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1973年 3 月 3日签订于华盛顿

1979年 6 月 22日修订于波恩

缔约各国:

认识到许多美丽的、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和植物是地球自然系统中无可代替的一部分，

为了我们这一代和今后世世代代，必须加以保护；

意识到从美学、科学、文化、娱乐和经济观点看，野生动植物的价值都在日益增长；

认识到各国人民和国家是，而且应该是本国野生动植物的最好保护者；

并且认识到，为了保护某些野生动物和植物物种不致由于国际贸易而遭到过度开发利

用，进行国际合作是必要的；

确信为此目的迫切需要采取适当措施；

同意下列各条款：

第一条 定义

除非内容另有所指，就本公约而言：

a）“物种”指任何的种、亚种，或其地理上隔离的种群；

b）“标本”指：

i)任何活的或死的动物，或植物；

ii)如系动物，指附录Ⅰ和附录Ⅱ所列物种，或其任何可辨认的部分，或其衍生物和附录

Ⅲ所列物种及与附录Ⅲ所指有关物种的任何可辨认的部分，或其衍生物。

iii)如系植物，指附录Ⅰ所列物种，或其任何可辨认的部分，或其衍生物和附录Ⅱ、附录

Ⅲ所列物种及与附录Ⅱ、附录Ⅲ所指有关物种的任何可辨认的部分，或其衍生物。

c）“贸易”指出口、再出口、进口和从海上引进；

d）“再出口”指原先进口的任何标本的出口；

e） “从海上引进”指从不属任何国家管辖的海域中取得的任何物种标本输入某个国家；

f）“科学机构”指依第九条所指定的全国性科学机构；

g）“管理机构”指依第九条所指定的全国性管理机构；

h）“缔约国”指本公约对之生效的国家。

第二条 基本原则

1.附录Ⅰ应包括所有受到和可能受到贸易的影响而有灭绝危险的物种。这些物种的标本的

贸易必须加以特别严格的管理，以防止进一步危害其生存，并且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允

许进行贸易。



2.附录Ⅱ应包括：

(a)所有那些目前虽未濒临灭绝，但如对其贸易不严加管理，以防止不利其生存的利用，

就可能变成有灭绝危险的物种；

(b)为了使本款第 a 项中指明的某些物种标本的贸易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而必须加以管

理的其它物种。

3.附录Ⅲ应包括任一缔约国认为属其管辖范围内，应进行管理以防止或限制开发利用而需

要其他缔约国合作控制贸易的物种。

4.除遵守本公约各项规定外，各缔约国均不应允许就附录Ⅰ、附录Ⅱ、附录Ⅲ所列物种标

本进行贸易。

第三条 附录Ⅰ所列物种标本的贸易规定

1.附录Ⅰ所列物种标本的贸易，均应遵守本条各项规定。

2.附录Ⅰ所列物种的任何标本的出口，应事先获得并交验出口许可证。只有符合下列各项

条件时，方可发给出口许可证：

(a)出口国的科学机构认为，此项出口不致危害该物种的生存；

(b)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该标本的获得并不违反本国有关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法律；

(c)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任一出口的活标本会得到妥善装运，尽量减少伤亡、损害健

康，或少遭虐待；

(d)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该标本的进口许可证已经发给。

3.附录Ⅰ所列物种的任何标本的进口，均应事先获得并交验进口许可证和出口许可证，或

再出口证明书。只有符合下列各项条件时，方可发给进口许可证：

(a)进口国的科学机构认为，此项进口的意图不致危害有关物种的生存；

(b)进口国的科学机构确认，该活标本的接受者在笼舍安置和照管方面是得当的；

(c)进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该标本的进口，不是以商业为根本目的。

4.附录Ⅰ所列物种的任何标本的再出口，均应事先获得并交验再出口证明书。只有符合下

列各项条件时，方可发给再出口证明书：

(a)再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该标本系遵照本公约的规定进口到本国的；

(b)再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该项再出口的活标本会得到妥善装运，尽量减少伤亡、

损害健康，或少遭虐待；

(c)再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任一活标本的进口许可证已经发给。

5.从海上引进附录Ⅰ所列物种的任何标本，应事先获得引进国管理机构发给的证明书。只

有符合下列各项条件时，方可发给证明书：

(a)引进国的科学机构认为，此项引进不致危害有关物种的生存；

(b)引进国的管理机构确认，该活标本的接受者在笼舍安置和照管方面是得当的；

(c)引进国的管理机构确认，该标本的引进不是以商业为根本目的。



第四条 附录Ⅱ所列物种标本的贸易规定

1.附录Ⅱ所列物种标本的贸易，均应遵守本条各项规定。

2.附录Ⅱ所列物种的任何标本的出口，应事先获得并交验出口许可证。只有符合下列各项

条件时，方可发给出口许可证：

(a)出口国的科学机构认为，此项出口不致危害该物种的生存；

(b)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该标本的获得并不违反本国有关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法律；

(c)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任一出口的活标本会得到妥善装运，尽量减少伤亡、损害健

康，或少遭虐待。

3.各缔约国的科学机构应监督该国所发给的附录Ⅱ所列物种标本的出口许可证及该物种

标本出口的实际情况。当科学机构确定，此类物种标本的出口应受到限制，以便保持该物种

在其分布区内的生态系中与它应有作用相一致的地位，或者大大超出该物种够格成为附录Ⅰ

所属范畴的标准时，该科学机构就应建议主管的管理机构采取适当措施，限制发给该物种标

本出口许可证。

4.附录Ⅱ所列物种的任何标本的进口，应事先交验出口许可证或再出口证明书。

5.附录Ⅱ所列物种的任何标本的再出口，应事先获得并交验再出口证明书。只有符合下列

各项条件时，方可发给再出口证明书：

(a)再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该标本的进口符合本公约各项规定；

(b)再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任一活标本会得到妥善装运，尽量减少伤亡、损害健康，

或少遭虐待。

6.从海上引进附录Ⅱ所列物种的任何标本，应事先从引进国的管理机构获得发给的证明

书。只有符合下列各项条件时，方可发给证明书：

(a)引进国的科学机构认为，此项引进不致危害有关物种的生存；

(b)引进国的管理机构确认，任一活标本会得到妥善处置，尽量减少伤亡、损害健康，

或少遭虐待。

7.本条第 6 款所提到的证明书，只有在科学机构与其他国家的科学机构或者必要时与国际

科学机构进行磋商后，并在不超过一年的期限内将全部标本如期引进，才能签发。

第五条 附录Ⅲ所列物种标本的贸易规定

1.附录Ⅲ所列物种标本的贸易，均应遵守本条各项规定。

2.附录Ⅲ所列物种的任何标本，从将该物种列入附录Ⅲ的任何国家出口时，应事先获得并

交验出口许可证。只有符合下列各项条件时，方可发给出口许可证：

(a)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该标本的获得并不违反该国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法律；

(b)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任一活标本会得到妥善装运，尽量减少伤亡、损害健康，

或少遭虐待。

3.除本条第 4 款涉及的情况外，附录Ⅲ所列物种的任何标本的进口，应事先交验原产地证

明书。如该出口国已将该物种列入附录Ⅲ，则应交验该国所发给的出口许可证。



4.如系再出口，由再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签发有关该标本曾在该国加工或正在进行再出口的

证明书，以此向进口国证明有关该标本的再出口符合本公约的各项规定。

第六条 许可证和证明书

1.根据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各项规定签发的许可证和证明书必须符合本条各项规

定。

2.出口许可证应包括附录四规定的式样中所列的内容，出口许可证只用于出口，并自签发

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3.每个出口许可证或证明书应载有本公约的名称、签发出口许可证或证明书的管理机构的

名称和任何一种证明印鉴，以及管理机构编制的控制号码。

4.管理机构发给的许可证或证明书的副本应清楚地注明其为副本。除经特许者外，该副本

不得代替原本使用。

5.交付每批标本，均应备有单独的许可证或证明书。

6.任一标本的进口国管理机构，应注销并保存出口许可证或再出口证明书，以及有关该标

本的进口许可证。

7.在可行的适当地方，管理机构可在标本上盖上标记，以助识别。此类“标记”系指任何难

以除去的印记、铅封或识别该标本的其他合适的办法，尽量防止无权发证者进行伪造。

第七条 豁免及与贸易有关的其他专门规定

1.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在缔约国领土内受海关控制的标本的过境

或转运。

2.出口国或再出口国的管理机构确认，某一标本是在本公约的规定对其生效前获得的，并

具有该管理机构为此签发的证明书。则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该标本。

3.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作为个人或家庭财产的标本，但这项豁免

不得用于下列情况：

(a)附录Ⅰ所列物种的标本，是物主在其常住国以外获得并正在向常住国进口；

(b)附录Ⅱ所列物种的标本：

(i)它们是物主在常住国以外的国家从野生状态中获得；

(ii)它们正在向物主常住国进口；

(iii)在野生状态中获得的这些标本出口前，该国要求事先获得出口许可证。但管理机

构确认，这些物种标本是在本公约的规定对其生效前获得的，则不在此限。

4.附录Ⅰ所列的某一动物物种的标本，系为了商业目的而由人工饲养繁殖的，或附录Ⅰ所

列的某一植物物种的标本，系为了商业目的，而由人工培植的，均应视为附录Ⅱ内所列的物

种标本。

5.当出口国管理机构确认，某一动物物种的任一标本是由人工饲养繁殖的，或某一植物物

种的标本是由人工培植的，或确认它们是此类动物或植物的一部分，或是它们的衍生物，该



管理机构出具的关于上述情况的证明书可以代替按第三条、第四条或第五条的各项规定所要

求的许可证或证明书。

6.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在本国管理机构注册的科学家之间或科学

机构之间进行非商业性的出借、馈赠或交换的植物标本或其他浸制的、干制的或埋置的博物

馆标本，以及活的植物材料，但这些都必须附以管理机构出具的或批准的标签。

7.任何国家的管理机构可不按照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各项规定，允许用作巡回动物

园、马戏团、动物展览、植物展览或其他巡回展览的标本，在没有许可证或证明书的情况下

运送，但必须做到以下各点：

(a)出口者或进口者向管理机构登记有关该标本的全部详细情况；

(b)这些标本系属于本条第 2 款或第 5 款所规定的范围；

(c)管理机构已经确认，所有活的标本会得到妥善运输和照管，尽量减少伤亡、损害健康

或少遭虐待。

第八条 缔约国应采取的措施

1.缔约国应采取相应措施执行本公约的规定，并禁止违反本公约规定的标本贸易，包括下

列各项措施：

(a)处罚对此类标本的贸易或占有，或两者均予处罚；

(b)规定对此类标本进行没收或退还出口国。

2.除本条第 1 款所规定的措施外，违反本公约规定措施的贸易标本，予以没收所用的费用，

如缔约国认为必要，可采取任何办法内部补偿。

3.缔约国应尽可能保证物种标本在贸易时尽快地通过一切必要手续。为便利通行，缔约国

可指定一些进出口岸，以供对物种标本进行检验放行。各缔约国还须保证所有活标本，在过

境、扣留或装运期间，得到妥善照管，尽量减少伤亡、损害健康，或少遭虐待。

4.在某一活标本由于本条第 1 款规定而被没收时：

(a)该标本应委托给没收国的管理机构代管；

(b)该管理机构经与出口国协商后，应将标本退还该出口国，费用由该出口国负担，或

将其送往管理机构认为合适并且符合本公约宗旨的拯救中心，或类似地方；

(c)管理机构可以征询科学机构的意见，或者，在其认为需要时，与秘书处磋商以加快实

现根据本款第 b 项所规定的措施，包括选择拯救中心或其他地方。

5.本条第 4 款所指的拯救中心，是指由管理机构指定的某一机构，负责照管活标本，特别

是没收的标本。

6.各缔约国应保存附录Ⅰ、附录Ⅱ、附录Ⅲ所列物种标本的贸易记录，内容包括：

(a)出口者与进口者的姓名、地址；

(b)所发许可证或证明书的号码、种类，进行这种贸易的国家，标本的数量、类别，根

据附录Ⅰ、附录Ⅱ、附录Ⅲ所列物种的名称，如有要求，在可行的情况下，还包括标本的大

小和性别。

7.各缔约国应提出执行本公约情况的定期报告，递交秘书处；



(a)包括本条第 6 款第 b 项所要求的情况摘要的年度报告；

(b)为执行本公约各项规定而采取的立法、规章和行政措施的双年度报告。

8.本条第 7 款提到的情况，只要不违反有关缔约国的法律，应予公布。

第九条 管理机构和科学机构

1.各缔约国应为本公约指定：

(a)有资格代表该缔约国发给许可证或证明书的一个或若干个管理机构；

(b)一个或若干个科学机构。

2.一国在将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书交付保存时，应同时将授权与其他缔约国和

秘书处联系的管理机构的名称、地址通知保存国政府。

3.根据本条规定所指派的单位名称，或授予的权限，如有任何改动，应由该缔约国通知秘

书处，以便转告其他缔约国。

4.本条第 2 款提及的任何管理机构，在秘书处或其他缔约国的管理机构请求时，应将其图

章、印记及其他用以核实许可证或证明书的标志的底样寄给对方。

第十条 非公约缔约国贸易

向一个非公约缔约国出口或再出口，或从该国进口时，该国的权力机构所签发的类似文

件，在实质上符合本公约对许可证和证明书的要求，就可代替任一缔约国出具的文件而予接

受。

第十一条 缔约国大会

1.在本公约生效两年后，秘书处应召集一次缔约国大会。

2.此后，秘书处至少每隔两年召集一次例会，除非全会另有决定，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缔

约国提出书面请求时，秘书处得随时召开特别会议。

3.各缔约国在例会或特别会议上，应检查本公约执行情况，并可：

(a)做出必要的规定，使秘书处能履行其职责；

(b)根据第十五条，考虑并通过附录Ⅰ和附录Ⅱ的修正案；

(c)检查附录Ⅰ、附录Ⅱ、附录Ⅲ所列物种的恢复和保护情况的进展；

(d)接受并考虑秘书处，或任何缔约国提出的任何报告；

(e)在适当的情况下，提出提高公约效力的建议。

4.在每次例会上，各缔约国可根据本条第 2 款的规定，确定下次例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5.各缔约国在任何一次会议上，均可确定和通过本次会议议事规则。

6.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总署以及非公约缔约国，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大会

的会议，但无表决权。



7.凡属于如下各类在技术上有能力保护、保持或管理野生动植物的机构或组织，经通知秘

书处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者，应接受其参加会议，但有三分之一或以上缔约国反对者例

外：

(a)政府或非政府的国际性机构或组织、国家政府机构和组织；

(b)为此目的所在国批准而设立的全国性非政府机构或组织。观察员经过同意后，有权

参加会议，但无表决权。

第十二条 秘书处

1.在本公约生效后，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筹组一秘书处。在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和

范围内，可取得在技术上有能力保护、保持和管理野生动植物方面的政府间的或非政府的，

国际或国家的适当机构和组织的协助。

2.秘书处的职责为：

(a)为缔约国的会议做出安排并提供服务；

(b)履行根据本公约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委托给秘书处的职责；

(c)根据缔约国大会批准的计划，进行科学和技术研究，从而为执行本公约做出贡献，包

括对活标本的妥善处置和装运的标准以及识别有关标本的方法；

(d)研究缔约国提出的报告，如认为必要，则要求他们提供进一步的情况，以保证本公

约的执行；

(e)提请缔约国注意与本公约宗旨有关的任何事项；

(f)定期出版并向缔约国分发附录Ⅰ、附录Ⅱ、附录Ⅲ的最新版本，以及有助于识别这些

附录中所列物种标本的任何情报；

(g)向缔约国会议提出有关工作报告和执行本公约情况的年度报告，以及会议上可能要

求提供的其他报告；

(h)为执行本公约的宗旨和规定而提出建议，包括科学或技术性质情报的交流；

(i)执行缔约国委托秘书处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国际措施

1.秘书处根据其所获得的情报，认为附录Ⅰ、附录Ⅱ所列任一物种，由于该物种标本的贸

易而正受到不利的影响，或本公约的规定没有被有效地执行时，秘书处应将这种情况通知有

关的缔约国，或有关的缔约国所授权的管理机构。

2.缔约国在接到本条第 1 款所指的通知后，应在其法律允许范围内，尽快将有关事实通知

秘书处，并提出适当补救措施。缔约国认为需要调查时，可特别授权一人或若干人进行调查。

3.缔约国提供的情况，或根据本条第 2 款规定进行调查所得到的情况，将由下次缔约国大

会进行审议，大会可提出它认为合适的任何建议。

第十四条 对国内立法及各种国际公约的效力

1.本公约的规定将不影响缔约国有权采取以下措施：



(a)附录Ⅰ、附录Ⅱ、附录Ⅲ所列物种标本的贸易、取得、占有和转运、在国内采取更

加严格的措施或完全予以禁止；

(b)对附录Ⅰ、附录Ⅱ、附录Ⅲ未列入的物种标本的贸易、取得、占有和转运，在国内

采取限制或禁止的措施。

2.本公约的规定，将不影响缔约国在国内采取任何措施的规定，也不影响缔约国由于签署

了已生效或即将生效的涉及贸易、取得、占有或转运各物种标本其他方面的条约、公约或国

际协议而承担的义务，包括有关海关、公共卫生、兽医或动植物检疫等方面的任何措施。

3.本公约的规定不影响各国间已缔结或可能缔结的建立同盟或区域贸易协议的条约、公约

或国际协定中所作的规定或承担的义务，上述同盟或区域贸易协议是用来建立或维持该同盟

各缔约国之间的共同对外关税管制或免除关税管制。

4.本公约的缔约国，如果也是本公约生效时其他有效的条约、公约或国际协定的缔约国，

而且根据这些条约、公约和协定的规定，对附录Ⅱ所列举的各种海洋物种应予保护，则应免

除该国根据本公约的规定，对附录Ⅱ所列举的，由在该国注册的船只捕获的、并符合上述其

他条约、公约或国际协定的规定而进行捕获的各种物种标本进行贸易所承担的义务。

5.尽管有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凡出口依本条第 4 款捕获的标本，只需要引进

国的管理机构出具证明书，说明该标本是依照其他条约、公约或国际协定规定取得的。

6.本公约不应妨碍根据联合国大会 2750C 字(XXV)号决议而召开的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从事

编纂和发展海洋法，也不应妨碍任何国家在目前或将来就海洋法以及就沿岸国和船旗国的管

辖权的性质和范围提出的主张和法律观点。

第十五条 附录Ⅰ和附录Ⅱ的修改

1.下列规定适用于在缔约国大会的会议上对附录Ⅰ和附录Ⅱ修改事宜：

(a)任何缔约国可就附录Ⅰ或附录Ⅱ的修改提出建议，供下次会议审议。所提修正案的

文本至少应在会前一百五十天通知秘书处。秘书处应依据本条第 2款第 b项和第 c项之规定，

就修正案同其他缔约国和有关机构进行磋商，并不迟于会前三十天向各缔约国发出通知；

(b)修正案应经到会并参加投票的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此处所谓“到会并参加投票

的缔约国”系指出席会议，并投了赞成票或反对票的缔约国。弃权的缔约国将不计入为通过

修正案所需三分之二的总数内；

(c)在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修正案，应在该次会议九十天后对所有缔约国开始生效，但依据

本条第 3 款提出保留的缔约国除外。

2.下列规定将适用于在缔约国大会闭会期间，对附录Ⅰ和附录Ⅱ的修改事宜：

(a)任何缔约国可在大会闭会期间按本款的规定，以邮政程序就附录Ⅰ和附录Ⅱ提出修

改建议，要求审议；

(b)对各种海洋物种，秘书处在收到建议修正案文本后，应立即将修正案文本通知缔约

国。秘书处还应与业务上和该物种有关的政府间机构进行磋商，以便取得这些机构有可能提

供的科学资料，并使与这些机构实施的保护措施协调一致。秘书处应尽快将此类机构所表示

的观点和提供的资料，以及秘书处的调查结果和建议，通知缔约国；

(c)对海洋物种以外的物种，秘书处应在收到建议的修正案文本后，立即将其通知缔约国，

并随后尽快将秘书处的建议通知缔约国；



(d)任何缔约国于秘书处根据本款第 b 或第 c 项的规定，将其建议通知缔约国后的六十

天内，应将其对所提的修正案的意见，连同有关的科学资料和情报送交秘书处；

(e)秘书处应将收到的答复连同它自己的建议，尽快通知缔约国；

(f)秘书处依据本款第 e 项规定将上述答复和建议通知缔约国后三十天内，如未收到对建

议的修正案提出异议，修正案即应在随后九十天起，对所有缔约国开始生效，但依据本条第

3 款提出保留的缔约国除外；

(g)如秘书处收到任何缔约国提出的异议，修正案即按本款第 h、第Ⅰ和第 j 项的规定，

以邮政通信方式交付表决；

(h)秘书处应将收到异议的通知事先告知缔约国；

(i)秘书处按本款第 h 项的规定发出通知后六十天内，从各方收到赞成、反对或弃权票总

数必须占缔约国总数一半以上，否则，修正案将提交缔约国大会的下一次会议上进行审议；

(j)如收到缔约国投票数已占一半，则修正案应由投赞成或反对票的缔约国的三分之二多

数通过；

(k)秘书处将投票结果通知所有缔约国；

(l)如修正案获得通过，则自秘书处发出修正案被接受的通知之日起后九十天，对各缔约

国开始生效。但按本条之第 3 款规定提出保留之缔约国除外。

3.在本条第 1 款第 c项，或第 2 款第 l 项规定的九十天期间，任何缔约国均可向公约保存

国政府以书面通知形式，对修正案通知提出保留。在此保留撤销以前，进行有关该物种的贸

易时，即不作为本公约的缔约国对待。

第十六条 附录Ⅲ及其修改

1.按第二条第 3 款所述，任何缔约国可随时向秘书处提出它认为属其管辖范围内，并由其

管理的物种的名单。附录Ⅲ应包括：提出将某些物种包括在内的缔约国的名称、提出的物种

的学名，以及按第一条第 b 项所述，与该物种相联系的有关动物或植物的任何部分或衍生物。

2.根据本条第1款规定提出的每一份名单，都应由秘书处在收到该名单后尽快通知缔约国。

该名单作为附录Ⅲ的一部分，在发出此项通知之日起的九十天后生效。在该名单发出后，任

何缔约国均可随时书面通知公约保存国政府，对任何物种，或其任何部分，或其衍生物持保

留意见。在撤销此保留以前，进行有关该物种，或其一部分，或其衍生物的贸易时，该国即

不作为本公约的缔约国对待。

3.提出应将某一物种列入附录Ⅲ的缔约国，可以随时通知秘书处撤销该物种，秘书处应将

此事通知所有缔约国，此项撤销应在秘书处发出通知之日起的三十天后生效。

4.根据本条第 1 款的规定提出一份名单的任何缔约国，应向秘书处提交一份适用于此类物

种保护的所有国内法律和规章的抄本，并同时提交缔约国对该法律规章的适当解释，或秘书

处要求提供的解释。该缔约国在上述物种被列入在附录Ⅲ的期间内，应提交对上述法律和规

章的任何修改或任何新的解释。

第十七条 公约之修改



1.秘书处依至少三分之一缔约国提出的书面要求，可召开缔约国大会特别会议，审议和通

过本公约的修正案。此项修正案应经到会并参加投票的缔约国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此处所谓

“到会并参加投票的缔约国”系指出席会议并投了赞成票，或反对票的缔约国。弃权的缔约国

将不计入为通过修正案所需三分之二的总数内。

2.秘书处至少应在会前九十天将建议的修正案的案文通知所有缔约国。

3.自三分之二的缔约国向公约保存国政府递交接受该项修正案之日起的六十天后，该项修

正案即对接受的缔约国开始生效。此后，在任何其他缔约国递交接受该项修正案之日起的六

十天后，该项修正案对该缔约国开始生效。

第十八条 议之解决

1.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缔约国之间就本公约各项规定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议，则涉及争议的

缔约国应进行磋商。

2.如果争议不能依本条第 1 款获得解决，经缔约国相互同意，可将争议提交仲裁，特别是

提交设在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进行仲裁，提出争议的缔约国应受仲裁决定之约束。

第十九条 签署

本公约于一九七三年四月三十日以前在华盛顿开放签署，在此以后，则于一九七四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在伯尔尼开放签署。

第二十条 批准、接受、核准

本公约需经批准、接受或核准，批准、接受或核准本公约的文书应交存公约保存国瑞士

联邦政府。

第二十一条 加入

本公约将无限期地开放加入，加入书应交公约保存国保存。

第二十二条 生效

1.本公约自第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文书交存公约保存国政府九十天后开

始生效。

2.在第十份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文书交存以后，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

公约的国家，自向公约保存国政府交存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的文书之日起九十天后对该

国生效。

第二十三条 保留

1.对本公约的各项规定不得提出一般保留。但根据本条或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可

提出特殊保留。

2.任何一国在将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文书交托保存的同时，可就下述具体

事项提出保留。



(a)附录Ⅰ、附录Ⅱ或附录Ⅲ中所列举的任何物种；

(b)附录Ⅲ中所指的各物种的任何部分或其衍生物。

3.缔约国在未撤销其根据本条规定提出的保留前，在对该保留物种，或其一部分，或其衍

生物进行贸易时，该国即不作为本公约的缔约国对待。

第二十四条 废约

任何缔约国均可随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公约保存国政府废止本公约。废约自公约保存国政

府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生效。

第二十五条 保存国

1.本公约正本以中、英、法、俄和西班牙文写成，各种文本都具有同等效力。正本应交存

公约保存国政府，该政府应将核证无误的副本送致本公约的签字国，或加入本公约的国家。

2.公约保存国政府应将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本公约的生效和修改、表示保留和撤销

保留以及废止的文书签署交存情况通知本公约所有签字国、加入国和秘书处。

3.本公约生效后，公约保存国政府应立即将核证无误的文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

条，转送联合国秘书处登记和公布。

各全权代表受命在本公约上签字，以资证明。

公历一九七三年三月三日签订于华盛顿

针对《公约》文本的波恩修正案

《公约》缔约国大会于 1979年 6 月 22日通过了一份针对《公约》文本的修

正案。该修正案建议在《公约》第十一条第 3款 a 项的末尾插入“并通过有关财

政规定”的字词，并相应读作：

3.各缔约国在例会或特别会议上，应检查本《公约》执行情况，并可：

a)做出必要的规定，使秘书处能履行其职责，并通过有关财政规定；……

根据《公约》第十七条第 3 款，波恩修正案在 1979年 6月 22 日时已属《公

约》缔约国的 50 个国家中的 34个国家(即三分之二)递交其表示认可的法律文书

后 60天生效，即 1987年 4 月 13日。当时也只是对那些接受修正案的国家(不论

其何时成为缔约国)生效。但是，现在修订后的《公约》文本则对在修正案生效

后成为缔约国的任何国家自动适用。

针对《公约》文本的哈博罗内修正案



《公约》缔约国大会于 1983年 4 月 30日(第四次缔约国大会的最后一天)在
博茨瓦纳的哈博罗内召开了其第二次特别会议，以对一份针对《公约》第二十一

条而提议的修正案进行研究，该修正案提议允许地区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加入《公

约》。

缔约国大会经过一些修改后采纳提案，批准将另五段文字(即 2 到 6款)加入到文

本第二十一条的修订，如下：

1.本公约将无限期地开放加入，加入书应交公约保存国保存。

2.本《公约》应对由主权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开放加入。此类经济一体

化组织经其缔约国授权，拥有就国际条约中由其缔约国转交的事务及本《公约》

所包含的事务开展谈判、决策和实施的权限。

3.此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应在加入《公约》的法律文书中声明其关于《公约》所

辖事务的权限范围。这些经济一体化组织还应通知保存国政府任何关于其权限范

围的实质性更改。保存国政府则应将此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就其关于《公约》所辖

事务的权限范围及相关更改情况所递交的通知转发给各缔约国。

4.就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此类经济一体化组织应行使相应的权力并履行《公

约》赋予其各缔约国(均属本《公约》缔约国)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一体

化组织的各缔约国必须统一(而非各自)行使此类权力。

5.在其权限范围内，经济一体化可按拥有等同于其缔约国(亦为本《公约》缔约

国)数量的票数行使表决权。如果由其各缔约国行使表决权，则此类经济一体化

组织不应再行使表决权，反之亦然。

6.本《公约》第一条 h项所用“缔约国”及本《公约》所指的“国家”∕“各

国”、“联邦下的缔约国”∕“联邦下的各缔约国”等术语应被解释为包含任何

地区性经济一体化组织(经其缔约国授权，拥有就国际条约中由其缔约国转交的

事务及本《公约》所包含的事务开展谈判、决策和实施的权限)的含意在内。

注：附录 I、II、III 仅显示植物部分。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植物 FLORA

龙舌兰科 AGAVACEAE

小花龙舌兰(姬乱

雪)Agaveparviflora

龙角(笹之雪)Agave victoriae-reginae

间型酒瓶兰 Nolina interrata

石蒜科 AMARYLLIDACEAE

雪滴花属所有种Galanthus spp.

黄花石蒜属所有种 Sternbergia spp.

漆树科 ANACARDIACEAE

织冠漆 Operculicarya hyphaenoides

象腿漆 Operculicarya pachypus

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安博棒锤树 Pachypodium

ambongense
火地亚属所有种 Hoodia spp.

棒锤树属所有种 Pachypodium spp. (除被列入附录 I

的物种)
巴氏棒锤树 Pachypodium

baronii

迪氏棒锤树 Pachypodium

decaryi
★蛇根木(印度萝芙木) Rauvolfia serpentina

五加科 ARALIACEAE

人参 Panax ginseng (仅俄罗斯联邦种群；其它种群都

未被列入附录。)

西洋参 Panax quinquefolius

南洋杉科 ARAUCARIACEAE

智利南洋杉 Araucaria raucana

小蘖科 BERBERIDACEAE

★桃儿七 Podophyllum hexandrum#2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包括兰科植物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所

有种 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和三

角槟榔（三角椰）Neodypsis decaryi 的种子。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衍

生物；

e)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Opuntia仙人掌亚属Opuntia和大轮柱属Selenicereus（仙人掌科Cactaceae）

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蜡大戟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已包装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系指其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附有“Produced from Hoodia spp. material obtained through controlled

harvesting and produc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ITES Management Authorities of

Botswana/Namibia/South Africa under agreement no.BW/NA/ZA xxxxxx”字样标签的除外；

系指其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 种子和花粉；及

b) 包装好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系指其根的整体、切片和部分。

* 编者注：现多将火地亚属 Hoodia spp.列入萝藦科 Asclepiadaceae，《公约》命名委员会将其列入夹竹桃科 Apocynaceae。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凤梨科 BROMELIACEAE

哈氏老人须 Tillandsia harrisii

卡氏老人须 Tillandsia kammii

考氏老人须 Tillandsia kautskyi

莫氏老人须 Tillandsia mauryana

斯氏老人须 Tillandsia sprengeliana

苏氏老人须 Tillandsia sucrei

旱生老人须 Tillandsia xerographica

仙人掌科 CACTACEAE

岩牡丹属所有种 Ariocarpus spp. ★仙人掌科所有种

星冠 Astrophytum asterias CACTACEAE spp.(除被列入附录 I的

物种和木麒麟属Pereskia spp.、麒麟掌属

Pereskiopsis spp.和顶花掌属

Quiabentia spp. )

花笼 Aztekium ritteri

精美球 Coryphantha werdermannii

孔雀花属所有种Discocactus spp.

林氏鹿角掌 Echinocereus

Ferreirianus ssp. lindsayi

珠毛拄 Echinocereus schmollii

小极光球 Escobaria minima

须弥山 Escobaria sneedii

白斜子Mammillaria pectinifera

假白斜子Mammillaria solisioides

圆锥花座球Melocactus conoideus

晚刺花座球 Melocactus

deinacanthus

苍白花座球 Melocactus

glaucescens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包括兰科植物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所

有种 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和三

角槟榔（三角椰）Neodypsis decaryi 的种子。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衍生

物；

e)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Opuntia仙人掌亚属Opuntia和大轮柱属Selenicereus（仙人掌科Cactaceae）

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蜡大戟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已包装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下列杂交种和/或栽培种的人工培植标本不受《公约》有关条款的限制：

星孔雀 (Hatiora×graeseri)

圆齿蟹爪 (杂交种)(Schlumbergera×buckleyi)

辐花蟹爪 (Schlumbergera russelliana×Schlumbergera truncata)

奥氏蟹爪 (Schlumbergera orssichiana×Schlumbergera truncata)

掌状蟹爪 (Schlumbergera opuntioides×Schlumbergera truncata)

蟹爪(Schlumbergera truncata)(栽培种)

仙人掌科所有种 Cactaceae spp.的颜色突变体，并嫁接在下列砧木上：卧龙柱属(Harrisia’Jusbertii’)、

三棱量天尺(Hylocereus trigonus)或量天尺(Hylocereus undatus)。

黄毛掌(Opuntia microdasys)（栽培种）。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疏刺花座球Melocactus paucispinus

帝冠 Obregonia denegrii

金毛翁 Pachycereus militaris

布氏月华玉 Pediocactus bradyi

银河玉 Pediocactus knowltonii

雏鹭球 Pediocactus paradinei

斑鸠球 Pediocactus peeblesianus

天狼 Pediocactus sileri

斧突球属所有种 Pelecyphora spp.

突氏玄武玉 Sclerocactus Brevihamatus ssp.

tobuschii

白琅玉 Sclerocactus erectocentrus

苍白玉 Sclerocactus glaucus

藤荣球 Sclerocactus mariposensis

月想曲 Sclerocactus mesae-verdae

尼氏鯱玉 Sclerocactus nyensis
月童 Sclerocactus papyracanthus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毛刺球 Sclerocactus pubispinus

怀氏虹山 Sclerocactus wrightiae

鳞茎玉属所有种 Strombocactus spp.

姣丽球属所有种 Turbinicarpus spp.

尤伯球属所有种 Uebelmannia spp.

多柱树科 CARYOCARACEAE

多柱树 Caryocar costaricense

菊科 COMPOSITAE (ASTERACEAE)

云木香 Saussurea costus

景天科 CRASSULACEAE

匍枝粉叶草 Dudleya stolonifera

特氏粉叶草 Dudleya traskiae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包括兰科植物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所

有种 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和三

角槟榔(三角椰)Neodypsis decaryi 的种子。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衍

生物；

e)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Opuntia仙人掌亚属Opuntia和大轮柱属Selenicereus（仙人掌科Cactaceae）

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蜡大戟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已包装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葫芦科 CUCURBITACEAE

柔毛沙葫芦 Zygosicyos pubescens

沙葫芦 Zygosicyos tripartitus

柏科 CUPRESSACEAE

智利柏 Fitzroya cupressoides

皮尔格柏 Pilgerodendron uviferum

桫椤科 CYATHEACEAE

★桫椤属所有种 Cyathea spp.

苏铁科 CYCADACEAE

印度苏铁 Cycas beddomei ★苏铁科所有种 CYCADACEAE
spp.(除被列入附录 I的物种)

蚌壳蕨科 DICKSONIACEAE

★金毛狗脊 Cibotium barometz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蚌壳蕨属所有种 Dicksonia spp.(仅包

括美洲种群；其它种群未被列入附录。)

龙树科 DIDIEREACEAE

龙树科所有种 DIDIEREACEAE spp.

薯蓣科 DIOSCOREACEAE

三角叶薯蓣Dioscorea deltoidea

茅膏菜科 DROSERACEAE

捕蝇草 Dionaea muscipula

大戟科 EUPHORBIACEAE

安波沃本大戟(安波麒麟)Euphorbia

ambovombensis

大戟属所有种 Euphorbia spp.

[除崖大戟 Euphorbia misera和被列

入附录 I的物种，仅包括肉质种类。

彩云阁 Euphorbia trigona栽培种

的人工培植标本，嫁接在麒麟角

Euphorbia neriifolia人工培植的根

砧木上的冠状、扇形或颜色变异的

春峰(帝锦)Euphorbia lactea，以及不

少于 100株且易于识别为人工培植标

本的虎刺梅(花麒麟)Euphorbia “Milii”

栽培种的人工培植标本不受《公约》条

款限制。]

开塞恩坦马里大戟 Euphorbia

capsaintemariensis

克氏大戟 Euphorbia cremersii

(包括型 viridiolia和变种 rakotozafyi)

筒叶大戟(筒叶麒麟) Euphorbia

cylindrifolia(包括亚种 tuberifera)

狄氏大戟(皱叶麒麟) Euphorbia decaryi

(包括变种 ampanihyensis,robinsonii和

spirosticha)

费氏大戟(潘郎麒麟) Euphorbia francoisii

莫氏大戟 Euphorbia moratii (包括变种

antsingiensi、bemarahensis和multiflora)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包括兰科植物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所

有种 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和三

角槟榔（三角椰）Neodypsis decaryi 的种子。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衍

生物；

e)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Opuntia仙人掌亚属Opuntia和大轮柱属Selenicereus（仙人掌科Cactaceae）

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蜡大戟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已包装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小序大戟 Euphorbia

parvicyathophora

扁枝大戟 uphorbia quartziticola

图拉大戟 Euphorbia tulearensis

福桂花科 FOUQUIERIACEAE

簇生福桂花 Fouquieria fasciculata 柱状福桂花(观峰玉)

Fouquieria columnaris普氏福桂花 Fouquieria purpusii

买麻藤科 GNETACEAE

★买麻藤 Gnetum montanum

(尼泊尔)

胡桃科 JUGLANDACEAE

枫桃 Oreomunnea

pterocarpa

樟科 LAURACEAE

玫香木 Aniba rosaeodora

豆科 LEGUMINOSAE (FABACEAE)

黑檀 Dalbergia nigra 巴西苏木 Caesalpinia

echinata
微凹黄檀 Dalbergia retusa

[危地马拉种群(危地马拉) ]高大花檀 Pericopsis elata

膜荚豆 Platymiscium

pleiostachyum

伯利兹黄檀 Dalbergia

stevensonii [危地马拉种群(危地

马拉) ]

檀香紫檀 Pterocarpus

santalinus

巴拿马天蓬树 Dipteryx

panamensis (哥斯达黎加、尼加

拉瓜)

百合科 LILIACEAE

微白芦荟 Aloe albida 芦荟属所有种 Aloe

spp.(除被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 种子（包括兰科植物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

所有种 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和

三角槟榔（三角椰）Neodypsis decaryi 的种子。

b) 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 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 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

衍生物；

e) 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 Opuntia 仙人掌亚属 Opuntia 和大轮柱属 Selenicereus（仙人掌科

Cactaceae）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 蜡大戟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已包装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1
系指其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 种子、孢子和花粉 (包括花粉块)；

b) 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 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及

d) 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其衍生物。

#12
系指其原木、锯材、饰面用单板、胶合板和香精油（不包括已包装并备零售的成品）。

#10
系指其原木、锯材和饰面用单板，包括未完工的用于制作弦乐器乐弓的木料。

# 5
系指其原木、锯材和饰面用单板。

#7
系指原木、木片、粉末和提取物。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白花芦荟(雪女王)Aloe albiflora 列入附录 I的物种；不包

括未被列入附录的芦荟

Aloe vera，亦即 Aloe

barbadensis)

阿氏芦荟 Aloe alfredii

贝氏芦荟(斑蛇龙) Aloe bakeri

美丽芦荟 Aloe bellatula

喜钙芦荟 Aloe calcairophila

扁芦荟 Aloe compressa (包括变种 var.

paucituberculata, rugosquamosa和

schistophila)

德尔斐芦荟 Aloe delphinensis

德氏芦荟 Aloe descoingsii

脆芦荟 Aloe fragilis

十二卷状芦荟(琉璃姬孔雀)

AloeHaworthioides (包括变种 var. urantiaca)

海伦芦荟 Aloe helenae

艳芦荟 Aloe laeta (包括变种 var.

maniaensis)

平列叶芦荟 Aloe parallelifolia

小芦荟 Aloe parvula

皮氏芦荟(女王锦) Aloe pillansii

多叶芦荟 Aloe polyphylla

劳氏芦荟 Aloe rauhii

索赞芦荟 Aloe suzannae

变色芦荟 Aloe versicolor

沃氏芦荟 Aloe vossii

木兰科MAGNOLIACEAE

★盖裂木Magnolia liliifera

var.obovata(尼泊尔)

楝科 MELIACEAE

墨西哥桃花心木

Swietenia humilis

香洋椿 Cedrela odorata

(哥伦比亚种群[哥伦比亚]、

危地马拉种群[危地马拉]

和秘鲁种群[秘鲁])
大叶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crophylla(新热带种



群)

系指其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孢子和花粉 (包括花粉块)；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及

d)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其衍生物。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包括兰科植物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所

有种 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和三

角槟榔（三角椰）Neodypsis decaryi 的种子。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衍

生物；

e)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Opuntia仙人掌亚属Opuntia和大轮柱属Selenicereus（仙人掌科Cactaceae）

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蜡大戟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已包装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系指其原木、锯材和饰面用单板。

系指其原木、锯材、饰面用单板和胶合板。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桃花心木 Swietenia

mahagoni

猪笼草科 NEPENTHACEAE

卡西猪笼草 Nepenthes khasiana ★猪笼草属所有种

Nepenthes spp.

(被列入附录 I的物种)

拉贾猪笼草 Nepenthes raja

兰科 ORCHIDACEAE

(对于以下被列入附录 I的所有物

种，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

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

组织培养物，仅当标本符合缔约国

大会同意的“人工繁殖” 定义时，

不受《公约》条款限制。)

★兰科所有种

ORCHIDACEAE spp.(除

被列入附录 I的物种)

马达加斯加船形兰 Aerangis ellisii

血色石斛 Dendrobium cruentum

大花蕾立兰 Laelia jongheana

浅裂蕾立兰 Laelia lobata



★兜兰属所有种 Paphiopedilum spp.

鸽兰 Peristeria elata

美洲兜兰属所有种 Phragmipedium

spp.

★云南火焰兰 Renanthera

imschootiana

列当科 OROBANCHACEAE

★肉苁蓉 Cistanche

deserticola

系指其原木、锯材和饰面用单板。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包括兰科植物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所

有种 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和三

角槟榔（三角椰）Neodypsis decaryi 的种子。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衍

生物；

e)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Opuntia仙人掌亚属Opuntia和大轮柱属Selenicereus（仙人掌科Cactaceae）

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蜡大戟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已包装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当满 a)与 b)款所述条件时，以下各属的人工培植杂交种不受《公约》条款管制：兰属 Cymbidium、石斛属

Dendrobium、蝴蝶兰属 Phalaenopsis 和万带兰属 Vanda：

a)标本易于被识别为人工培植的，且没有表现出任何采集自野外的迹象：如由于采集引起的机械损伤或严重脱

水，同一分类单元的同一批货物出现不规则生长或形状和大小不均匀，藻类或其他附生植物的组织附着在

叶片上，被昆虫或其它有害生物损害；及

b)i)如在非开花状态运输，标本必须以单独容器（如纸板箱、盒子、板条箱或集装箱内的货架）组成的货物进行

贸易，每个容器包含 20株或更多同一杂交种的 植株；每个容器类的植物必须表现出高度一致的形态和健

康状况；且货物必须附有能清楚地表明每一杂交种植株数量的文件，如发票；或

ii) 如在开花状态运输，每株标本至少带有一枚完全开放的花，不要求每批货物的最低标本数量，但

标本必须经过以商业零售为目的的专业包装处理，例如用印制好的标签进行标记，或用印制的包装材料进

行包装，标明杂交种的名称和最终加工国。该标签或包装必须清晰可见且易于查证。

不能清楚地符合上述豁免条件的植株必须具备适当的《公约》文件。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棕榈科 PALMAE(ARECACEAE)

拟散尾葵

Chrysalidocarpus decipiens

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狐猴葵 Lemurophoenix halleuxii

达氏仙茅棕(玛瑙椰子)

Marojejya darianii



三角槟榔(三角椰) Neodypsis

decaryi

繁序雷文葵 Ravenea louvelii

河岸雷文葵(国王椰子)

Ravenea rivularis

林扇葵 Satranala ecussilvae

长苞椰 Voanioala gerardii

罂粟科 PAPAVERACEAE

尼泊尔绿绒蒿 Meconopsis

regia(尼泊尔)

西番莲科 PASSIFLORACEAE

鳄鱼蔓 Adenia olaboensis
松科 PINACEAE

危地马拉冷杉Abies

guatemalensis

罗汉松科 PODOCARPACEAE

弯叶罗汉松 Podocarpus ★百日青 Podocarpus neriifolius

(尼泊尔)
parlatorei

马齿苋科 PORTULACACEAE

回欢草属所有 Anacampseros

spp.

阿旺尼亚草属所有种 Avonia

spp.

锯齿离子苋 Lewisia serrata

报春花科 PRIMULACEAE

仙客来属所有种 Cyclamen spp.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包括兰科植物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所

有种 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和三

角槟榔（三角椰）Neodypsis decaryi 的种子。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衍生

物；

e)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Opuntia仙人掌亚属Opuntia和大轮柱属Selenicereus（仙人掌科Cactaceae）

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蜡大戟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已包装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系指其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孢子和花粉 (包括花粉块)；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及

d)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其衍生物。

伊朗仙客来(Cyclamen persicum) 栽培种的人工培植标本不受《公约》条款限制，但休眠块茎的贸易除

外。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毛茛科 RANUNCULACEAE

春福寿草 Adonis vernalis

白毛茛 Hydrastis canadensis

蔷薇科 ROSACEAE

非洲李 Prunus africana

茜草科 RUBIACEAE

巴尔米木 Balmea stormiae

瓶子草科 SARRACENIACEAE

山地瓶子草 Sarracenia

oreophila
瓶子草属所有种 Sarracenia

spp.(除被列入附录 I的物种)
阿拉巴马瓶子草 Sarracenia

Rubra ssp. alabamensis

琼斯瓶子草 Sarracenia rubra

ssp. jonesii

玄参科 SCROPHULARIACEAE

库洛胡黄连 Picrorhiza kurrooa

(不包括胡黄连 Picrorhiza

scrophulariiflora)

蕨苏铁科 STANGERIACEAE

蕨苏铁 Stangeria eriopus 波温铁属所有种 Bowenia spp.

紫杉科 TAXACEAE

★红豆杉 Taxus chinensis和本

种的种内分类单元

★东北红豆杉 Taxus cuspidata

和本种的种内分类单元

★喜马拉雅密叶红豆杉 Taxus

fuana和本种的种内分类单元

苏门答腊红豆杉 Taxus

sumatrana和本种的种内分类

单元

★喜马拉雅红豆杉 Taxus

wallichiana

瑞香科 THYMELAEACEAE (Aquilariaceae)

★沉香属所有种 Aquilaria spp.

系指其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和花粉；及



b)包装好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系指其地下部分（即根、根状茎）：整体、部分和粉末。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包括兰科植物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所

有种 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和三

角槟榔（三角椰）Neodypsis decaryi 的种子。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

衍生物；

e)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Opuntia仙人掌亚属Opuntia和大轮柱属Selenicereus（仙人掌科Cactaceae）

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蜡大戟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已包装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人工培植的东北红豆杉 Taxus cuspidata 杂交种或栽培种，活体，如果被放置于罐子或其他小型容器中，且

每一货件都附有一份标签或文件，注明分类单元的名称及“artificially propagated”字样，则不受公约条

款管制。

附录 I 附录 II 附录 III

棱柱木属所有种Gonystylus spp.

拟沉香属所有种 Gyrinops spp.
水青树科 TROCHODENDRACEAE (Tetracentraceae)

★水青树 Tetracentron
sinense(尼泊尔)

败酱科 VALERIANACEAE

★匙叶甘松 Nardostachys

grandiflora

葡萄科 VITACEAE

象足葡萄瓮 Cyphostemma

elephantopus

蒙氏葡萄瓮 Cyphostemma

montagnacii

百岁叶科 WELWITSCHIACEAE

百岁叶 Welwitschia mirabilis

泽米科 ZAMIACEAE

角状泽米属所有种

Ceratozamia spp.

泽米科所有种 ZAMIACEAE

spp.(除被列入附录 I的物种)

哥伦比亚苏铁属所有种 Chigua

spp.

非州苏铁属所有种

Encephalartos spp.

小苏铁 Microcycas calocoma

姜科 ZINGIBERACEAE

菲律宾姜花 Hedychium



philippinense

蒺藜科 ZYGOPHYLLACEAE

南美蒺藜木(玉檀木) Bulnesia

sarmientoi

愈疮木属所有种Guaiacum spp.

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包括兰科植物的种荚），孢子和花粉（包括花粉块）。这项豁免不适用于从墨西哥出口的仙人掌科所

有种 Cactaceae spp.的种子，以及从马达加斯加出口的马岛葵 Beccariophoenix madagascariensis 和三

角槟榔（三角椰）Neodypsis decaryi 的种子。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

d)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兰科 Orchidaceae）和仙人掌科 Cactaceae植物的果实、部分及衍

生物；

e)移植的或人工培植的仙人掌属Opuntia仙人掌亚属Opuntia和大轮柱属Selenicereus（仙人掌科Cactaceae）

植物的茎、花及部分和衍生物。

f)蜡大戟 Euphorbia antisyphilitica 的包装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系指其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孢子和花粉 (包括花粉块)；

b)离体培养的、置于固体或液体介质中、以无菌容器运输的幼苗或组织培养物；

c)人工培植植物的切花；及

d)人工培植的香果兰属 Vanilla 植物的果实、部分及其衍生物。

系指其所有部分和衍生物，但下列者除外：

a)种子和花粉；及

b)包装好并可直接用于零售的制成品。

系指其原木、锯材、饰面用单板、胶合板、粉末和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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