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止北极熊
国际商业贸易
刻不容缓

危 在 旦 夕



“北极熊是珍稀动物，可不是什
么地方都有出售，只有在加拿大
能买到”。

—— 徐志庆（音译）在2012年1月加拿大的
一场拍卖会上买到了两张北极熊皮，做为礼
物运往中国。

2001至2010的10年间，以各种目的

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北极熊共计

32,350只，其中包括活熊和熊各个部位

的标本及制成品。

尽
管全球气候变化，有毒污染物蔓延，

油气开发所带来的各种生存压力已经

威胁到北极熊的生存及其栖息地，但

每年仍旧有数以百计的北极熊被杀害，并在国际

市场上出售这些北极熊的皮毛和制品。在《国际

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公约》（CITES）框架下，

美国得到俄罗斯等国家的支持，提出禁止北极熊

国际商业贸易。2013年3月，CITES缔约方大会将

在泰国举行，北极熊的命运就掌握在176位缔约

国的与会代表手中。在大会上各缔约方应当确保

全面禁止所有北极熊的商业贸易，以消除人类给

北极熊带来的致命威胁。

32,350



贸易正威胁
北极熊的生存

加拿大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狩猎北极熊并进行北极熊国际商业贸易的

国家。2012年的北极熊皮拍卖会上，拍出了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价和最

大成交量。

北极熊的售价和交易量在上升，加上有证据显示，加拿大（作为仅有的

五个发现北极熊的国家之一）的北极熊数量在下降，这些现状是惊人

的。事实上，上升的交易量和加拿大不可持续的收获，是俄罗斯承诺支

持美国关于《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公约》提议的原因。

已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加拿大的北极熊种群数量
正急剧减少

北极熊面对栖息地严重破坏的困境，已经在生

存线上挣扎，而不断发生的猎杀给数量已急

剧减少的北极熊种群造成更大的威胁。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IUCN）北极熊专家组发现，

加拿大全部13个北极熊种群中，超过半数的种

群数量有不同程度的减少。3个种群数量相对

稳定，2个种群缺乏足够的数据判断其数量变

化，而唯一一个数量有所增长的种群，其数量

仅占加拿大北极熊总数的2%，这主要得益于

过去当地因过度猎杀，而被迫削减狩猎限额。

“突然之间，猎户们听说‘有人
在我们狩猎前就预付钱’！”

—— 加拿大努纳武特自治区野生动物管理
负责人Drikus Gissing 说。

加拿大的北极熊狩猎限额
正呈爆炸式增长

也许在过去，加拿大的北极熊种群数量还能够

得到良好的管理，但现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北极熊专家组得出科学结论：加拿

大全部13个北极熊种群中，超过半数的种群数

量均在减少，并且在未来继续减少的风险极

高。只有唯一一个种群数量有所回升，还是由

于过去过度猎杀，减少了狩猎限额后慢慢恢复

的。加拿大努纳武特自治区的巴芬湾种群、凯

恩湾种群等5个北极熊种群在过去15年间都没

有做过种群数量调查。

然而，现在加拿大的狩猎额度却在不断飞升。

2011年，不顾联邦政府和IUCN北极熊专家组

的强烈反对，努纳武特自治区将西赫德森湾种

群的狩猎限额抬升了三倍。专家们此前已明

确表示：“即使执行之前的限额也是不可持

续的，如果还要增加狩猎，只能让情况更加恶

化。”2012年努纳武特自治区再次提出，将该

种群2012-2013狩猎季的限额再提升12%，该

提议也再次遭到了IUCN北极熊专家组的强烈

反对。

北极熊捕杀与熊皮的
市场需求的关联性日渐明显

不断上升的北极熊捕杀限额，涸泽而渔的捕杀

行为，与国际市场上对熊皮的需求增长不无联

系。过去5年间拍卖市场上的熊皮供应量从40

张猛增至150张，翻了3倍之多。而同期的熊皮

拍卖价格也从2,097美元/张飞涨至5,211美元/

张，翻了两倍多，年度最高拍卖价也从2007年

的6,100美元/张升至2012年的12,514美元/张。

伊努朱瓦克区疯狂的猎杀行为也始于一位卖家

来到当地，宣称要为购买熊皮预付丰厚的定

金。

目前全球北极熊种群数量
总计20,000-25,000只。

20,000-
25,000

15,000
其中15,000只生活在加拿大，这也是
全世界唯一一个允许猎杀北极熊并进
行熊皮和熊制品国际贸易的国家。

2007年
至2012年间，
拍卖行的北极熊的
熊皮供应量

增长了

375%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北极熊皮毛价格攀升，直

接导致北极熊的过度捕杀，至少在魁北克省是

这样的。魁北克竟然至今尚未设置捕杀限额。

2011年以前，每年的平均捕杀量也就是四头左

右。而就在2011年那一年，来自魁北克北部的

伊努朱瓦克区竟捕杀了70多头北极熊！这是过

去多年来，捕杀数量最急速的攀升，对于南赫

德森湾北极熊种群也是极为不可持续的，而该

种群由于面临气候变化的严重威胁，已经令科

学家们十分担忧。此后，虽然捕杀限额制度初

步建立，但距离可持续猎杀的水平还相去甚

远。



2005年，IUCN将北极熊从“无危”（Least Concern）划归到了最受威胁的类别，即“易危”
（Vulnerable）。2008年，该联盟确认了这一状态，但是自从那时起，北极熊并没有再次得到评
估。该联盟的北极熊专家组（PBSG）总结称，在100年内北极熊可能会从现有的大部分活动区域
内消失。

2007年9月，美国地质调查局发布了一份报

告，这份报告是由一队领先的北极熊与气候

科学家研究撰写的，这些科学家有的来自美国

和加拿大政府，有的来自私人部门，还有的来

自学术界。这份报告总结称全球三分之二的北

极熊将会在2050年绝种，并且，到本世纪末，

只有生活在加拿大中部的一小部分或能继续存

活。

两个月后，阿尔伯塔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如

果猎人们猎杀过多的雄性北极熊，整个种群的

数量可能会骤然锐减。根据这项研究，捕猎活

动已经打破了某些加拿大北极熊的种群数量平

衡。现有的加拿大野生动物管理政策鼓励猎人

们猎杀雄熊，以此来保护雌熊，然而雌熊却更

难寻找到配偶了。

根据《美国濒临灭绝物种保护法》，美国已经

将北极熊列为濒危物种，援引了作为栖息地的

海冰融化而导致物种最终灭绝的风险。每当春

季和初夏，北极熊会倚赖海冰来定位并捕捉海

豹，这是北极熊至关重要的食物来源。北极熊

同样需要海冰来迁徙，寻找配偶，有时候甚至

利用海冰挖洞产仔。

然而因为气候变化，海冰正年复一年地早融

化、晚结冰。这意味着北极熊要忍受更长时间

的饥饿，使得他们体重锐减、体质骤降，繁衍

后代变得越加困难，也更难在下一个夏季存活

下来。不断缩小的海冰，加上北冰洋日渐频繁

的人类活动，还意味饥肠辘辘的北极熊只能长

时间呆在陆地上，加大了和人类发生冲突的可

能性。随着事态不断恶化，许多北极熊面临着

严峻的生存挑战。

除了气候变化，北极熊面临的另一个威胁是北

冰洋不断扩张的工业活动，包括油气开采，这

让北极熊所剩无几的、脆弱无比的栖息环境愈

加恶化，这还带来了溢油风险——因为现在还

没有经过测验的可以应对冰区溢油的技术。北

极熊被暴露在毒性化学物中，例如水银和持久

性有机污染物。这些物质被北极熊大量吸收，

造成其内部器官损伤，并且影响生殖繁衍的能

力。

美国地质调查局称：
至2050年，我们将会失去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北极熊

误区与事实：
加拿大北极熊的真实现状

错 误 加拿大的北极熊数量一直很稳定，并且略微增长。

正 确 根据IUCN北极熊专家组的信息来源，该组织由世界最权威的北极熊专家组

成。加拿大的北极熊被划分为13个管理种群，超过一半种群的北极熊数量正

在缩减。其中只有3个种群的北极熊数量是稳定的。另外两个种群的数据不全。只有一个种

群的北极熊数量在增长，其数量仅占全加拿大北极熊总数的2%。主要原因是过度捕猎导致

的狩猎限额缩减。

错 误
加拿大的狩猎限额不是由市场需求决定的，而是基于环保、科学，以及维持

原住民生计需要的原则。

正 确 在加拿大北极熊狩猎限额由省级或区级野生动物管理委员会设定。虽然这些

委员会在设定限额时考虑到专家和学者的建议，但是他们所设定的限额不受

专家和学者建议的约束，而可能会受其他因素影响而调整。因此，每一个北极熊种群的狩猎

限额都远高于专家和学者的科学建议。在去年一年时间里600只北极熊被猎杀，其身体不同

部位有一半以上被卖到了国际市场。

错 误
加拿大正在实施国际和本国范围内的保护北极熊行动，包括对北极熊管理、

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和各种综合调查研究。

正 确
加拿大加入了1973年的《北极熊保护协定》。但是在加拿大对北极熊限额的

管理规定中，允许所设定的捕猎数量高于科学家所建议的数量，这违背了北

极熊保护协定。该协定第二条规定“各协约方…应当管理北极熊种群，管理措施应当起到切

实的保护作用，并且管理措施应当基于可获得的最优科学数据。”此外，加拿大独特的联邦

架构及其与原民族签订的土地权利，赋予了当地的野生动物管理委员会最终裁定权——即设

定的狩猎限额超出维持种群持续的水平时，联邦政府没有否决权。

错 误
虽然因为气候变化使北极熊可能面临生存环境的挑战，《国际濒临绝种动植

物贸易公约》(CITES)无法阻挡气候变化对这些物种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北极熊面临的最大威胁，然而国际贸易、体育运动和作为生计的

捕猎活动已经对北极熊构成了第二大致命威胁，每年600只北极熊因此死亡。

保护生物学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如果要帮助一个受气候变化威胁的物种，必须降低威胁其

生存的其他压力源，例如不可持续的、不以生计为目的的捕猎。目前，加拿大的相关的管

理者忽略了这个现实。

“四年前，我们只需支付一千美元便
能买到一只7英尺身长的北极熊，我们
算是很幸运的。现在，一只7英尺身长
的北极熊，可以卖到出3,500至4,000美
元。”

—— 弗兰克·波齐亚克，因纽特人猎物委员会主

席，该委员会位于加拿大西北部。

“在过去，粗制且未经加工的北极熊
皮的价值很少能超过5,000美元——要
比这个价格要低得多，而且不会再高
了。最近两年，它们的价格上涨了超过
200%。”

—— 戴格·拉尔森，多伦多人皮草经纪人，与希

腊、俄罗斯和挪威的客户有商业合作。

在《国际濒临绝种动植物贸易公
约》(CITES)下减少国际商业贸
易的建议，不会对原住民以生计
为目的的捕猎产生影响

几个世纪以来，住在北冰洋地区的当地居民一直

都在捕猎北极熊，以获取其毛皮和肉。将北极熊

列入《国际濒临绝种动植物贸易公约》(CITES) 

附录一，并不会影响当地居民继续以狩猎北极熊

为生计的生活方式，只会阻止北极熊及其制品在

国际市场上的商业贸易活动。这种国际商业贸易

活动具有不可持续性。将北极熊列入该公约附录

一亦不会阻止加拿大国民或外籍人士进行捕猎活

动。首先，该公约只是管理限制此类国际贸易，

因此，如果北极熊作为猎物并留在加拿大境内，

将不受该公约影响。第二，该公约并不禁止非商

业属性的国际交易，例如只是将猎物从加拿大转

移到其他国家。

科学家们认同
北极熊正面对
濒临灭绝的威胁

正 确



紧急呼吁采取行动
国际濒临绝种动植物贸易公约缔约方
需加入俄罗斯和美国，保护北极熊

美国和俄罗斯已共同提出将北极熊从公约附录

二转移到附录一的提议，以此来完善北极熊保

护体制，避免国际商业贸易。然而，这个提议

需要在2013年3月该公约大会上得到所有缔约

方三分之二的票数才能通过。该公约缔约方必

须挺身表达他们的顾虑，以此来保护全世界的

北极熊。

欧盟已经认识到，在2008年禁止进口加拿大凯

恩盆地和巴芬群岛北极熊种群时，一些加拿大

狩猎变得不可持续。今天，只有一个欧盟成员

国——丹麦（格陵兰）有北极熊存在。在格陵

兰，虽然以生计为目的利用北极熊是被允许

的，但格陵兰主动禁止了将北极熊出口到国际

市场上进行商业贸易。同样，将北极熊转移到

该公约附录一不会对欧盟国家管理北极熊产生

很大影响，因而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国家不会

支持这样一项重要提议。因为这种转移不会禁

止北极熊捕猎，亦不会禁止猎物的跨国转移，

而仅仅是要求进口国家鉴别出捕猎活动是否是

在一种对环境负责的方式下进行，当然猎人们

也应当对这事关重大的附录一名单表示支持。

总而言之，不论是加拿大还是其它地方，这种

转移不会影响到当地居民以生计为目的的捕

猎，所以该公约将北极熊列入附录一不会对这

种传统的北极熊利用方式产生任何影响。

“相比位于加拿大或格陵兰的北极熊

来说，位于俄罗斯的北极熊情况更

糟，因为在我们的水域上，浮冰的缩

减速度更快。最佳的栖息地正在迅速

地消失。情况极端危急。”

—— 尼基塔·奥亚尼科夫，俄罗斯弗兰格尔

岛北极熊保护区副主任，该保护区位于阿拉斯

加西北部楚科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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