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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常见非法交易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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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喉歌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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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雀（黄鸟）

黄腹山雀（黄点儿）

蒙古百灵（百灵鸟）

鹩哥（九宫鸟）

画眉鸟

金翅雀（金翅）

暖风拂面，嫩芽吐绿，

候鸟结伴而至，正是春来

好时光，也是买卖野生鸟

类违法犯罪的高发期。

今年2月，《我国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名录》首次大幅

调整，引发社会关注。随

着更多野生动物被纳入

重点保护范围，也再次提

醒人们，野生动物不能随

意驯养、买卖。连日来，

记者走访了我市花鸟鱼

虫市场、野生动物救助机

构和相关职能部门，亲历

了一只天津市重点保护

鸟类煤山雀从被解救到

放飞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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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媒体不断爆出有人因贩卖
国家保护鸟类而获刑，市民身边有哪些
鸟类被列入国家保护动物？
据市规划资源局森林野保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新《名录》中保护动
物范围、种类都有了大幅增加，特别
是我市鸟市中常见非法驯养野生鸟
类——歌百灵、蒙古百灵、云雀、红喉
歌鸲（俗称：红脖、红点颏）、蓝喉歌鸲

（俗称：蓝脖、蓝点颏）、画眉鸟、鹩哥、
红嘴相思鸟、红胁绣眼鸟等原“三有”
保护动物或天津市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均升级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黄胸鹀、勺嘴鹬、青头潜鸭、东
方白鹳、蓝冠噪鹛、缅甸陆龟等野外
种群已经濒危的物种，更是直接新增
或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在生活中，小区里常常能见到的麻

雀、喜鹊等鸟类，看上去很普通，有些喜
欢鸟的市民可能会买回家饲养，但这同
样有违法风险。
“虽然麻雀、喜鹊等鸟类十分常见，

但它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我国野生动
物保护法做了严格规定，除国家一、二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非常严格的法律保
护依据外，还有‘三有’动物，都是不允许
饲养、运输、买卖的。”野保支队负责人解

释，“《名录》调整后，根据相关法条、法规
等，我市非法驯养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
鸟类行为的处罚额度也产生了明显变化。
比如，蒙古百灵、画眉鸟、鹩哥、红嘴相思鸟
处罚额度基准价由1000元调整到5000
元，按规定应予以3倍罚款即15000元；歌
百灵、云雀、红喉歌鸲、蓝喉歌鸲、红胁绣眼
鸟基准价由300元调整到1500元，按规定
应予以3倍罚款即4500元。”

这次执法行动结束后，执法人员向在
场的商户和群众发放了根据《名录》调整后
重新印制的普法宣传页，介绍相关法律规
定和我市常见非法交易鸟类知识。

天津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天津师范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赵大鹏教授带领研究团队
在新《名录》公布后，详细梳理了调整前后
的具体变化。

新《名录》共列入野生动物 988 种
（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34种
和1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种和7
类。上述物种中，686种为陆生野生动物，
294种和8类为水生野生动物。“这次《名
录》时隔三十多年进行大幅度调整，可谓是
千呼万唤始出来。”赵大鹏说，“调整后，在
保留原《名录》所有物种的基础上，新增了
517种（类）野生动物，比原先受保护物种
总量还多。”

其中，青头潜鸭等43种列为国家一级
保护野生动物，豹猫等474种（类）列为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秃鹫、卷羽鹈鹕等
65种野生动物，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升为国家一级；熊猴、北山羊、蟒蛇3种野
生动物，由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
国家二级。
“具体到天津对应产生的变化，我们初

步梳理对比了两个名录。第一轮是对比小
范围的名录——《天津市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从中梳理出由‘市’字号跃升为
‘国’字号的陆生野生动物物种，也就是原
来是市重点保护的，现在升级为国家重点
保护，共有32种。其中，鸟类和哺乳类占
比超过90%。但是，《天津市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名录》只涵盖了天津市野生动物的
一部分。然后，我们又进行了第二轮大范
围的对比，也就是基于最新的天津市第二
次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数据，这次发
现变化比较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个是新增入榜数量达到34种，一个是保护
级别由国家二级升至国家一级的数量，共
10种。这次共涉及三大类物种：爬行类、
鸟类和哺乳类，还是鸟类占比最多。”赵大
鹏带领研究团队所完成的这些初步梳理结
果，将为后期《天津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的调整修订做好基础工作。

新《名录》为何会增加这么多物种？赵
大鹏认为，某个物种纳入国家重点保护范围
或者保护级别升级，意味着对该物种的保护
力度将明显加大。物种保护升级后，保护项
目和经费投入都会有所增加，这对其种群生
存和栖息地生态恢复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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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动物售买养都违法

■本报记者陈璠
摄影钱进

按照国家规定，新旧版
《名录》过渡期截至 2021年 6
月30日。在此期间，我市野生
动物主管部门的管理和执法
将如何跟进？

市规划资源局森林野保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公告》
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切
实做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调整实施和过渡衔接
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公告发布
前已经合法开展人工繁育经营
活动，因《名录》调整依法需要
变更、申办有关管理证件、行政
许可决定的，应当于2021年6
月30日前提出申请，在行政许
可决定作出前，可依法继续从
事相关活动。

如有饲养尽快上交

野保支队负责人表示，2021年6月
30日前为政策过渡期，在此日期之前，
如发生“个人非法驯养新调整为二级以
上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按照原政策
法规处置相关问题，即按照《天津市野
生动物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违反本
条例规定，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
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范围驯养繁殖市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责令限期改正；
拒不改正的，没收违法所得，处3000元
以下罚款，并可以没收野生动物，吊销
驯养繁殖许可证”进行处置。

市民如有饲养野生鸟类行为，请于
2021年6月30日前联系各区林业主管
部门，主动上交野生鸟类或直接拨打
88908890市民热线，咨询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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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惊蛰，初春的又一次寒潮
悄然而至。

早上9时，天气阴沉风力加大，记者
跟随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野生动物保护支队的执法人员，来
到我市某鸟类交易市场进行突击检查。

9时 40分左右，执法人员兵分两
路，对市场周边违法占道买卖野生鸟类
的行为进行地毯式清缴。

市场周边非法鸟类交易

记者跟在执法人员身后，刚一下执
法车，眼前一个戴着帽子的男子，手里
拎着鸟笼，徘徊在路口，笼内是一只还
没拳头大的黑白色小鸟。执法人员紧
走两步上前，一把抓住了拎着笼子的那
只手。
“您这鸟从哪儿来的？”
“我，我自己养的。”
“这是什么鸟知道吗？”
“这鸟不就叫背子么。”
“这是野生鸟类煤山雀，法律规定

不允许驯养、买卖，知道吗？”
眼见被抓现行，该男子一边试图抢

回鸟笼离开，一边为自己辩解开脱，在
执法人员再三追问下，他才承认这只鸟
是此前买来，打算自己在家喂养。最
终，鸟被执法人员收缴，该男子也被带
走调查。行动结束后，执法人员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对鸟类违法交易涉事人员
现场进行了普法，要求其立即改正，依
法依规对鸟类进行收容救护。

本组图片由市规划和自然资源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提供

“煤山雀，俗名叫背子，2017年被
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
色名录》，也是我国《国家保护的有益
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简称‘三有’）中
的野生动物。”野保支队负责人教记者
仔细辨认。

只见笼中这只小鸟，身长只有五六
厘米，颈部黑白相间的羽毛十分惹眼。
因受到惊吓，它紧紧抓住栏杆，几乎和
笼壁成90度垂直悬在半空，警觉地盯
着笼外。

不法分子猎捕一只活体野鸟的背
后，可能误杀成百上千只鸟。由于煤山
雀体型较小，除了猎捕环节，在运输途中
鸟贩子往往在一只鸟笼里塞上几十只甚
至上百只，中途死亡的也不计其数，但只
要能卖出几只，就有利可图。

暴利驱使下，经常有不法分子铤而
走险。在我市各类鸟类交易市场及其周
边，相关部门曾进行过多次清理整治和
普法宣传，但由于涉嫌违法人员警惕性
高、交易过程隐蔽，涉及鸟类违法行为仍
时有发生。
“目前正值候鸟过境我国北方地区，

野生动物集群活动活跃，一些不法分子
对野生鸟类的捕捉、贩卖也到了每年的
高发期。”野保支队负责人告诉记者：“最
近，我们正在联合多部门开展‘清风行
动’，每周进行高密度巡查。上个月，国
家调整了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接下
来的执法检查将更加严格。”

今年2月1日，调整后的《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简称《名录》）正式
公布。这是该名录自1989年1月发布实
施以来的首次大幅调整。与这次调整同
步的是一场全国性打击行动同时展开。
按照全国部署，从1月31日起，市规划资
源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政法委、市公安
局等八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代号为
“清风行动”的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联
合行动。截至2月底，全市公安机关和行
政执法部门出动执法人员1629人次，共
破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13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19人，办理野生动物行
政案件3起、行政处罚3人。

鸟
贩
子

1:100

的
生
意

八哥（凤头八哥）

被捕鸟网捕获的鸟 市民阅读普法宣传页

6月30日前
为政策过渡期

笼中的
煤山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