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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国互联网协会标准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北京三快在

线科技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协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武杨、卢琳琳、刘颖、刘瑾、夏薇佳、范梦圆、尹淑冰、赵呈呈、胡湛、金钟

浩、陈晶、李立姝、何建国、马江楠、王德智、靳彤、单良、章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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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与人口贩卖、毒品走私以及非法军火交易一样，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已经成为极具危险性和破坏性

的国际有组织犯罪活动。保护野生动植物、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也是当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执法部门对实体市场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打击力度的加大

以及网络市场提供的便利，野生动植物违禁品买卖已经从传统的线下逐渐转移到互联网平台，为政府部

门的执法带来了极大挑战。网络平台管理方宜及时介入，严格管理平台上的野生动植物交易，有效地打

击、减少和杜绝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行为。

本标准重点解决针对网络平台的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问题，分别从控制流程、信息处理、人工干

预和用户教育等方面，对网络平台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控制工作的信息处理、反馈流程与相关技术进行

规定，以指导各网络平台广泛采取控制措施，以期帮助网络平台达到以下目标：（1）发现、确定、处

置网络平台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信息；（2）配合执法机关打击网络平台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3）开

展用户关爱野生动植物教育，引导用户举报，预防相关违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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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控制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网络平台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控制的原则、组织环境、方针、人员配置和活动。

本标准适用于网络平台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控制，也适用于野生动植物保护机构及政府机关参考和

推广应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4467—1993 中国植物分类与代码

GB/T 15628.1—2009 中国动物分类代码 第1部分 脊椎动物

LY/T 2179—2013 野生动植物保护信息分类与代码

LY/T 2410—2015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及相关产业分类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467—1993、GB/T 15628.1—2009、LY/T 2179—2013和LY/T 2410-2015中界定的以及下列

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野生动物 wild animals

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注：LY/T 2179-2013中野生动物仅指陆生野生动物。

3.2

野生植物 wild plants

原生地天然生长的珍贵植物和原生地天然生长并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文化价值的濒危、稀有

植物。

3.3

野生动植物保护 wildlife conservation

包括野生动物保护和野生植物保护，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主管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的保护、发

展和合理利用活动。

3.4

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 illegal wildlife trade

非法买卖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包括活体动物、食品、药品、装饰品、纪念品等。

3.5

网络平台 online platform

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各种各类网络服务支持系统和网络服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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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典型的网络平台如电商平台、网络支付平台、网络视频平台、网络论坛等，通常涉及用户、平台入驻商家、平

台入驻创作者等不同角色。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IWT 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Illegal Wildlife Trade）

OCR 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UGC 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5 原则

本标准旨在控制网络平台中涉及的IWT问题，重点针对UGC相关非法动植物交易内容，网络平台IWT

控制应遵循以下原则：

5.1 合规性

遵守提供网络平台所在地的网络管理和动植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5.2 透明性

确保网络平台中IWT控制达到足够的透明度，使用户、举报者和被举报者等相关方了解风险。

注：风险包括平台用户提示涉及非法动植物交易的相关内容或服务带来的风险；举报者恶意举报的风险；被举报者

会被处置的风险。

5.3 公平性

对于网络平台中涉及IWT信息和行为的处理，应公正无偏见。

5.4 可管理性

确保网络平台能适当控制IWT相关信息过程，举报者和被举报者适时了解IWT处理结果。

5.5 可持续性

网络平台IWT控制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进行持续性改进。

6 组织环境

网络平台应：

a) 确定与 IWT 控制目的相关联及影响其实现预期结果能力的外部及内部环境；

b) 确定 IWT 控制的利益相关方，以及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动植物交易相关要求；

c) 确定 IWT 控制的边界，以建立网络平台中涉及 IWT 的业务范围。

注：外部环境、内部环境和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可能包括法律、法规要求和合同责任。

7 方针



T/ISC 0002—2020

3

网络平台应建立一个与网络平台发展战略目标相适应的IWT控制方针，方针包括:

a) IWT 控制目标，或提供指定目标的框架；

b) 满足使用 IWT 控制要求的承诺；

c) IWT 控制体系持续改进的承诺。

8 人员配置

网络平台实现非法野生动植物交易控制方针，宜配置举报审核人员、熟悉IWT的业务人员、信息安

全人员。

网络平台应定期邀请野生动植物保护专业人员对上述人员进行必要的知识培训。

注：知识培训包括了解法律法规、熟悉保护物种目录、分辨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真假等。

9 活动

9.1 概述

网络平台IWT控制流程，主要包括举报发现、审核确定、处置归档、配合执法和教育引导等阶段，

各阶段对应的活动如图1所示。

图 1 网络平台 IWT 控制流程

9.2 发现举报

网络平台宜通过以下方式发现IWT信息：

a) 设置举报入口，由用户举报 IWT 相关信息。举报入口设置考虑因素包括：

1) 举报入口设置宜便于用户发现，亦可通过链接或者宣传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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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平台已有举报平台的，可通过添加 IWT 举报项实现；

3) 网络平台未设置举报平台的，可单独设置 IWT 举报页面；

4) 举报内容宜明确举报人、举报对象、野生动植物类型及相关详细描述，可参考附录 A。

b) 实施公开场景主动巡查发现 IWT 相应内容。实施公开场景巡查，考虑因素包括：

1) 应建立野生动植物保护样本库，可参考附录 B；

2) 应建立公开场景巡查策略，巡查范围可参考附录 C。

9.3 审核确定

9.3.1 审核确定的方式

对发现举报获取的信息，网络平台宜通过以下方式审理鉴定，进一步提升举报信息的准确性：

a) 机器审核；

b) 人工审核。

9.3.2 机器审核

9.3.2.1 机器审核的技术手段

网络平台宜通过以下技术手段建立机器审核能力：

a) 关键词过滤；

b) 图片识别；

c) OCR文字检测。

9.3.2.2 机器审核考虑因素

网络平台形成机器审核能力，宜考虑以下因素：

a) 对发现举报获取信息的相关帐号进行研判，判断是否有不良历史记录；

b) 对发现举报获取信息中的关键词进行研判，判断是否包含 IWT 相关关键词；

c) 对发现举报获取信息中的图片进行研判，判断是否包含野生动植物及制品图形。

9.3.3 人工审核

网络平台通过人工审核发现举获取的信息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a) 野生动植物保护物种特征；

b) IWT 网络暗语；

c) 野生动植物保护物种标准图片。

注：分辨野生保护或濒危动植物及其产品的真假，可寻找外部专家提供协助。

9.4 处置归档

9.4.1 违规判定依据

网络平台给出违规建议的判定依据，应考虑以下因素：

a) 帐号存在非法交易野生动植物及制品的行为；

b) 帐号发布贩卖非法野生动植物及制品的信息。

9.4.2 用户举报响应

网络平台应在保护举报者隐私的情形下响应用户举报反馈结果，考虑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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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设置合理的审核处置时间；

b) 有举报平台的，在举报平台进行展示；

c) 未设置举报平台的，设置单独结果展示页面；

d) 向举报用户单独推送结果信息。

9.4.3 IWT信息处置

网络平台处置有效IWT信息，考虑以下方式：

a) 视情节决定封禁帐号及封禁帐号时长，可参考附录 D；
b) 屏蔽或删除 IWT 相关信息；

c) 对平台的服务提供用户进行警告处罚，要求整改，可参考附录 D；
d) 对用户或商户的帐号信誉进行调整，可参考附录 D
e) 网络平台应依规处置相应用户和消息，并对举报信息进行归档处置。

9.5 配合执法

对于确认的IWT线索，网络平台应移交给执法机关进行线下打击，并做好执法机关案件侦破过程中

的取证配合工作。

网络平台配合执法时，考虑因素包括：

a) 已完成的交易应向执法部门举报，其中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可参考附录 E；
b) 对于可能造成恶劣影响的 IWT 信息，应及时提供信息和情报给政府机关；

c) 对于正在侦破的 IWT 案件，应根据法律法规配合执法部门取证；

d) 宜对历史案例进行分析，便于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信息。

9.6 教育引导

网络平台宜探索用数字技术助力生态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对用户进行教育引导，预防相关违法活动。

网络平台进行野生动植物保护教育，宜考虑以下方式：

a) 搭建网络 IWT知识库，并结合网络平台的产品形态设置入口，便于民众获取相关知识；

b) 政企联合，进行公益宣传，引导社会风气；

c) 相关的举报案例作为平台教育示范、打击公示等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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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IWT 举报内容示例

某网络平台通过小程序和公众订阅号设置举报入口，用户可以举报非法野生动植物及制品贩卖信息。

用户举报时需附上举报截图、被举报帐号、举报描述（可能包括：作恶场景、贩卖物种、支付方式、其

他的联系方式等），具体如图A.1和A.2 所示。

图 A.1 IWT 举报内容设置示例

图 A.2 用户上传证据截图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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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IWT 物种及制品保护参考目录

B.1 濒危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制品参考目录

目前，国际社会、国家机关以及各种野生动物保护社会组织编制了多个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制品

保护目录，表B.1梳理出主要相关的目录供参考。

表B.1 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制品参考目录表

目录名称 网址（截止到 2020 年 3 月）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附录

http://www.cites.org.cn/citesgy/fl/201911/t20191111_524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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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3954/20170315/959027.html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http://www.forestry.gov.cn/yemian/minglu1.htm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3954/20180104/1063883.html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https://www.iucnredlist.org/

B.2 允许交易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制品参考目录

滥食野生动物可导致人感染病毒。2020年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

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

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在全面禁止非法食用的同

时，有些野生动物是允许依法食用的。表B.2梳理出允许交易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的目录供参考。

表B.2 允许交易的野生动植物物种参考目录表

目录名称 说明

特区可食用动物名录（深圳）

一：人工饲养的陆地动物

猪、牛、羊、驴、兔、鸡、鸭、鹅、鸽、鹌鹑

二：法律、法规未禁止食用的水生动物

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纳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野生动物，按照畜牧法规定

执行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 列入名录的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种群

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第一批）
列入名录的水生野生动物，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渔

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水产新品种名录
列入名录的水生野生动物，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渔

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B.3 网络平台常见 IWT 动植物物种及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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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常见IWT动植物物种及制品如表B.3所示：

表B.3 网络平台常见IWT动植物物种及制品

物种类别 活体或制品

象 象牙类，专指非洲象或者亚洲象的长牙；象皮、象皮粉

棕熊和黑

熊

熊胆、熊掌、熊皮等

猞猁 猞猁皮

黄羊 黄羊角

紫貂 紫貂皮

水獭 水獭皮

犀牛 犀角

穿山甲 鳞甲、中药

赛加羚羊 赛加羚羊角

麝 麝香囊、麝香粉末

虎豹 犬齿、骨头、皮张、鞭、肉等

盔犀鸟 头骨及附带的鸟嘴

鲸类 抹香鲸和独角鲸的牙齿或顶角

猿猴类 日本石猴、指猴、蜂猴、石猴、猕猴、狨猴等

猛禽类 金雕、雀鹰、猫头鹰、猎隼、鹞子、鵟和鱼鹰等

鹦鹉类 除鸡尾鹦鹉、虎皮鹦鹉和桃脸牡丹鹦鹉外所有的鹦鹉种，如灰鹦鹉、风头鹦鹉、金刚鹦鹉、僧帽鹦鹉

蜥蜴类 王者蜥、变色龙、绿鬣蜥、泰加蜥、秘鲁蜥、平原巨蜥、尼罗巨蜥、石龙子、变色龙、守宫、鬣蜥等

表B.3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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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类别 活体或制品

鳄类 作为食物出售

蟒蚺类 黄金蟒、眼镜蛇、球蟒、缅蟒、网蟒、短尾蟒、球蟒、地毯蟒、绿树蟒、翡翠树蟒、古巴蚺、虹蚺、

红尾蚺、沙蚺等

龟鳖类 所有的陆龟，如星龟、象龟；

多种淡水龟鳖种类，如闭壳龟属等；

标本，如多数的海龟和玳瑁；

工艺品，如玳瑁背甲制作的镯子、扇子、项链、眼镜等。

两栖类 主要有箭毒蛙、六角恐龙、红娃娃鱼

鱼类 加湾石首鱼鱼鳔（即大须金钱鳘鱼胶）、黄鱼鱼鳔（小须金钱鳘鱼胶）

海马类 海马干

植物类 发菜、玉龙蕨、银杏、银杉 水杉 长白松、貉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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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网络平台常见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违法违规信息类型

网络平台常见涉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违法违规信息类型包括：

a) 购买、售卖

非法购买或售卖野生物及其制品，或引流至第三方非法购销平台。

以平台作为非法交易载体，或提供第三方交易入口。

b) 猎捕、屠杀

传播非法猎捕、屠杀、毒害野生物的过程、方法、药物、工具。

不以保护和教育为目的，制作和传播非法猎捕、捕杀、毒害动物的音视频。

c) 虐待、驯养、饲养

在平台上进行践踏、殴打、电击等虐待动物行为。

对于不能提供国家合法手续的用户，利用平台传播驯养、饲养野生动物行为。

d) 非法制作标本、干制品

非法收集、制作动物标本或干制品。

e) 食用或其它用途

食用未列入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野生动物并利用平台直播。

虚假宣传野生物的药用功效。

f) 非法表演获利

在平台利用野生动物进行非法表演获利。

g) 代运、走私

利用平台为非法携带、运输、非法引入或走私等违法行为提供便利。

h) 非法广告

发布违法出售、收购、利用野生动物及其相关制品的广告。

为非法广告行为提供便利。

i)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宣扬野生物不应该保护；宣扬保护野生物是浪费资源；宣扬虐杀野生动物思想。

抵制保护保护野生物的行为。

j) 炫耀展示野生动植物活体宠物或野生动植物产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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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网络平台对于野生动植物违规违法信息处置和服务管理参考

D.1 传播违反野生动植物保护规定的相关信息处置参考

利用网络平台传播涉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的非法信息，平台应进行处罚。对违法违规用户的资料或发

表内容，进行清除；对于涉及违法违规行为的帐号，进行封停，处置可参考表D.1。

表D.1 违法违规情节处置参考

违规情节 处置

明确的提及象牙、虎骨、犀角等的，有文字、图像、售卖特征的；
永久封禁帐号并转

交执法机关处理

所发布信息只包含黑话、代称的，长期、大量发布的； 封禁帐号一个月

发布少量的、只有图片无文字表述、售卖特征比较隐晦的； 封禁帐号 7 天

D.2 提供非法野生动植物保护的服务管理参考

利用网络平台提供服务中，对自营和第三方商户服务管理中可考虑加入非法野生动植物保护因素，

尤其是电子商务或者饮食服务，具体可如下：

a) 增加了面向消费者的提示、倡议，在相关搜索页面进行野生动物保护宣导；

b) 加强商户宣传培训，通过在线课程等途径，增加商户感知度和警觉性，自觉遵守相关管理规定；

c) 在流程上禁止添加严格违禁的野生动物词汇，不断补充和优化监测词库，促进相关行业有序经

营。

d) 对于触犯商户，可逐级采取警告、删除、置休、永久下线不合作。

D.3 涉及非法野生动植物保护的帐号信誉评价参考

网络平台的帐号信誉评价可考虑加入非法野生动植物保护因素，可参考下表。

表D.2 用户信誉评价参考

行为 信誉评价

有效举报 正向激励

恶意举报 负向激励

购买非法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制品 负向激励

传播野生动植物违法违规信息 负向激励

贩卖非法野生动植物物种及制品 负向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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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网络平台野生动植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司法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对网络平台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行为有所规定。

下表列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最新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和

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批复内容。

表E.1 违法违规情节处置标准参考

刑法野生动植物保护解释或批复 部分内容说明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为食用或者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的，属于刑法

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行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

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的明知是犯罪所得而收购的行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最高人民法院批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的有关问题

一、古树名木以及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

的野生植物，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贵树木

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的规

定，野生植物限于原生地天然生长的植物。人工培育的植

物，除古树名木外，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珍

贵树木或者国家重点保护的其他植物”。非法采伐、毁坏

或者非法收购、运输人工培育的植物（古树名木除外），

构成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非法收购、运输盗伐、滥

伐的林木罪等犯罪的，依照相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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