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通力法律评述 | 争议解决 

2022 年 4 月 

 

上海 | 北京 | 深圳 | 香港 | 伦敦 

 

如您需要了解我们的出版物,  

请联系:  

 

Publication@llinkslaw.com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 该

司法解释于 2022 年 4 月 9 日正式实施。《解释》一方面顺应了刑

法修正案(十一)对以食用为目的的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

陆生野生动物新增的罪名, 另一方面针对已有司法解释中不适

应社会发展及野生动物保护制度的情形, 以及实务审判中存在

的问题, 进行了系统的调整及回应。 

 

《解释》除了明确自然人犯罪外, 也进一步强调了单位犯罪的法

律责任, 第十八条明确了单位实施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 将

依照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并对单位判处罚金。在此背景下, 

餐饮公司、渔业公司等单位应当关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相关

制度变化, 另外, 从事宠物、食品、运输等行业的从业人员在日

常工作中亦有可能触犯刑法。本文着重选取部分应当重点关注的

内容, 以帮助相关企业在运行中规范自身行为, 提前进行风险防

范。 

 

一.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 

 

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 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文物、黄

金、白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或者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

其制品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情节

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没收

财产; 情节较轻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解释》第一条和第二条围绕着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犯罪对象、定罪量刑标

准进行了规定。 

 

企业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重点罪名聚焦——兼评《关于办理破坏

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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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 《解释》限制了本罪“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的范围, 包括“未经批准擅自进出

口列入经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公布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

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未经批准擅自出口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 2014 年 9 月 10 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4 年解释》”)第十条第一款其实已经规定了本罪“珍贵动物”

的范围, 但较为笼统, 仅说明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附录Ⅱ中的野生动物, 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动物”。

《解释》则进一步细化本罪的对象范围, 强调《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只有“经国家濒危

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公布”才可以作为定罪的依据, 即国际条约在转化后才成为刑事定罪之法律渊源。

另外, 《解释》进一步规范了本罪行为方式, 即“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只有未经批准的出口才构成本罪, 进口行为不予规制(但可能构成其他走私类犯罪), 这是为了

与野生动物保护法“仅实行出口管制”的行政处罚模式保持一致。1 

 

另一方面, 《解释》将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数量”变更为“价值”。《2014 年解释》规定了珍贵动物

仅一只即构成犯罪, 低于数量标准的仅能作为“情节较轻”的量刑依据。实务中即有船员在航行期间在

当地购买、换取蓝颈鹦鹉 1 只、鳞砗磲(某珍贵贝壳)5 个而因此被认定为构成犯罪2。《解释》改变定

罪量刑标准更加符合罪行责相适应的原则, 防止由于数量定罪而导致量刑畸重; 另外, 根据价值量

刑更能体现动物珍贵程度、量刑档次也更为合理。 

 

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最高法定刑可达无期徒刑, 其罚金数额亦无上限, 动物养殖公司、

进出口公司、皮革及食品药品等公司均可能在日常经营活动中触犯本罪, 为避免出现因对珍贵动物

及其相关制品不熟悉而导致的涉刑问题, 公司开展相关业务前应当充分重视进出口合规工作, 与法

律顾问保持沟通, 防患于未然。 

 

二.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条: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

品,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解释》第三条调整了本罪定罪量刑标准, 一方面延续数量标准和价值标准并行的入罪模式, 另一方

面适度提高了价值标准, 以符合经济发展要求。 

 

2008 年 6 月 25 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生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

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确定了本罪的立案标准, 除了“两禁”标准(在禁渔区、禁渔

期内以禁用工具捕捞), 还以数量标准和价值标准并行作为入罪标准, “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五百

                                                        
1 周加海, 喻海松, 李振华.《关于办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

法》[J], 2022(13). 
2 (2017)苏 07 刑初 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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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五千元以上的”以及在特殊情形下“捕捞五十公斤以上或者价值五百元以上的”, 构

成本罪。《解释》仍沿用上述定罪量刑模式, 但对价值标准适度上调, 将“五千元”改为“一万元”, 在特

殊情形下由“五百元”改为“一千元”。 

 

另外, 《解释》第三条第三款规定了情节轻微的情形, 可以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甚至不做犯罪处理。

这里渔获物的数量、价值, 捕捞方法、工具, 行为人是否积极接受行政处罚、是否积极修复环境等均

作为情节轻微的考量因素。 

 

本罪的行为主体除了个人捕捞者外, 还包括从事捕捞工作的渔业公司, 其中公司的经营者、渔船经营

者及船长均可评价为主犯, 而其他受召集的船队成员、参与出海捕捞者则均有可能被认定为从犯。3

对此, 渔业公司应当充分重视本罪, 即使考虑水产品普遍价格较低, 鉴于单位行为更容易造成较大

数量的捕捞成果, 因此仍然存在较大涉罪风险。相关行业从业者和企业切勿存在侥幸心理, 应当充分

自律和规范自身行为。 

 

三.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 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或者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

金; 情节严重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情节特别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解释》针对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做了犯罪对象的限制和定罪量刑标准的改变, 一方面重新确

定“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范围, 另一方面将定罪量刑标准由数量标准变更为价值标准。 

 

2000 年 12 月 11 日由最高院发布生效的《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00 年解释》”)第一条曾规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的范围, 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鉴于《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为国际贸易公约, 仅对关涉国际贸易的野生动植物开发利用行为有效, 因此在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中直接引用有所不妥4, 故立法者在《解释》中特将本部分内容修改为“经

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准按照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管理的野生动物”。这里林业部、农

业部等均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附录作过相应核准工作5, 因此本处修改也不会限

缩本罪的处罚范围。 

 

                                                        
3 (2019)苏 07 刑终 405 号 
4 见, 注释 1 
5 林业部《关于核准部分濒危野生动物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通知》; 农业农村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附录水生物种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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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解释》第三条明确本罪的定罪量刑依据为数量标准, 一只即可入刑。《解释》延续走私珍贵

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的定罪量刑思路, 将数量标准改为价值标准, 以更符合群众法感情, 实现罪行

责相适应。 

 

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行为方式多样, 不仅包括杀害、猎捕等直接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

行为, 也包括后续的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的全流程的行为。对于养殖、食品、药品、物流等相关类

别的企业均可能因此入刑, 因此除了明确货物类别, 企业还应当明确货物来源, 以防止涉诉。在《解

释》出台前, “数量标准”使得本罪入罪门槛较低, 实务中有仅因单位后厨购买、出售穿山甲 19 只、熊

掌 5 只、娃娃鱼 1 条而被认定为单位犯罪, 公司总经理、后厨负责人等均构成犯罪并承担了有期徒

刑的刑事责任。6《解释》出台后虽然不以僵化的数量定罪, 但起刑点的数额较低, 2 万元即可构罪, 因

此仍然需引起重视。 

 

四. 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款: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法规, 以食用为目的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

售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在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物, 情节严重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解释》第八条和第十一条确定了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范围以

及定罪量刑标准。 

 

2021 年 3 月 1 日生效的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了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 主要

强调“以食用为目的”的破坏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 《解释》明确了“以食用为目的”的推定方法, 

包括用途场所是否为超市、饭店, 包装是否明确食用用途等。本罪的犯罪对象是除去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之外的其他动物, 这一点与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对象相区分。本罪的犯罪对象可以

划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或者地方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 二是除上述重要价值和重点保护动物外的其他陆生野生动物。《解释》将上述两个层次的犯罪对

象设定了不同的入罪价值标准, 分别为 1 万和 5 万, 同时辅之以“其他严重情节”以作为价值标准的补

充。 

 

非法猎捕、收购、运输、出售陆生野生动物罪是为回应新冠爆发后的社会关切, 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

险而设立, 其立法目的主要聚焦于“以食用为目的”, 对于出于驯养、观赏、皮毛利用等目的非法猎捕、

收购、出售、运输其他陆生野生动物的, 可给予行政处罚, 或者构成非法狩猎罪等其他犯罪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7 

 

 

                                                        
6 (2013)惠刑初字第 157 号 
7 许永安(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处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解读[M],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第一版, P384-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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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企业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重点罪名总结 

 

《解释》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犯罪的具体适用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其顺应了野生动物保护日渐

完善、野生动物规模日渐扩大的趋势, 确保宽严相济, 增加定罪量刑的层次化认定, 以实现罪行责相

适应。随着相关司法解释的逐步细化和完善, 可能涉及动物资源运营的企业一方面应当着重区分法

律保护的动物类别, 另一方面也应当在法律允许的方式方法内运营相关动物资源。尤其个别罪名入

罪门槛较低, 行为方式多样, 企业在探索新型业务领域甚至日常运营时务必提高刑事合规意识, 防

止因不懂法、不知法而涉嫌刑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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