物 （动物和植物）或其部位及制品的交易，违反了国际
法框架、或者违反了该野生动植制品所经过的一个或数
个国家/地区的法令。这一定义包括了国内法和《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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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监管环境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加强了其野生动植物相关政策、
监管和执法框架。 

•  1988年通过并于201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以拯救和保护野生动物和环境资源为目标。
立法的内容涉及濒危物种的保护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利
用。2016年的修正案将网络平台加入到野生动物交易的
监管行业中。另一个已经实施的补充法律文件规定，除了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所收录的野生动物外（由农业
和农村部管理），其它一律禁止食用。 目前，中国社会各界
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空前高涨。

•  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
意见》，涉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防止物种灭绝等与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相关的领域。

•  “十三五”规划（2016-2020），包括“加强宣传力度…提
高公众保护野生动植物意识”的承诺。

•  2015年中国宣布禁止国内的象牙贸易，并在2017年实
施，其中规定在2017年底前，关停所有象牙指定加工场所
和销售场所。

•  中国执法部门已对与网上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有关的刑
事案件进行了追查，数百千克象牙、犀牛角和其他非法野
生动植物制品被查获。

A. Walmsley/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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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野生 
动植物交易
与金融业

Savvapanf Photo/Shutterstock.com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与中国银行业   9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是一种严重的跨国有组织犯罪，每年的
犯罪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FATF，2020a)。

如果没有金融犯罪和腐败，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无法达到如
此规模。国际刑警组织于201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参与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犯罪首脑往往还涉及逃税、欺诈、伪造
文书、洗钱和枪支走私，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走私供应链通常
被用来走私其他非法商品，例如毒品和武器 (Interpol，2018)
。而大部分的利润是通过合法的银行渠道和在线支付平台进
行洗钱的。 

鉴 于 非 法 野 生 动 植 物 贸 易 与 资 助 恐 怖 主 义 和 走 私 毒 品、 
人口和武器有诸多共同点，人们逐渐认为，应使用应对其
他犯罪活动相同的资源和策略来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
易（例如，参照UNODC and 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2017)。2020年由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发布的报告《洗钱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见第 
10页）更进一步印证了这一观点。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见附录1）提供了一个有价
值的起点，但中国银行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类似，在
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因此，我们根据主要国际组织在这一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金融
行动特别工作组（见第10页）和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的《伦敦
市长官邸宣言》（见第19页），来提出我们的建议。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与金融业

Goddard Photography/istock.com

全球每年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不包括渔业和木材）的利润估计

为介于： 

70 至 
230 亿美元
(UNEP-Interpol, 2014; World Bank,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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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报告:  
洗钱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机构，负责制定和推广保护全球金融系统以对抗洗钱、资助恐怖主义
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政策。FATF的建议被认为是全球反洗钱 (AML) 的标准。

2020年6月，FATF出版了第一份关于洗钱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全球报告(FATF，2020a)。该报告指出，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是一个全球性威胁，不仅仅只是在某些区域的管辖范围内的非法采集、转运或出售野生动植物的问题。犯罪分子正在滥用合
法的野生动植物贸易和进出口企业作为幌子，转移和隐藏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非法收益。 

该报告指出了野生动植物走私者用来洗钱的常见手法，包括利用空壳和幌子公司来隐藏付款，并且使用在线市场和基于移动
和社交媒体的支付系统来实现野生动植物犯罪利润转移。该报告认为，追踪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有关的资金流动并查明其
洗钱流向，将使各国能够更广泛地调查集团犯罪首脑和融资者网络，减少这种犯罪的获利，并帮助预防和处理腐败和复杂诈
骗等关联犯罪。

FATF报告强调了金融机构在发现和报告可疑活动以及支持执法工作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犯罪分子在来源和目
的地国家成立空壳和幌子公司，以便于进行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并且还利用监管环境比较薄弱的金融和注册中心，建立复
杂的公司结构。因此，贸易数据以及公司业务活动和纳税报告信息，是查明野生动植物犯罪异常情况和可疑行为的重要信息 
来源。 

Chris Shepherd/TRAFFIC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与中国银行业   11

聚焦
中国银行业

Chuyuss/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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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洗钱和反腐败监管框架
中国拥有成熟完善的反洗钱和反腐败监管框架。《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洗钱法》（见附录1）明确规定了中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
应采取的措施，包括客户身份核查、记录保存、举报和员工培
训。虽然该法没有明确提及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但其规定适
用于洗钱以及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有关的金融交易。

中国人民银行 (PBOC) 是金融机构反洗钱业务的监管部门。
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 (CAMLMAC) 是中国人民银行直属
的行政型国家金融情报机构 (FIU)，负责收集、分析和处理可
疑的交易信息支持，对可疑交易进行调查，协调对可疑资金流
向和交易的研究，以及与海外同行进行金融信息交流和合作。

2019年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对中国反洗钱管
控措施的审查得出结论，虽然中国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来
管控与洗钱相关风险，但其监管框架仍存在一些重要的漏洞

（FATF，2019）。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特别相关的发现显
示，中国搜集、分析和分享信息的制度是零散的，而且法规并
没有覆盖到所有的个人和实体。此后，中国加强了许多领域在
这方面的工作（PBOC，2020；FATF，2020b），特别是强化了对
大额和可疑交易的监测和分析制度，明确表示关于反洗钱和
资助恐怖主义的立法也适用于互联网金融服务机构，并发布
指导意见，协助互联网借贷机构、房地产中介、贵金属交易商
和会计师应用及执行反洗钱规范。

聚焦
中国银行业

通过担任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的轮值主席一职，中国已开始在打击全球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努力中扮演更
加突出的角色。FATF优先帮助各国追捕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所涉及的资金、甄别和瓦解从这种犯罪中获利的大型犯罪网络。
其2020年报告（见第14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步骤。

作为中国承诺行动的进一步信号，2019年11月，FATF的轮值主席刘向民在北京主办区域型会议，首次将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确定为金融犯罪，并予以处理。 

中国在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中新的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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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采取行动的
业务案例 
银行业作为企业和其他组织的资金来源与传统储蓄功能，在
中国经济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鉴于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在亚洲的规模，中国银行业面临着
巨大风险。例如，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在《
世界野生动植物犯罪报告》（UNODC，2020）中指出：

•  中国一直是穿山甲运输的主要目的地。

•  老虎制品的走私网络涉及了中国、越南、印度和印尼商
人，他们主要是将制品卖给中国的医药产业。

•  在热带硬木原木的进口需求中，约82%的价值来自位于
中国的产业，其中多达五分之一的进口产品，包括被称为 
“红木 “的木材树种。UNODC指出，由缉获数据所表明，中
国和越南是非法走私红木的主要目的地。

让中国银行业去关注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理由是显而易见
的。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不仅使中国银行业曝露于风险中，而
且是当前中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在洗钱和腐败方面的优先考虑
事项，采取积极行动被逐渐视为是银行监管义务的一环。

对于许多希望拓展国际业务的中国的银行而言，要确保并满
足其经营所在地的司法管辖方的监管机关对于反洗钱和反腐
败制度的要求，这一点至关重要。中国公司可能不具备充分评
估客户、合作伙伴及其第三方供应商相关的风险所需的本地
知识和信息，所以这些制度和流程变得尤其重要。上文所述关
于在中国反洗钱和反腐败法律执行面的问题，说明许多银行
还需要继续努力去确保其制度和流程以及其实际执行的情况
符合国际监管机构的标准。 

中国银行业在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上采取行动有很强力的商
业性理由:

• 企业责任
   这是银行业更广泛的企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承诺的核心

部分。目前许多银行都支持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金融工
作组（见第21和27页），大家一致认为，非法野生动植物贸
易是个重要问题，需要采取明确的策略和行动。 

• 风险管理
  采取切实行动可减轻多种金融风险。例如，有助于避免和

从事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和洗钱的公司接触，并帮助客
户避免包括野生动植物产品在内的高风险投资。 

• 透明度
 提升透明度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标准。

• 企业声誉
  如被视为是积极地处理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问题，有

助于该行业提高在执法机构、监管机构、客户、同行和消
费者中的声誉。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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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银行业
的建议

Zhu difeng/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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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应将其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零容忍的承诺纳入其现有的制度和流程。这将确保所采取的行动与对可持续金融以及反
洗钱和反腐败更广泛的做法相一致，并使银行业加快履行其承诺。

对中国银行业的
建议

1.  正式公开承诺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实行零容忍政策（
见第15页）

2.  建立实现这些承诺所需的制度和流程（见第16页）

3.  确保 “了解您的客户”（KYC）和 “了解您的业务”（KYB）的
流程关注到其客户和业务涉及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可
能性（见第18页）

4.   定期(如每年)公开报告零容忍的承诺落实情况，以及它
们在履行这些承诺方面的表现(见第19页)

5.   与其他银行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在银行和金融业内提高
对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了解（见第19页）

银行应在以下的五个领域采取行动:

1.  总体承诺和政策：对非法野
生动植物贸易零容忍
银行应正式承诺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实行零容忍，并包含
在一项正式的政策或类似的文件中。该政策还应规定银行为
确保实现零容忍承诺所将采取的行动（例如制度和流程、责任
分配、信息共享）。  

该政策的覆盖面应包括银行本身（包括其所有子公司、分行、
代表处和法律实体）以及与银行有业务关系的任何个人或组
织，包括客户和供应商。

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金融工作组作出的承诺如下，是一个良
好起点，各组织可以加以采用。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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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金融工作组签署声明摘录  
(UNITED FOR WILDLIFE, 2018) 

我们作为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金融工作组宣言的签署方， 
认识到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会纵容
或容忍来自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和相关联腐败活动的资金 
流动。 

承诺事项 
1.  采取措施以提高人们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认识，以

及金融业在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中的作用。 

2.  为金融犯罪合规职能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培训，以
提高员工甄别和调查可能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有关的
潜在可疑活动的能力。 

3.  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的可疑活动报告机制，向
有关监管机构或执法机构提供与情报。 

4.  通过分析从联盟工作组收到的情报警示，采取适当行动，
包括尽职地筛选和采取措施来辨识、调查和报告与非法野
生动植物贸易相关的潜在可疑金融活动。 

5.  考虑采取更多的行动，例如，修订与金融犯罪有关机制以
外的政策，以支持工作组的其他目标。 

6.  支持联盟工作组的工作及推广《宣言》，并在可能的情况
下，支持能增强金融业去查明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有
关的潜在可疑活动能力的外部机制。 

2.  制度与流程
银行应确保具有所需的制度和流程，以期能有效执行对非法
野生动植物贸易零容忍政策的承诺，并纳入其反洗钱和反腐
败的流程。 

2.1 责任
银行应指定监督政策的责任。一般来说，这一责任应由董事会
与/或首席执行官(CEO)承担，他们要确保该政策在整个机构
内得到有效执行。 

银行还应该指定日常执行零容忍承诺的责任。此项责任应赋
予负责监督银行反洗钱内部管控制度的人员，他们也可能负
责搜集和分析信息（例如可疑的交易报告）（另见《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洗钱法》第15条（附录1）），并且该政策应纳入银行的反

洗钱和反腐败流程中。如果银行内部有负责可持续发展的主
管或同级人员，可共同承担这一责任。

2.2 培训
银行应确保员工得到充分的培训，以履行零容忍承诺。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22条（见附录1），银行已经被要求进
行反洗钱培训，并向其员工解说反洗钱的责任。虽然法律中没
有明确提及，但这些规定显然适用于所有形式的洗钱活动，无
论这些资金的来源或目的地为何。

培训要求每年反复培训或更新培训内容，并应扩大培训范围，
以包括关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和银行发现非法野生动植物
贸易的制度和流程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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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课程

TRAFFIC支持ManchesterCF与皇家基金会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联盟金融工作组合作开发的FIU CONNECT（野生动植物非法
贩运）在线培训项目3。 ManchesterCF汇集了大量详细的案例
研究、实例和危险信号，以便向课程参与者提供建议，去甄别
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的可疑金融模式。该培训项目供野生动
植物保护联盟动议的成员银行使用。

公认反洗钱师资格认证协会（ACAMS）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WWF）制定了一个免费培训课程，任何个人为寻求保护其所

在机构免受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4相关的非法资金威胁皆
可参与。完成该课程后，参与者会：

• 了解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及其后果

•  了解野生植动物犯罪显现出来的金融要素

•  甄别机构可能曝露在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风险

•  了解如何通报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有关的可疑活动

3 https://www.manchestercf.com/wildlife-trafficking-2/
4 https://www.acams.org/en/training/certificates/ending-illegal-wildlife-trade#overview-35d65314
 

2.3  内部管控
银行应采取明确的流程，监控其曝露在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的风险或潜在风险。下文将讨论 “了解客户” 的要求。另一个
重要的因素是监控大额和可疑交易，并及时向中国反洗钱监
测分析中心 (CAMLMAC)报告。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2020年）指出，银行应
采取措施，查明并向该国的金融情报部门通报有关非
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可疑行为与（或）交易（在中国为
CAMLMAC）。这些报告称之为可疑交易报告 (STRs)，可
提供业务情报，引发调查或支持正在进行的野生动植物
刑事犯罪调查。

2.4  落实政策 
各银行应向所有客户和业务伙伴传达其零容忍的承诺。各银
行可以通过在网站上公布承诺细节、主动向客户和商业伙伴
发送电子邮件或邮寄信件以及在合同和贷款协议等正式文件
中明确提及这些承诺来达成。

在这些联系中，各银行应解释他们打算如何履行承诺，包括当
发现客户或商业伙伴涉及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时，它们将作
出何种决定，以及它们会向有关监管机构通报可疑交易的打
算。银行也应鼓励其客户和合作伙伴在业务往来中做出类似
的承诺。 

2.5  风险评估流程
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定和评估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带来的风险（FATF，2020:50）。包括将具体的风险指标纳入金
融犯罪风险评估，并开发追踪模式主动收集和筛选从执法部
门、公开报道和其他合作伙伴处收集的信息，从而了解当前的
威胁环境。

附录2提供了一份风险指标清单，各银行可用于甄别潜在的可
疑交易。以下文本框列出了特别易受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影
响，或曝露在此风险中的商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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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受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影响或 
曝露在此风险中的商业部门 

中国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相关资源

•  运输和物流业(例如货运和快递公司、海运、空运等等)
• 旅游观光业
•  线上平台，包括电子商务、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应用等 
• 传统中药行业
• 木材和林业
• 宠物店和动物园 (如宠物店、养殖场、动物园)
•  消费品行业 (如家居装饰品、时装、奢侈品)  
• 手工艺品和收藏品业
• 餐饮行业

TRAFFIC关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和中国的报告: https://www.traffic.org/search/?q=china.
TRAFFIC 中文网站: http://www.trafficchina.org/ 和 https://www.traffic.org/cn/ 
银行可多多关注国内非法野生动植物市场的情报，以及国内发现和查获的非法野生动植物的数量等相关信息（FATF, 2020a），
还可以查看野生动植物犯罪高风险、腐败层面（特别是在港口、边境、邮政和海关部门）、野生动植物犯罪和洗钱有关的立法有
空白的国家的贸易关系（FATF, 2020）。

3.  了解您的客户 (KYC) 和了解您的业务 (KYB)
“了解您的客户” (KYC) 和 “了解您的业务” (KYB) 流程涉及了
在客户开立账户以及此后定期查明和核实客户身份。这些流
程在帮助防止和甄别洗钱、恐怖主义资助和其他非法腐败方
案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见附
录1）要求中国各银行必须建立KYC程序。 各银行必须核实客
户身份，甄别商业交易各方，保存客户身份和交易记录，并确
保这些信息的更新。银行不得向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任何服
务或进行任何业务交易，亦不得为客户开立任何匿名或假名
账户。 

中国的KYC 程序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维持账户的个人和实
体，以及与报告实体有业务关系的个人和实体（例如账户持有

人、委托专业中介机构，如股票经纪人、注册会计师或律师、或
任何关系到金融交易，可能会对银行造成重大声誉或其他风
险的个人或实体）。 

了解您的业务 (KYB) 应扩展到核实公司潜在客户的企业信息
和公司管理人员的个人信息。 

KYC和KYB流程是确保各银行能充分追踪与非法野生动植物
贸易有关风险的关键元素。如上文第2节所述，利用空壳公司
和中介机构意味着各银行不能只关注其直接客户。在这种情
况下，银行还应该获取商业关系的目的与意图、以及资金来源
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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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报告
各银行应在其网站上以及在其可持续发展和/或年度报告中
阐明其在履行零容忍承诺方面的进展。 

具体应报告:
• 承诺
•  为履行这些承诺而采取的行动（例如，接受培训的员工人

数、对其制度和流程的改进）
•  查明客户或商业伙伴参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可疑交

易或其他迹象的案例/情况数量
• 在这些案例中所采取的行动

5.  与它方合作
如上所述，在围绕反洗钱的论述中，强调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是一个相对来说较为新兴的现象。因此，各银行需要与其他的
银行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例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支付平
台）相互合作，提升对该议题的理解能力。野生动植物保护联
盟金融工作组（见见第16和19页）就是一个具有多个利益相
关方倡议的范例，使银行业能够共同应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
易问题。

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致力于联合各保护组织、各国政府和全球
企业来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在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和皇家
基金会的领导下，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致力于保护大象、犀牛、
老虎和穿山甲等濒危物种。

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认识到与金融机构合作的必要性，以便更
有效地应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这不仅包括利用金融机构现
有的基础建设，还包括利用金融情报支持追查非法野生动植物
贸易最大的受益方。 

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支持建立一个由银行主导的非法野生
动植物贸易金融特别工作组。在皇家联合研究所（RUSI）、 
TRAFFIC的技术专家以及秘书处的支持下，特别工作组一直在
努力明确金融业可采取的具体行动。2018年，38家银行（包括
瑞士信贷、渣打、汇丰、澳盛、非洲商业银行、南非联合银行和花
旗集团）、律师事务所、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以及TRAFFIC、联
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和环境调查署（EIA）等
技术专家共同签署了《伦敦市长官邸宣言》（见文本框4），承诺
决不“故意促成或容忍来自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和关联腐败的
资金流动”。《宣言》提出了六项承诺，包括致力于分享资源和情
报，以切断盗猎动物制品，如象牙、犀牛角和穿山甲鳞片等所产
生的非法所得。

自特别工作组启动以来，工作组成员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
功，执法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的联系也在不断地加强。在秘书
处的支持下，通过巴塞尔治理问题研究所实施的 “野生动植物
联合工作组信息共享系统 “，为这一行动提供了大力支持5。  

自2019年以来，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金融工作组在包括中国
在内的各个主要地区召开了金融研讨会，让人们更充分地认识
到，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也是一种金融犯罪，金融机构和金融
调查人员在发现、干扰和预防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活动中可扮
演重要角色。公众、私营企业和民间社会的技术专家们在这些
研讨会上分享了共同面临的挑战和最佳实践，地方和区域政府
主管部门、FATF非法动植物贸易工作组的成员和非政府组织也
积极参与 (FATF, 2020)。

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金融工作组的成员已经支持在本国市场
进行调查，包括提交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有关的可疑活动报
告 (FATF, 2020)。

更多信息请参考https://unitedforwildlife.org /projects/
financial-taskforce/ 

野生动植物保护联盟 (UNITED FOR WILDLIFE)

5 https://baselgovernance.org/b20-collective-action-hub/initiatives-database/united-wildlife-financial-task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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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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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中国银行业需要关注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并对其采
取行动。本报告解释了为何银行业应该将对非法野生动植物
贸易零容忍的承诺纳入其管理反洗钱和反腐败的制度和流程
及其企业社会责任策略之中。报告还为中国银行业提供了实
用的指导，介绍他们需要建立哪些制度和流程来管理与非法

野生动植物贸易相关的业务风险，以及他们在打击非法野生
动植物贸易中可以扮演的角色。 为了中国银行业在打击非法
野生动植物贸易中能发挥重要作用，本报告针对银行需要采
取的主要制度和流程而提出以下的建议。 

主要
结论

1.  正式公开承诺对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实行零容忍政策。 
这一承诺应适用于银行本身（包括其所有的附属机构、 
分行、代表处和法律实体）以及与其有业务关系的所有 
个人和机构，包括客户和供应商。

2.  建立实现这些承诺所需的制度和流程，包括：

 • 将监督政策的责任分派给董事会或首席执行官 (CEO) 

 •  将日常执行承诺的责任分派给负责监督银行反洗钱
内部控制制度的人员 

 •  确保工作人员得到充分的培训，以履行银行的零容忍
承诺 

 •  采取明确的程序来监测接触或可能接触非法野生动植
物贸易的情况 

 •  向所有的客户和业务伙伴传达零容忍承诺 

 •  甄别和评估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带来的风险

3.  确保”了解您的客户”（KYC）和 “了解您的业务”（KYB）流程，
能够关注到其客户和企业参与到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
潜在可能性。 

4.  定期(如每年)公开报告零容忍承诺的实施情况。  

5.  与其他银行和利益相关方合作，在银行和金融业内提高对
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了解。

中国银行业对于参与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展望

Ahaltekin4ik/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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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摘要)
来源: http://www.gov.cn/jrzg/2006-10/31/content_429245.htm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预防洗钱活动，维护金融秩序，遏制洗钱犯罪及
相关犯罪，制定本法。

第二条 本法所称反洗钱，是指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
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
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
等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依照本法规
定采取相关措施的行为。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和按照规定
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应当依法采取预防、
监控措施，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
记录保存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履行反洗钱 
义务。

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
第十五条 金融机构应当依照本法规定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
控制制度，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对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的
有效实施负责。

金融机构应当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
洗钱工作。

第十六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

金融机构在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或者为客户提供规定金额以
上的现金汇款、现钞兑换、票据兑付等一次性金融服务时，应
当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
件，进行核对并登记。

客户由他人代理办理业务的，金融机构应当同时对代理人
和被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 
登记。

与客户建立人身保险、信托等业务关系，合同的受益人不是客
户本人的，金融机构还应当对受益人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
份证明文件进行核对并登记。

金融机构不得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或者与其进行交
易，不得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或者假名账户。

金融机构对先前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的真实性、有效性或者
完整性有疑问的，应当重新识别客户身份。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与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关系或者要求金融机
构为其提供一次性金融服务时，都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身份
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第十七条 金融机构通过第三方识别客户身份的，应当确保
第三方已经采取符合本法要求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第三方
未采取符合本法要求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的，由该金融机构
承担未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的责任。

第十八条 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认为必要时，可以向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核实客户的有关身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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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
记录保存制度。

在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客户身份资料发生变更的，应当及时更
新客户身份资料。

客户身份资料在业务关系结束后、客户交易信息在交易结束
后，应当至少保存五年。

金融机构破产和解散时，应当将客户身份资料和客户交易信
息移交国务院有关部门指定的机构。

第二十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执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报告制度。

金融机构办理的单笔交易或者在规定期限内的累计交易超过
规定金额或者发现可疑交易的，应当及时向反洗钱信息中心
报告。

第二十一条 金融机构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
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
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制定。金融机构大
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
管部门制定。

第二十二条 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反洗钱预防、监控制度的要
求，开展反洗钱培训和宣传工作。

第三十四条 本法所称金融机构，是指依法设立的从事金融
业务的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汇机构、
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保险公司以及国务
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 
机构。

christophe_cerisier/i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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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将来自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所得 
进行洗钱的指标

客户概况（个人和企业） 已检查
涉及国际贸易公司，包括进出口、货代、报关、物流或类似的公司，涉及为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供需所用的高风
险商品贸易走廊或口岸，经营的商品包括原木或原木方木、塑料垃圾或颗粒、冷冻食品、鱼肚、各种豆类、石块
或石英块。
使用的普通集装箱、收货人、运输商、清关代理或出口商据信参与了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
涉及与敏感政要和富商活动，特别是那些对环境、狩猎或林业进行监督，或与环境或野生动植物有关的业务。
涉及野生动植物的合法实体，如私人动物园、养殖场、(异宠) 宠物店、非洲safari旅游公司、制造含有野生动植
物成分的制药公司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区。  
在非法野生动植物的主要过境国或需求国司法管辖内注册的企业、个人或实际所有人。

交易和客户账户活动 已检查
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机构工作的政府官员、边境管制或海关和税务官员账户中出现大额现金存款。
来自林业机构、野生动植物管理机关、动物园和野生动植物公园雇员或《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管
理机构等工作的政府官员的大额现金或其他存款、电汇、多次现金存款和取款，与/或不明财产。
在环境部门或其他对政府库存象牙、犀牛角、木材或其他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有具体管理或监督权的部门中，
其工作的政府官员有大额现金或其他存款、多次现金存款和取款、与/或不明财产。
合法野生生物（动物与植物）货物拥有异常、不完整或可疑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证书。
在传统医药贸易的交易中，涉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物种的成分或产品名称。
在主要的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来源国或过境国的贸易公司或进出口公司之间，不合理或不正常的借贷。
之前卷入涉及野生动植物走私或贸易欺诈调查，或起诉的犯罪活动的贸易商的交换提单。
在海关与装运单据和发票中，商品的描述或价值与实际装运的货物或报价或付款的实际价值之间不符合的 
交易。
从客户的商业账户购买、支付或其他与黄金交易有关的不合理或异常的交易。
与同一受益人的账户和公司之间的代管型交易，特别是用于支付跨境和跨洲货运的交易。
由已知的走私贩与个人进行交易，然后由个人通过邮政支付快递或包裹费用。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2020: 60-62) 制定了一系列风险指标，可让各银行和金融机构将这些指标作为核对清单，来协助查明与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洗钱活动有关的潜在可疑交易和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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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不在本国或本地区的已知走私集团成员租用车辆和国内住宿的交易。
第三方电汇/现金存款给已知的野生动物盗猎者和走私贩，或由他们来取款。
交易留言中使用标本名称或隐语。
持证宠物店供应商/养殖场与已知的野生动物偷猎者和走私贩之间的交易。
与来自海外的持证宠物店供应商/繁殖场的交易，和/或与其所述的业务活动不符。
向持证宠物店供应商/养殖场进行的大宗交易，其所订购的动物/产品与货物的价值之间有重大的差异。
从已知的野生动植物走私贩向亲属的账户进行以学费、津贴或家庭支助费为名义的国际电汇。
野生动物养殖场与业务范围不一致的公司之间的大额电汇。应特别注意支付给生产那些可能被用作 "掩护货
物"以隐藏其非法野生动物产品（例如咖啡、茶叶、豆类或旧衣服的制造商/贸易商）公司的款项。
在不同业务领域经营的实体之间的付款。
涉嫌利用位于不同国家的银行账户和地址，以参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网络或与其有联系的个人或公司。
中间人交易 – 先是大额进账，然后小额出账。
在相邻国家间有两笔时间接近的预定租车交易。

其他 已检查
在涉及审查的金融交易的个人和/或实体的公开和现有来源中发现与野生动植物或环境犯罪有关的负面媒体
信息。
乘坐由第三方支付或直接以现金支付、旅行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高风险航线的旅客。
来自使用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产品的行业的公司/业主（包括传统医药制造商、皮革生产商、野生动植物产品
拍卖商、异国食品供应商[包括屠夫、厨师、野生动植物市场的摊主和餐馆]），向已知被确认参与非法野生动植
物贸易的野生动植物贸易商、同伙或其他实体支付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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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实例

象牙
据估计，目前有41万5千头的非洲大象生活在野外。每年约
有2万头大象因其象牙而被杀害。GlobeScan2019年的研究
覆盖了来自中国15个城市的2000名消费者，14%的受访者
表示他们打算在未来购买象牙，即使知道这样做是非法的

（Globescan，2019）。这种持续的需求，大部分来自于经常在
中国以外地区旅行的消费者。 

非洲象 (Loxodanta africana ) (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南非和津
巴布韦的种群除外)和亚洲象 (Elephasus maximus) 是《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物种。自1990年起，除特
殊情况外，所有的象牙国际贸易均被禁止。中国于2017年12
月禁止商业性象牙加工和销售，并且于2020年4月，继续禁止
象牙制品的商业进口。旅客携带任何数量的象牙入境中国都
是非法的。

2008-2017年期间，全球共缉获约393吨象牙。大量象牙被持
续缴获中。例如：

2020年12月2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特大走私濒危
动物制品案作出判决。该案涉及走私象牙价值超过10.2亿元
人民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涉及非法野生动植物制
品的最大走私案。 

两名被告人陈成宗、林志勇因触犯走私、非法买卖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及没收个人
财产。第三名被告人蔡守端因犯走私濒危动物制品罪，被判处
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五百万元。另有14名被
告人被判处2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没收个人财产，罚金共计
人民币两百一十一万五千元。 

2013年7月至2018年8月，陈成宗等17人伙同同案人陈建成等
人从尼日利亚等国收购并经新加坡、韩国，走私20多吨，数量
多达数千根，价值超过10. 2亿多元的象牙原牙进入中国境内
销售。其中4661根价值6.8亿多元的象牙原牙被中国海关查获
扣押在案而未售出。价值超过10多万元的犀牛角和象牙制品
在中国被贩售。 

https://finance.sina.com.cn/china/2020-12-30/doc-
iiznezxs96756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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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牛角
仅在过去十年中，就有7000多头非洲犀牛被偷猎，仅剩约2万
5千头非洲犀牛的野生种群。相比之下，20世纪初，有50万头的
犀牛漫步在非洲和亚洲（WWF，2021）。 

2018年，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野生动物亚洲项目的研究覆盖
了来自中国6个城市的1800名消费者，13%的人表示他们很可
能或非常可能在未来购买犀牛角（USAID, 2018）。 

所有的亚洲犀牛都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一，禁止任何的商业性国际贸易；而非洲犀牛则同时被列
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和附录二。  

据报道，当前主要从非洲向亚洲非法供应的犀牛角比2000年
代初期增加了30多倍之多。2016-2017年期间，全球至少有
4,500只非洲犀牛角进入到非法贸易，估计产生的非法所得在
0.79-2.92亿美元之间 (Journal of African Elephants, 2020)。 

大量的犀牛角仍在持续被缴获，例如：

•  2019年4月5日，香港海关从非洲经香港运往马来西亚的
货物中查获82.5千克犀牛角（价值1650万港币）（Xinhua 
News Agency，2019）。

•  2019年6月1日，上海虹桥国际机场海关在两名从南非经
香港抵达上海乘客的行李中，发现了9.79千克的犀牛角

（Sina Finance，2019b）。 

•  2019年1月，大连海关查获了一名从香港出发的旅客行李
中藏匿的2.71千克犀牛角（Baidu，2019）。 

玫瑰木     
玫瑰木产品，又名红木，指的是来自热带的各种深红色的硬木
树种，特别是黄檀属和紫檀属的树种。这些树种在中国传统的
家具和工艺品产业中已经有了几百年的使用历史，并且需求
量仍然很大。中国是红木产品最大的加工中心、零售集散地和
市场(UNODC, 2020)。  

由于对来源国的环境、治理和当地社区的生计产生的负面影
响，红木产品的过度消费和供应链中存在的非法产品问题引
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例如，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马达加
斯加的保护区内至少有350,430棵林木(主要是红木) 被砍伐，
至少有1百万根原木(152,437吨) 从该国非法出口。 

2016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对部分红木树种
的贸易监管措施进行了升级，以试图阻止红木种群的快速下
降。在列入中国国家红木标准的29个树种中，已有17个树种
被列入《公约》附录一和附录二。 

根据合法贸易和缉获数据，非法采伐红木最大来源地是非
洲。2017年，仅尼日利亚就出口了约75万立方米的红木，相当
于约400万棵树或超过3万多个集装箱的数量，平均每天出口
近100个集装箱 (UNODC, 2020)。 

大量的此类出口产品被查获。例如2020年10月15日，香港海
关在青衣港查获了价值6百万港元的9吨多红木。这批红木来
自阿联酋并经香港发往大陆（Jiajunmi, 2020）。2019年3月22
日，上海海关查获438吨刺猬紫檀（CITES附录二）。2019年1月
至3月期间，南宁海关也在从尼日利亚经香港运往广西的途
中查获155.1吨的刺猬紫檀。

bennie/Shutterstoc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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