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終止野生動植物罪行」國際倡議組織

常見問題 – 全球野生動植物罪行協議

「就其本質而言，改革可能會遭到現在擁有利益的人的反對，但是社會應

以廣泛公共利益為由而克服該反對之聲。」

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全球評估報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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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背景

為應對全球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危機以及預防今後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

病，「終止野生動植物罪行」國際倡議組織（簡稱「本組織」）正在推行兩項相互關聯 但非

相互依存的目標：

1. 制定關於野生動植物罪行的新全球協議 – 通過《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

約》（UNTOC）第四項有關野生動植物罪行的議定書； 以及

2. 修改現有的國際野生動植物貿易法，將公共衛生和動物健康納入決策程序 – 修

訂《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在決策過程中納入公共衛 生和

動物健康標準（「健康一體」的方案）。

本組織將這兩項目標視為改革的關鍵部分，以擺脫常態。這來自於 IPBES《全球評估報

告 2019》、IPBES《大流行疾病報告 2020》、《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第五版 《全球生物

多樣性展望》報告和世界自然基金會《地球生命力報告 2020》。這些常見 問題適用於本

組織的第一項目標。

議定書草案將嚴重野生動植物罪行納入國際刑法框架，為打擊此類罪行邁出重要的一

步。 這表示締約方將明確承認這些罪行毀滅性的規模、性質和後果，和有必要加大合

作力度，以預防和打擊此類活動，並為各國提供實行的渠道。如果獲得通過，該議定 書

將為我們和下一代提供終結野生動植物罪行的最佳機會，從而有助於防止未來與野 生

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病，以及與之相關並具破壞性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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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

本文通過直接回答相關人士提出的問題，詳細闡述本組織第二份摘文中提及的意向，

即「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擬議議定書的形式及內容」。本組織感激提問者，並歡迎進 一

步的提問和對話（info@endwildlifecrime.org）。

常見問題 #1 - #9 已在2020年11月發佈在我們的網頁，#10 - #16亦已在2021年7月發

佈。

「當前的大流行疾病為全球社會提供了獨特的機會，作出改革。」

《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樣性展望》報告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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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野生動植物罪行的國際協議的問題

通過《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四項有關野生動植物罪行的議定書

1:《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四項議定書的建議是否已被詳細列出？

是的。本組織獲得了指導小組在技術和法律方面的幫助，以及國際律師事務所 Arnold

＆Porter 的無償支援和一眾獨立審查員的建議，並發佈了一份題為「非法販運野生動植

物 擬議議定書的形式及內容」的摘文。該摘文已上載於此處（及正被翻譯成多種其他語

言）。新聞稿亦已上載於該處，以便提供更詳細的背景資料。

2: 新協議的談判過程是否困難且耗時？

是的。新國際協議的建立過程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正如其他有關生物多樣性、氣

候變化、臭氧層破洞、跨國性罪行和貪污的協議的談判過程。但這是錯誤的問題。 問題

應該著重於這些改革是否必要，以預防未來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病，並終止嚴

重的野生動植物罪行。 如果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那麼努力也是值得付出 的。

與這些罪行的災難性的影響相比，談判和通過議定書以終止野生動植物罪行並防止未

來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病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相形見拙（請參見常見問題第

3 條）。 此外，從歷史可見，國際談判只要具政治意願，就能迅速進行。 2019 冠狀病毒

病開始後的社會，有明確的政治意願以防止未來的大流行疾病。我們蒐集了關於（合

法、不受管制和非法的）野生動植物貿易與人畜共患疾病之間聯繫的科學報告， 並意

識到需要擺脫常態。

3: 就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國家經濟帶來的壓力而言，野生動植物罪行改革現在是否應
作為各國的優先事項？

我們目前的社會體系不能夠阻止下一次的大流行疾病。事實上，它有可能在增加我們

患上人畜共患疾病的風險，而這些改革有助於避免將來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

病。 因此，努力是值得付出的，以確保我們有能力預防未來的流行病，從而避免與之相

關的破壞性的社會、環境和經濟影響。

《科學》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案例，內容提及到針對應付野生動植物貿易的問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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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未來的大流行疾病的投資；其標題為「預防大流行疾病的生態學和經濟學」。 該文

章解釋了此類投資的多重好處，並表明與大流行疾病帶來的經濟影響相比，這些措施

的成本相形見拙。

此外，在 2019 年，世界銀行對這些罪行的價值進行了評估，包括了被販運的所有野 生

動植物物種（包括魚類和樹木品種）。 就對生態系統的影響而言，包括其固碳能 力、政

府收入損失和違禁品自身的價值，這數字達到每年 1-2 萬億美元。 因此，這些 罪行嚴

重影響著各國實現《巴黎協定》、目前（以及未來）的全球生物多樣性目標以 及可持續發

展目標的能力。

鑑於野生動植物罪行給人類、地球和我們的健康帶來的巨大影響，我們有需要進行大

膽和必要的改革。 我們必須為下一代提供一個適用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結束後的世界

的體系。該系統應有助於確保地球健康繁榮，為我們避免未來的大流行疾病，同時終

止這些罪行以及其對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的嚴重影響。

4: 將擬議的議定書的範圍擴大到涵蓋所有的環境罪行會更好嗎？

本組織不認為這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兩者應該同時存在。 本組織對透過《聯合國

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第十屆締約方會議（CoP10）通過的「預防和打擊影響環境並

屬於《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範圍的罪行」決議，以表達對「環境罪行」的關注

表示歡迎，並認識到需加大力度處理所有對環境具影響的罪行的重要性。

「環境罪行」的範圍廣泛，包括販運危險廢物、礦物質、魚類和木材。但是，就其定義的

範疇而言，社會尚沒有任何共識，各方仍在致力推進這方面的工作。解決野生動植物罪

行以及更廣泛的「環境罪行」的工作可以–並應該–同時進行。它們的策略可能略有不同

，但應相輔相成，兩者都不能阻止彼此的發展。

本組織對野生動植物的定義涵蓋所有野生動物和植物，包括魚類和樹木品種；議定書

草案亦涵蓋林業和漁業罪行。我們對野生動植物罪行具充分理解，並認為此類罪行是

「環境犯罪」中最具破壞性的。

聯合國大會曾於三項決議（2015 年首次通過，2017 年和 2019 年採納後續決議）中 處

理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的問題。 2019 年，聯合國大會鼓勵「成員國採取有效措 施，預

5



防和打擊危害環境、保育和生物多樣性的嚴重罪行，例如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及其產

品，包括列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的動植物，以及偷獵」。

今天，政治家、私營機構和民間社會對野生動植物貿易、市場、消費與大流行疾病的 關

係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包括那些源於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的關係（及其後果–請參見

常見問題第 3 條）。

現在是時候採納一項新的國際協議，打擊此類嚴重罪行。 野生動植物罪行的議定書

（包括漁業和林業罪行）的採納將會是一個歷史性時刻：國際刑法將首次納入此類性質

的環境罪行。這將表明各國已認識到有必要加大合作力度，以預防和打擊野生動植物

罪行，為此提供有力的手段，並為下一代留下豐富的遺產。

5: 既然我們知道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人類及動物健康風險不僅來自於非法活動，也不
僅來自於野生動物，為甚麼我們還要關注野生動植物罪行？

沒有任何一項措施能夠完全解決野生動植物（或圈養或馴養的動物）對公共衛生和動

物健康造成的複雜風險。預防未來的大流行疾病將需要一系列的補充措施。

我們現有的體系無法阻止下一次與野生動植物相關的大流行疾病。 事實上，這體系可

能在增加我們患上人畜共患疾病的風險。 「終止野生動植物罪行」國際倡議組織著重應

對野生動植物貿易（不論是合法、非法還是不受管制的）以及普遍的野生動植物罪行為

公共衛生和動物健康帶來的風險。 本組織將補充並加強為預防未來與野生動植物相關

的大流行疾病而採取的其他措施。

6: 為甚麼《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是達成新的國際協議的最佳方案？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是打擊跨國有組織罪行的主要國際文書。《公 約》

有 190 個締約方，其監護為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毒品和 犯罪問

題辦公室亦為《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作監護，並負責召集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委員會以

及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會。該公約著重召集國際社會，以採取行動預防和打擊跨國

罪行。

2019 年，聯合國大會呼籲成員國根據《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將非法 販

運受保護的野生動植物物種以及其他影響環境的罪行（例如販運木材）列為嚴重罪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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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野生動植物罪行尚未被納入《公約》的正式法律框架；值得注意的是， 其他嚴重的

跨國有組織罪行，如販運人口，偷運移民以及非法製造和販運槍支的罪行 已獲納入該

框架。

擬議的議定書草案將自動啟動《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所有可應用的工

具。除此之外，議定書草案將：

● 為可定罪的行為定義，即議定書締約方將同意通過立法，根據相關國際協議或

國內或國外法律，將非法販運任何活生或已死亡的野生動植物或其部分定為刑

事罪行；

● 適用於受國際法或任何國家法律保護的任何野生動植物物種，包括魚類和木 材

，並涉及收穫、獲取、擁有、進出口或從公海引進的被販運的野生動植物 ;

● 任何野生動植物或野生動植物產品的進口，如果其採購是違反來源國的國家法

律，則構成犯罪–這顯示國家相互尊重及遵守彼此的法律；

● 承諾防止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例如提高公眾對這些罪行的認識和減少需求，

及分享信息，例如關於非法販運網絡團體的隱藏方法、運輸路線以及法證的信

息；以及

● 應對違禁品攜帶者的作用和責任、文件的核實以及培訓和技術援助。

議定書草案將為打擊這些嚴重罪行邁出重要的一步。議定書將把它們納入其所屬的國

際刑法框架。 這將表明締約方明確承認此類罪行的毀滅性規模、性質和後果，和有需

要擴大預防和打擊這類罪行的合作力度，並為各國提供相關支援。

7: 問題是否在於各國的刑事司法能力不足和成功起訴率低？ 這不是我們應該集中精
力 進行執法工作的方面嗎？

執行國際協議是一項挑戰，涉及有關生物多樣性的公約、氣候變化、貪污及跨國罪 行。

但是，通過協議成立的國際框架能最有效地推進需要跨界應對的問題。這不是一 個「非

此即彼」的問題；兩者應該同時存在。我們需要彌補國際法律框架中的漏洞，

同時提高國家執法能力。新的國際協議的通過，將載有預防和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的

具體承諾，並為提高執法能力爭取更多政治關注和推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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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織提倡立即擴大合作和全球執法力度，包括通過打擊野生動物犯罪國際聯盟 （

ICCWC）來應對現有的非法活動，同時採取措施對國際法律框架進行必要的修改。

國際協議是國家計劃、立法和行動的催化劑。《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於

1970 年代初獲建立時，幾乎沒有相關的國家立法。《公約》為全球立法和實踐提供了基

礎。1992 年的《生物多樣性公約》促使了各締約方通過了《國家生物多樣性戰略和行動

計劃》，2015 年的《巴黎協定》亦促使各締約方提交了國家自主貢獻的詳細計劃。 我們

相信一項關於野生動植物罪行的協議亦將在國家層面上產生類似的積極效應，有助加

強跨界合作。

最後，紐約和維也納的外交官正在進行的談判不會從國家執法工作中奪走資源。 這是

一個「非此即彼」的事項。 基於上述原因，成功的談判將為國家執行機關提供更多資源

，有助國家達成新協議的國際承諾。

8: 這可能性不是於 2014 年《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締約方會議上非正式 討
論過嗎？

是的，締約方曾於 2014 年進行了非正式討論，但當時仍未發生 2019 冠狀病毒病， 其

後亦有一系列概述這些罪行的真實規模、性質和後果的國際報告。 從前被認為足夠 的

解決方案現在顯然不足。 我們必須為不同時代訂立適切的解決方案。

2020 年的 2019 冠狀病毒病提醒了我們從野生動物蔓延到人類的疾病（包括與非法貿

易相關）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在疫情發生之前，我們並沒有如此深入地分析我們的

自然系統的脆弱性，以及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的真實規模、影響和後果。近年，研究人

員發佈了一系列的重要報告，包括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UNODC) 於 2016 年和

2020 年發佈的《世界野生動物犯罪報告》、世界銀行於 2019 年發佈的《非法伐木、 捕

魚和野生動植物貿易：成本及其應對方案》、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 學政

策平台（IPBES）於 2019 年發佈的《全球評估報告》、世界自然基金會 (WWF)  於 2020

年發佈的《地球生命力報告》、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政府間科學政策平台（IPBES

）的《大流行疾病報告》和《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於 2020 年發佈的 《全球生物多樣性

展望》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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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適用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結束後的世界的措施–足以反映這些嚴重罪行的規

模、性質和後果的措施。

9: 引入，通過和批准第四項議定書的程序是甚麼？

議定書的談判將由國家進行。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在第 37 條中規定，

《公約》可以一項或多項議定書加以補充，但沒有具體說明如何制定和通過這些 議定

書。《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目前有三項議定書，涉及人口販運、偷 運移民

以及非法製造和販運槍支。 這些議定書的談判是在聯合國的主持下進行的，案文完成

後，由聯合國大會通過並開放供簽署。 我們預料類似的過程將適用於任何其他議定

書。

目前，國家可以採取各種途徑，明確表示支持制定該議定書，包括就其形式和內容提

出意見。我們預料議案的談判將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或位於維也納的聯合國毒品和

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的總部舉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為《聯合國 打擊

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監護，發揮著重要的行政作用）。

就正式過程的下一步而言，各國將尋求聯合國大會的談判授權，並可能要求成立一個

不限成員名額的政府間特設委員會，以擬定議定書的全文。如果在聯合國的推動下談

判順利進行，成功制定新的野生動植物罪行議定書，聯合國大會將審查並通過該案 文

，然後開放供簽署。

擬議的議定書草案的第 14 條規定，該案文獲得批准後，將於聯合國大會通過後的第

30 天開始，在位於紐約的聯合國總部開放供簽署，直至另行商議的日期。正如其他 《聯

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的議定書，擬議的議定書草案也需要得到批准、 接受或

核准（這些都是國家加入條約的方式）。批准書、接受書或核准書將交存聯合 國秘書

長。

擬議的議定書草案的第 15 條規定，該議定書應在第四十份批准書、接受書、核准書 或

加入書交存之日後的第九十天生效。現有的三項議定書也採納相同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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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擬議的議定書與將生態滅絕列為國際罪行的提議有何不同？

擬議的議定書與將生態滅絕列為國際罪行的提議並無關係。後者尋求加入到《羅馬規

約》衍生的國際刑事法院（ICC）中第五項新罪行。荷蘭組織停止生態滅絕基金會最近召

集了國際律師專家小組，並提議了對生態滅絕罪的定義。

國際刑事法院（ICC）/《羅馬規約》提案有別於擬議的議定書原本的倡議。 擬議的議定書

由國際協議提出，它會列出約定條件，義務地預防和打擊野生動植物的非法販運，然後

於國家法律中得以表露，再由國家法院單獨執行。 國際刑事法院（ICC）對擬議的議定書

不會具有管轄權。

常見問題第4條所述：「將擬議的議定書的範圍擴大到涵蓋所有的環境罪行會更好嗎？」

自發佈問題以來，法國於第30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員會提交並通過了《預防

和打擊影響環境的罪行》。

11: 新的議定書會否自動成為國家法律的一部分？

國際法由各個國家制定。 若各國需就新議定書進行談判，《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

公約》 (UNTOC) 中任何國家都可以成為議定書的締約方並參與討論。 成為締約方的國

家將有法律義務根據議定書立法。 議定書不會「自動執行」，意味著每個國家都需要通過

並立法履行議定書的要求。

就如《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般，新的議定書會跟大多數公約一

樣。《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有 183 個締約方，締約國需要靠自己

國家立法來履行公約下的義務。 CITES 秘書處則負責管理國家立法項目，監測締約國

立法進展，從而符合公約要求。

12: 國際間不就已經為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許下承諾了嗎？

自2015 年起，聯合國大會 (UNGA)通過一系列不具約束力的決議，致力打擊非法野生

動植物販運、管制各種會議的成果以及一些區域戰略（如簡報和常見問題中所述）。 儘管

這些決議、事件和戰略不具法律約束力，上述加強了社會對罪行規模、性質和後果的認

識，並提高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層面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的作用。

成立國際打擊野生動植物犯罪聯盟（ICCWC）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該聯盟在沒有任何資

源下於 2010 年成立。10 年間，它獲得聯合國大會多項決議的認可和 2000 萬美元的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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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以支持各國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

然而，大多數決議、事件和戰略討論的物種僅限於《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CITES）列明的物種。正如聯合國2020年《全球野生物種犯罪報告》所指出，野生動植物

罪行亦包括「數以百萬計於國際間被非法採伐和交易，就如很多木材和魚類販運一樣，

卻未被 CITES 列入名單的物種。」

雖然這些多樣化的措施各有價值，它們缺乏制度化的手段以跟進不具約束力的臨時決

議、承諾或程序，並讓各國將上述視為不具法律約束力的義務。 新的議定書明顯有別於

與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會議成果或戰略。 倘若議定書生效，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條約將需

要經過一場持續而正式的審查機制，並由《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UNTOC）

的締約國進行審查。

我們在這倡議與許多其他措施中取得了進展，但這並不足夠。 鑑於我們現時對嚴重罪

行的規模、性質與重大後果的認知，現正適宜採取行動，以凝聚我們之間的力量，結束

這些嚴重罪行。

13: 國際法不是沒有兌現承諾嗎？ 擬議的議定書將如何提供協助？

與其他法律一樣，執行野生動植物法是一項國家責任。 完全有效的野生動植物法需要一

個良好的司法系統，就如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UNODC) 發佈並承認《野生動

物犯罪分析工具箱》一樣。 嚴重的野生動植物罪行屬跨國性質，有效的執法仍需依靠緊

密的國際合作。

就第四項議定書的好處提出的疑問，可同樣應用於《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

(UNTOC) 及其三項現有的議定書、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UNCAC)，以及更廣泛的，包括

有關生物多樣性和氣候變化的，國際法。

「終⽌野⽣動植物罪⾏」國際倡議組織承認國際法的缺失，但我們堅信多邊主義的重要

性，透過各國在處理跨境問題，如人口販運、移民走私、野生動物販運，以及生物多樣性

喪失和氣候變化方面，實現共同合作最大化並從中獲利。國際協議更可成為國家計劃、

立法和行動的催化劑。 各國之間現時存在一定的緊張局勢，同樣重要的是，各國需要繼

續凝聚力量，加強國際合作，在共同關心的問題上尋找方案。

我們的倡議特意專注於國際法改革，但如常見問題第7條中所述，倡議亦完全認同加強

國家執法能力的必要性。 本組織認為野生動植物罪行的協議將在國家層面上產生正面

的連帶效應，並加強跨境合作，同時不會佔用國家執法工作的現有資源，正如我們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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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際協議中看到一樣。

我們的倡議有可能成為第一份於國際間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並為非法販運野生動

植物達成統一定義。 與《打擊人口販運議定書》一樣，統一定義能銜接各國確立的刑事罪

行，有效地促進國際間在調查和起訴販運野生動植物案件方面的合作。 此外，倡議自身

亦提高了野生動植物罪行於全球的知名度，引起人們關注打擊野生動植物罪行的多方

面挑戰與可能的解決方案。

本倡議主張於國家和國際兩方面同時進行。 它不是一個「非此即彼」的問題，正如常見問

題第7條中所述，不僅是於全球層面，我們正於各個層面中進行推廣，加深人們對必需採

取有力行動去應對野生動植物罪行的印象。

14. 議定書草案有針對特定的地區或國家嗎？

議定書草案並沒有針對特定的地區或國家，它的範圍是全球性的。可是，它強調進口國

的角色。本議定書草案包含了若把任何野生動植物或野生動植物產品輸入至進口國，而

該輸入違反來源國的國家法律，進口國有責任把該輸入定為刑事罪⾏的義務。這顯示國

家之間的友誼，及對彼此法律的尊重和遵守。

  此外，議定書草案亦包括了防止非法販運野生動植物的責任，例如提高公眾對這些罪行

的認識和減少需求，及分享信息，例如關於活躍於參與非法販運的犯罪集團及他們隱藏

違禁品的方法，運輸路線以及法證的信息。它亦指出違禁品攜帶者的角色和責任，並處

理文件的核實，以及培訓和技術的援助。這些所有都是全球性的。

15. 這份有關野生動植物罪行的國際協議建議有否帶來任何支持？

在今年五月，加彭總統阿里·邦戈·翁丁巴以及哥斯大黎加總統卡洛斯·阿爾瓦拉多·奎沙

達，兩個生物多樣性豐富的國家總統聯合號召採取以《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

約》(UNTOC) 第四項議定書的形式，制定一份應對野生動植物罪行的新全球協議。他們

號召制定此協議書的原因已在兩份聯合意見評論文章上闡述，包括《中國日報》。「終⽌

野⽣動植物罪⾏」國際倡議組織正將他的⼯作定位在其兩個打擊野生動植物犯罪支柱

的目標上，向兩位總統提出的號召給予全力支持。

歐盟委員會已在「歐盟應對有組織犯罪策略2021-2025」上表達了對第四項議定書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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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前期階段，本組織與不同區域的國家及來自各領域和地域的機構溝通，以確定他們

是否有興趣深入研究提出的改革。根據收到的回應，他們決定進入另一階段，包括擴大

他們的管治以擁抱支持「終⽌野⽣動植物罪⾏」國際倡議組織目標的機構為國際捍衛

者。現時已有25個來自各領域和區域的國際捍衛者。

本草案在「終⽌野⽣動植物罪⾏」國際倡議組織和其他機構主辦的各活動上，得到來自

不同地區的講者的支持，包括肯亞駐法國大使及前肯亞環境部內閣部長朱蒂・瓦金大使

(Ambassador Judi Wakhungu)、中國永續全球環境研究所指導委員會主席張冀強博士

(Dr Ji-Qiang Zhan)、秘魯環境法協會榮譽主席豪爾赫·卡約博士(Dr. Jorge Caillaux)、加

彭水資源、森林、海洋及環境管理部部長李懷特博士(Prof. Lee White)、珍·古德女爵士

(Dr Jane Goodall)，以及諾桑比亞大學犯罪學教授坦尼婭·懷亞特博士(Dr Tanya Wyatt)

等。本草案得到大量廣泛及多元化的支持。

16. 議定書草案的報告狀況是甚麼？我可以如何為該草案作出貢獻或提出意見？

「終⽌野⽣動植物罪⾏」國際倡議組織歡迎所有可能為國際野生動植物罪行協議帶來幫

助的意見，包括在其建議的形式及內容上。

本議定書草案的編寫由Arnold & Porter律師事務所義務提供。他們密切參與籌備聯合國

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DOC) 的《打擊野⽣動植物罪⾏⽴法指南2018》。這份草案是

根據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UNTOC)下現有的三項議定書、來自各區域的國

家法例，及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指南的建議。本草案沒有正式的報告狀況。它

是「終⽌野⽣動植物罪⾏」國際倡議組織第⼀份發佈在公有領域的⼯作草案，以促進各

方對話。

如果各國同意考慮議定書帶來的益處，或是通過授權談判一份議定書(請參見 常見問題

#9)，她們可自由考慮、接受、拒絕，或採用議定書草案中的任何部分。

如果任何人士對於議定書草案有任何特定的意見或建議，又或者希望直接參與「終⽌野

⽣動植物罪⾏」國際倡議組織的議定書草案檢閱⼯作，請電郵

info@endwildlifecrime.org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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