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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石首魚花膠非法貿易調查報告 

 

調查背景 

分佈於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亞灣石首魚(Totoabo macdonaldi)，以下簡稱“石首魚”)早於 1976年已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1，嚴

禁國際貿易，墨西哥政府也立法禁止當地漁民捕捉石首魚。 

加灣鼠海豚 (學名 Phocoena sinus)與石首魚生活在同一片水域 ，又稱“小頭鼠海豚”，是全世界最小的鼠海豚品種，體長僅有約 1.5米，棲息於墨西哥北

部的加利福尼亞灣。加灣鼠海豚自 1979年起就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一，1996年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列為極度瀕危物種，

目前僅剩不到 100條，其中具繁殖能力的成年雌性不足 25條，極有可能於 3年內絕種。 

 

上圖為因為誤捕，死於刺網中的加灣鼠海豚。(註：圖片僅供參考，版權見圖片標注) 

                                                           
1
 http://www.iucnredlist.org/details/summary/22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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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石首魚的魚肚可製成利潤極高的高級花膠（又稱“金錢鰵”），這種花膠在華人世界廣受歡迎，許多中國富豪喜歡購買「金錢鰵」作投資、收藏或

送禮之用。在利益驅使下，對於加灣石首魚的非法捕撈和貿易屢禁不止，當地大量漁民使用刺網捕魚，將石首魚和加灣鼠海豚一網打盡，導致兩種物

種的數量近年都大幅下跌。 

過去三年，約有半數的加灣鼠海豚因為誤入當地漁民為捕撈石首魚（Totoaba）而設置的刺網中而死亡。 

2015 年 4月，綠色和平在廣州進行了實地調查，走訪了包括清平市場、一德路在內的重要的海鮮乾貨市場，以調查石首魚花膠在大陸市場的貿易模式、

規模、及其上下游環節的參與者。 

調查發現 

廣州是石首魚花膠非法貿易的重要中轉站，綠色和平在所走訪的商戶中發現有 6家商戶涉嫌違法出售石首魚花膠。我們在調查過程中也對石首魚花膠

的幾條走私途徑（香港至大陸、墨西哥至大陸、美國至香港、墨西哥至香港）和方式進行了調查。 

具體調查記錄和總結請參見下文。 

綠色和平呼籲 

綠色和平一直以來關注瀕危海洋生物的生存狀況，我們認為砍斷石首魚花膠的非法貿易鏈對於拯救僅存的石首魚和加灣鼠海豚極為重要。我們希望通

過更好地瞭解石首魚花膠的非法貿易，力求推動相關各方政府（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墨西哥和美國）採取具體行動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強烈呼籲相關政府部門立即採取必要行動對猖獗的石首魚花膠非法貿易進行嚴厲打擊，拯救瀕臨滅絕的加灣石首魚和加灣鼠海豚，具體建議如下： 

1. 國家瀕管辦作為 CITES公約履約管理機構，農業部漁業漁政局作為中國水生野生動物主管部門，立即針對國內石首魚肚非法貿易展開專項行動，如

聯合工商部門加強市場管理，聯合執法部門開展專項執法，加大對相關貿易人員和市場的宣傳，提高法律意識； 

2. 聯合海關總署、香港漁農署和香港海關，對香港以及粵港之間的石首魚肚非法貿易開展專項執法行動，並敦促香港政府加強針對野生動植物非法

貿易的執法意識和力度； 

3. 中國政府聯合墨西哥、美國政府，開展打擊非法石首魚肚貿易的跨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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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地點 

廣州市： 清平市場、 清平中草藥市場、清平水產市場、一德路 

清平市場是一個以交易農產品和中草藥為主的大型綜合市場。在這裡有超過 600種肉類，蛋類，蔬菜，海鮮，中草藥，乾果，鮮花，禽類，魚類等物

品出售。清平綜合市場是由許多不同的市場構成的，主要包括三大市場：農業配套產品市場，清平中草藥市場，和清平水產市場。三個市場相互臨近。 

清平中草藥市場 

清平中草藥市場是 1996年國家批准設立的 17家中草藥市場之一，是廣州地區唯一一處合法的中草藥貿易點，也是國內唯一設立在大城市中心地區的

的中草藥市場。它還是中國南方最大的滋補藥材貿易集散地。這裡的從業人員來自五湖四海，產品銷往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東南亞等各國。 

清平水產市場 

清平水產市場主要出售各類水產品，水產設備和飼料。 

一德路 

一德路位於廣州市中心，已有百年的歷史，是傳統的海鮮乾貨一條街，聚集了很多批發攤位，商店和市場（海珠批發市場）。這裡的銷售模式更偏向

於批發。這裡不僅有來自浙江義烏和重慶的經銷商，更有來自東南亞，中東，非洲，南美和俄羅斯的國外代理。在這裡可以找到包括文具，海鮮乾貨，

裝飾品，毛絨玩具，禮品等在內的多種產品。 

一德路聚集了幾十家海鮮乾貨批發市場，從一個世紀前開始就是中國最大的海鮮乾貨集散地。街道上排列著約兩千個攤位，出售干貝，魷魚，鮑魚，

魚肚，魚翅，海參等產品。這些海鮮乾貨來自世界各地，近至山東，遠到阿根廷和俄羅斯。5%的產品在本地銷售，95％銷往中國其他地區的市場，這

裡的年營業額已經達到了四十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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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調查記錄 

以下簡述綠色和平在廣州市的一些調查結果，內容包括有關走私石首魚肚市場的主要情況，包括走私路線、炒賣價格、買家背景、海關執法等方面。 

商戶 主要調查結果 資料 

商戶 1 –  

清平路批發商 

 
時間：2015年 4月 12日 

 該店的入口處用了 9塊金錢鰵花膠作為裝飾。他們店內大約有 20-30塊金錢鰵花

膠。 

 門口裝飾用的花膠購買時間較早。進入中國時是“濕貨”，之後在汕頭進行乾燥處

理。每件價值超過 20萬人民幣，在過去可以賣到 100萬人民幣 

 放在店內的花膠購買時間較晚，直接在墨西哥進行乾燥處理，買入時已是“乾貨”，

每件售價在 3萬元左右。 

 因為來自南美的供貨增加，花膠價格自去年十月已下降了三分之一。 賣法也從“每

件”變成了“每市斤”，走私量從每趟 10件變為每趟 100-200 市斤（約 300件）。 

 從墨西哥到中國的貨運時間大約 3-4天；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走私 8-10件。 

 最近，較小的花膠（100克-200克間）越來越常見。 

 市場上依然可以買到濕貨。 

 過去幾乎所有的花膠都是經香港走私到大陸的。最近幾年邊境查的比較嚴，貨物先

從香港入境的風險越來越高。但是大陸的稅太高，影響利潤，所以他們還是鋌而走

險。(螞蟻搬家)（走私的人工費是每市斤 100塊，但稅費是每市斤幾千美金）。 

 一個人以個人消費為名義攜帶少於 1市斤海鮮乾貨入境的話是不用交稅的。 

 大部分從東南亞（包括香港，印尼和馬來西亞）走私的花膠最先進入的是廣州，然

後再銷往全國各地。 

 店主表示知道墨西哥有針對石首魚的捕撈禁令。他預計（漁獲）數量減少後，花膠

價格會在五年內回升，這樣他能獲得 2-3倍的回報 

 店主建議收藏者不用擔心投資金錢鰵花膠。這門生意在中國最大的風險是先付款再

發貨，一個月後才能收貨。 

 

商戶 2 –  

山海城批發零售商 

時間：2015年 4月 13日 

 一家較小的專營金錢鰵魚膠的零售商，店主告訴我們金錢鰵花膠不貴(幾萬塊一隻) 

 花膠進來的時候一般是 12-24件一包，運輸時間約 15-16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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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 3 –  

一德路批發商 

 
時間：2015年 4月 13日 

 這家店內有各種大小的金錢鰵花膠。 

 店主和我們分享了很多關於走私方法的深入細節,其中包括聘用物流公司來走私。物

流公司高效、便宜，1市斤收費不過幾千美金。 

 店主表示他直接從墨西哥採購,不經過香港。 

 店主知道在墨西哥走私花膠是違法的，走私者被抓住的話就得坐牢。他說在香港賣

花膠也是違法的，但在大陸不違法。 

 走私花膠到臺灣，要有一個人在蛇口結貨，之後花膠會被運到香港，自動收貨。如

果走私到廣州，可以考慮走廈門，或者廣東的其他港口。 

 店主的最高紀錄是 700克的花膠賣到了 2-3百萬人民幣。他還聽說泰國華人願意花

幾百萬買花膠。 

 8月到 10月是花膠銷售旺季  

 我們在店內發現的最小的花膠約有 20克，售價為每市斤 1萬 6千至 1萬 8千元人民

幣。從 2015年開始，價格開始下跌。 

 小型花膠（圖一） 

 重量： 20g-60g 

 大型花膠（圖二） 

 重量： 600g-800g 

商戶 4 –  

清平醫藥中心批發商 

 
時間：2015年 4月 14日 

 

 這家店在一層的花膠批發專區，也給同一間市場的其他零售商供貨。 

 店內有三種不同規格的金錢鰵花膠。年份大概在 7-8年價格如下： 

小號：每市斤 1萬 6人民幣 

中號：每市斤 3萬 8人民幣 

大號：每市斤 7萬人民幣 

 2013年的價格是上面的三倍。雖然花膠總體的供貨量上升了，但貿易還是不太穩

定。 

 他們庫存約有 50市斤。 

 店主表示知道石首魚已經瀕臨滅絕，也提到了主要是在墨西哥的中國人在開發利

用。 

 小型花膠 （見圖三）： 

 重量： 20克 

 年份： 7-8 

 價格： 人民幣 16,000/市

斤 

 中型花膠（見圖四、圖

五）： 

重量： 190 克/195克 

年份： 7-8 

價格： 人民幣 38,000/市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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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 5 –  

清平藥材批發市場，批

發零售商 

 
時間：2015年 4月 14日 

 

 店內有大約 10件禮盒裝的花膠，都是圓形的。售價是 4萬人民幣每件（每公斤 7

萬，每件大約 60克）。 

 店主表示他的金錢鰵花膠主要是在汕頭加工的。貨源是她丈夫的朋友。 

 低品質的貨庫存一般都很充足。高品質的貨需要幾天至幾周去採購。 

 店主表示知道這些花膠是用墨西哥的某種魚做的。主要是香港商人和汕頭人在買

賣，有些人喜歡吃花膠，但是大部分人還是用來送禮。 

 

商戶 6 – 

清平市場批發零售商 

時間：2015年 4月 14日 

 店主表示沒有庫存，但是可以幫我們採購。他在南美認識人，可以直接在當地採

購。 

 店主向我們表示廣州的貿易商和香港的貿易商沒關係； 

 店主批評香港商人牟取暴利，說廣州的價格更接近於批發價； 

 廣州貿易商和終端消費者的交易更多，走薄利多銷路線； 

 市場上可以找到“濕貨” 

 店主知道捕撈石首魚在墨西哥是違法的，採購也非常危險。但是一旦貨物來到中

國，就要按中國的法規來交易，只要能過了海關，交易就比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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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首魚非法貿易鏈條總結 

1.香港和廣州貿易商間的關係 

從調查取證中我們發現，大多數廣州的貿易商和香港批發商的合作很少。雖然許多海鮮乾貨的確是從香港進入中國大陸的，但是廣州和香港的貿易商

之間更多存在著一種競爭而非合作的關係。石首魚花膠在大陸更受歡迎。 

由於顧客遍及中國各地，大多數香港的貿易商會將他們的石首魚花膠儲存在位於廣東省內的倉庫內。沒有證據證明他們向廣州的貿易商供貨。 

廣州的貿易商在店鋪中展示了更多數量的花膠。他們還表示這些花膠的貨源直接來自墨西哥和美國的供應商。依然沒有證據證明這些廣州的貿易商從

香港貿易商進貨。 

2.商戶法律意識 

我們走訪的商戶明確知道在墨西哥捕撈石首魚獲取花膠是違法行為，其中一些人甚至對走私細節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瞭解。但這些商戶聲稱在香港出售

這些花膠是非法的，而在中國大陸是合法的，交易比較安全。這顯示出大陸對於石首魚非法貿易的宣傳和執法力度的不足。 

3.價格和貿易量變化 

我們在墨西哥的訊息源確認，近年來大量中國移民湧入墨西哥灣沿岸的一座濱海小城聖費利佩(San Felipe)，在這裡非法獲取和交易石首魚的花膠，令

花膠的市場價格從 2013年大幅下跌。許多當地居民稱當地一些新開張的中餐館老闆在暗中協助這些非法的石首魚花膠貿易。 

由此導致的結果是，石首魚花膠走私量在過去幾年內增長了幾十甚至幾百倍。每次的走私量從過去的每次 8-10件猛增到了每次 100-200件。同時花膠

的尺寸也比過去更加多樣（從 20克到 800克不等）。 

石首魚花膠乾貨的市場價格過去幾年一直波動不定。據一些廣州的貿易商稱，從 2013年起乾貨的價格已經減少 10倍，從 10月開始又降低了 1/3。在

香港，過去幾年的花膠價格跳水達到 200%。據預測未來五年花膠價格將上漲 2-5倍。 

廣州地區的花膠價格通常是香港地區的一半，我們還發現廣州地區的花膠價格在不同商鋪的定價比香港地區更規範。在之前的調查裡我們發現，香港

地區同一塊花膠的零售價格可能在 4萬港幣到 12萬港幣之間浮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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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游貿易 

我們從對墨西哥當地漁民的訪談中瞭解到，新鮮的花膠會被墨西哥商人買走，偷運出境，並在美國售賣給中國商人。我們不確定這些花膠是否有在墨

西哥境內完成風乾處理，但是可以肯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生活在美國西海岸的中國人風乾處理的。新鮮的花膠價格在每公斤 2000到 5000美元不

等。 

部分法律記錄表明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走私貿易由墨西哥人和美籍華人合作完成。 

5.新的走私路線 

走私交易途徑的數量和走私網路的延伸都大大超出了綠色和平的預期。我們已經知道這些花膠是通過航空運輸從美國或墨西哥走私到香港，然而走私

的花膠還以許多其他方式流入這一地區，具體如下： 

1. 陸上：從羅湖邊境手持入境 

2. 海上：蛇口-香港機場運渡，廈門-臺灣運渡（由物流公司來做） 

3. 國內：順豐快遞 

        

圖一.小型花膠, 20g~60g                                                                            圖二.大型花膠, 600g~80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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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 小型花膠 20g                                                                                   圖四.中型花膠 190g 

       

圖五.中型花膠 195g 

 

*如需更多資料，敬請聯繫綠色和平項目經理張韻琪   (電郵:  gchang@greenpeace.org) 

mailto:gchang@greenpeace.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