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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一、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 切实抓好农业

农村工作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月 23 日至 24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

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要铆足干劲，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

心的“三农”各项工作，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而努力

奋斗。 

习近平指出，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国家安全基础，都离不开农业发展。建设农业强国要

体现中国特色，立足我国国情，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走自己的路，不简单照搬国外现代化农业强国模

式。要依靠自己力量端牢饭碗，依托双层经营体制发展农业，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赓续农耕文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当前，要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科学谋划

和推进“三农”工作，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循序渐进、

稳扎稳打，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情；因地制宜、注重实效，立足资源禀赋和

发展阶段，解决农业农村发展最迫切、农民反映最强烈的实际问题，不搞脱离实

际的面子工程。 

https://mp.weixin.qq.com/s/qVPZYPkJoV_Pr6J_Lr5iig 

 

二、农业农村部公布农业执法保障粮食安全十大典型案例 

为有效维护农业生产秩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2022 年农业农村部先后部

署开展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护奥运、保春耕”、种业监管执法年等活动。各地

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机构聚焦品种权保护、农资质量等领域，加大执法办案力度，

查办了一批违法性质恶劣的案件。日前，农业农村部从中选取了 10 个典型案例

予以公布。  

https://mp.weixin.qq.com/s/qVPZYPkJoV_Pr6J_Lr5iig


   

农业与农村法律资讯                                   2022 年 12 月刊 

 

4 

https://mp.weixin.qq.com/s/yTFoABVFzr4Jai4lHwnJ0w 

 

三、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

条件。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治轨道上扎实服务

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展示人民法院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工作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在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的同时，遴选发布

15个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专题典型案例。 

该批案例涉及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及公益诉讼等不同诉讼类型，涵盖

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等生物多样性保护核心领域，保

护对象包括斑海豹、藏羚羊、大白鲨、红豆杉、荷叶铁线蕨等珍稀、濒危野生动

植物物种，以及森林、草原、湿地、河湖、海洋等多种自然生态系统，所涉生态

要素多、保护范围广、复合程度高、创新意识强，集中体现了人民法院环境资源

审判的鲜明特色、专业要求和职能作用。    

 https://mp.weixin.qq.com/s/0Aj-WAuvukF3jkX6xTtOrg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来了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

予以公布，社会公众可以直接登录中国人大网（www.npc.gov.cn）或国家法律法

规数据库（flk.npc.gov.cn）提出意见，也可以将意见寄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北京市西城区前门西大街 1号，邮编：100805。信封上请注明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为 30日。 

 https://mp.weixin.qq.com/s/27pDfDwNHvuUxyShwjV_Mw 

五、2022 年中国农业农村法治十件大事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农业农村法治研究会发布《2022 年中国农业农村

https://mp.weixin.qq.com/s/yTFoABVFzr4Jai4lHwnJ0w
https://mp.weixin.qq.com/s/0Aj-WAuvukF3jkX6xTtOrg
https://mp.weixin.qq.com/s/0Aj-WAuvukF3jkX6xTtOrg
https://mp.weixin.qq.com/s/27pDfDwNHvuUxyShwjV_Mw
https://mp.weixin.qq.com/s/27pDfDwNHvuUxyShwjV_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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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十件大事》，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乡村振兴促进法执法检查，《乡

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印发，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黑土地保护法施行，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畜牧法、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

提交审议，农业农村部深入实施农业综合执法能力提升行动，执法护农促振兴作

用成效明显，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蓬勃开展。 

https://mp.weixin.qq.com/s/bBJk26Qa_3EW1Kv0wikyFw 

六、进一步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 农业农村部就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公开

征求意见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农村宅基地管理，促进宅基地节约集约利用，保护

农村村民合法权益，助力乡村振兴。 

https://mp.weixin.qq.com/s/xELd0lqhesaJIWoCIqSQ7g 

七、31 个！第四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名单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提高乡村

现代化治理水平、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安宁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遵循。各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本地实际，加强党的领导、

健全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涌现了许多好经验好做法。2019 年起，中央农

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已连续三年联合遴选推介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

例。为充分发挥典型的引领带动作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开展了

第四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征集遴选，在各地推荐基础上，从强化党组织领导、

加强县乡村联动、强化数字赋能、解决突出问题等 4个方面，优中选优，精心选

取了 31 个典型案例。这批案例特色鲜明、成效显著，其做法可复制、可推广。。 

https://mp.weixin.qq.com/s/jCnjo4VbynhvUIeZC0pV-w 

 

https://mp.weixin.qq.com/s/bBJk26Qa_3EW1Kv0wikyFw
https://mp.weixin.qq.com/s/xELd0lqhesaJIWoCIqSQ7g
https://mp.weixin.qq.com/s/jCnjo4VbynhvUIeZC0p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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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速递】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

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定本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年修订）自 2023年 5月 1日起施行。  

https://mp.weixin.qq.com/s/isFNTcTKDWzJQQKqofPwrQ 

 

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提出，实行乡村振兴责任制，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乡村振兴工作

机制，构建职责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推进的乡村振兴责任体系，举全党全社

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

领导，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

领导体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 

《实施办法》强调，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推动建立健全乡

村振兴责任落实、组织推动、社会动员、要素保障、考核评价、工作报告、监

督检查等机制并抓好组织实施。  

https://mp.weixin.qq.com/s/4cJPnszA2hEZged7VewmLw 

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促进消费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最终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促进

消费对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为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进一步发挥人民法院职能作用，服务保障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

级，助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提出如下意见。 

https://mp.weixin.qq.com/s/GycnrLnd23eWRfpMQUe2og 

 

https://mp.weixin.qq.com/s/isFNTcTKDWzJQQKqofPwrQ
https://mp.weixin.qq.com/s/4cJPnszA2hEZged7VewmLw
https://mp.weixin.qq.com/s/GycnrLnd23eWRfpMQUe2og


   

农业与农村法律资讯                                   2022 年 12 月刊 

 

7 

四、最高人民法院——中国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 

中国疆域辽阔、地貌多样、生态资源丰富，壮美多彩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万物

生灵，成就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下，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生物多样性

保护取得显著成效。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现代化”，专章论述“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专门部署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为人民法院全面推进环境资源审判

工作，加强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指明了方向。 

https://mp.weixin.qq.com/s/CGF72IbL8mqXUxdoI3NrQQ 

 

五、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

家林草局——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

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家林草局组织制定了《重点管理外来入

侵物种名录》，现予以发布，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https://mp.weixin.qq.com/s/0zgztzcg3IfVG9MKIDmtuA 

 

六、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推介农村学法用法优秀短视频的通知 

为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农业农村系统法治宣传教育第

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农村学法用法故事短

视频征集活动。各省农业农村部门积极参与选送，在各省推荐基础上，经过严格

审核把关，精选出 8个农村学法用法优秀短视频。这些短视频采用纪实拍摄、情

景短剧、曲艺表演、音乐短片等形式，对农村学法用法情况进行了生动描绘和展

示。现将农村学法用法优秀短视频名单印发各地，视频内容通过“全国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和“农业农村法治”等微信公众号发布，供交流互鉴。 

https://mp.weixin.qq.com/s/AAgI-972eTb66xZGZ-2eog 

 

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的通知 

为全面规范浙江省农业行政执法行为，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https://mp.weixin.qq.com/s/CGF72IbL8mqXUxdoI3NrQQ
https://mp.weixin.qq.com/s/0zgztzcg3IfVG9MKIDmtuA
https://mp.weixin.qq.com/s/AAgI-972eTb66xZGZ-2e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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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结合浙江省农业行政执法实

践，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自 2023年 1 月 18日起实施，

现予以印发。  

https://mp.weixin.qq.com/s/QsGu9rLqqcLVEdmxrX1syA 

 

【前沿观点】 

一、陈锡文——在乡村振兴中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乡村振兴再次做出了深刻论述和

全面部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

既阐明了乡村振兴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关系，又揭示出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

展不充分，是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因此，推动乡村振兴，不仅是

农村和农民的事，更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事。乡村振兴的目标是什么？一是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十四亿人口的大国，只有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才能掌握建

设现代化国家的主动权。二是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使农民富裕幸福，农村和

谐秀美。前一个目标是“国之大者”，后一个目标是民之所盼，必须相辅相成、

同步推进，才能相得益彰。 

https://mp.weixin.qq.com/s/Yud5lMVyRDZRggF4-ghkvQ 

二、张红宇——农业强国的全球特征与中国要求 

农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

在刚刚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

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不仅展示了打造与

我国大国地位相称农业强国的信心与决心，也为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

向。全球农业强国有共同特征，也有基于本国国情和农情表现的自身特点。从农

业强国的一般表现来看，可以将全球农业强国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农业资

源禀赋丰裕，人少地多，以机械装备替代劳动力，强调农业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

升表现的强势农业模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典型的规模化农业强国；一

类是农业资源禀赋相对稀缺，人多地少，以技术、资本替代土地，强调土地和资

https://mp.weixin.qq.com/s/QsGu9rLqqcLVEdmxrX1syA
https://mp.weixin.qq.com/s/Yud5lMVyRDZRggF4-ghkvQ
https://mp.weixin.qq.com/s/Yud5lMVyRDZRggF4-ghkvQ


   

农业与农村法律资讯                                   2022 年 12 月刊 

 

9 

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表现的强势农业模式，荷兰、以色列、日本为典型的精细化

农业强国。 

其实，很容易观察，无论是以规模化表现的农业强国，抑或是以精细化表现

的农业强国，撇开天赋资源的差异外，其强大的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土地产出效

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全球农业竞争力，无一不与其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技术进

步程度和制度设计安排能力高度相关，并表现出强国农业的共同特征。 

https://mp.weixin.qq.com/s/cW5zsyghyg1k7WPtUdW0CQ 

 

 

三、尹成杰——加快构建现代农业风险防控体系 

党的二十大对统筹发展和安全工作做出重要部署，为今后五年和未

来发展和安全，提出新任务新要求，指明了方向。统筹发展和安全，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是新时代新征程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的有力武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经济

高质量发展，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新时代新征程统筹农业发展和安全的任务非常艰难繁重。当前要抓

住农业风险的重点，加大风险管理防控力度。一是加大粮食安全风险管

理防控力度。特别是要管控好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粮食危机对我国粮食

生产、供给和市场价格的影响。要加强种业、大豆进口面临卡脖子风险

的形势分析和研判预警，及早加以应对。二是要加大新冠疫情对农业生

产链、供应链影响的研判，防控和化解疫情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潜在风险

和衍生风险，确保生产链、供应链稳定安全。三是加大动植物疫病风险

管理防控力度。特别要加大对非洲猪瘟的防控力度，巩固防疫成果，确

保生猪生产和市场平稳发展。 

https://mp.weixin.qq.com/s/gQaNr7WxmJOk0wj524KQaw 

 

【典型案例】 

 一、翟某涛等十一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野生动物案 

【案情简介】2016 年至 2018 年期间，被告人翟某涛在大连长兴岛

地区，多次收购渔民（均另案处理）非法猎捕的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https://mp.weixin.qq.com/s/cW5zsyghyg1k7WPtUdW0CQ
https://mp.weixin.qq.com/s/gQaNr7WxmJOk0wj524KQ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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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斑海豹幼崽 50 余只并出售。2018 年至 2019 年期间，翟某涛指使被

告人翟某凯、王某民、刘某辉、刘某权、刘某国、曲某良、宋某有、

邢某强、李某义等人，多次在大连长兴岛地区海边收购渔民（均另案

处理）非法猎捕的斑海豹幼崽 100 余只。2019 年 2 月，被告人翟某堃

帮助他人非法收购斑海豹幼崽 10 只。案发时，40 余只斑海豹幼崽已被

非法运输并出售给多地的海洋馆或个人（均另案处理）， 70 余只准备

出售的斑海豹幼崽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 

【裁判结果】辽宁省大连长兴岛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被告人翟某涛纠集被告人翟某凯、王某民、刘某辉、刘某权、曲

某良、刘某国、宋某有、邢某强、李某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斑海

豹幼崽，被告人翟某堃非法收购斑海豹幼崽，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

法规，侵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管理制度，已分别构成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珍贵野生动物罪。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

节、认罪认罚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至 2 年 3

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500 万元至 5 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辽东湾是中国渤海三大海湾之一，地处北纬 39 度，

是中国纬度最高的海湾，也是北半球纬度最低的大面积结冰海域，具

有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统，是斑海豹、黑嘴鸥等珍贵濒危物种的栖息

地。斑海豹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进行繁殖的鳍足类海洋哺乳动物，是

我国渤海和黄海的旗舰物种。遗传学和生态学研究显示，辽东湾繁殖

区的斑海豹属于世界范围内斑海豹独立进化的一个分支，有自己独特

的遗传基因。2021 年 2 月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已将

斑海豹调整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本案中，人民法院依法严惩危

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对危害斑海豹犯罪行为实行全链条打

击，彰显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司法理念。同时，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对查获的斑海豹进行野化训练并放归海洋，助力大

连斑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践行我国坚决履行生物多样性保护

国际条约义务的庄严承诺。 

二、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诉蒋某成等六人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案情简介】2020 年 4 月至 5 月期间，蒋某成、周某华联系蒋某

平等三人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以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进行非法捕

捞作业，由蒋某成、周某华统一收购渔获物，蒋某成还雇佣夏某军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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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搬运渔获物并协助销售。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就此作出生效刑事判

决，认定案涉六人非法捕捞长江刀鱼及凤尾鱼共计 1470.9 公斤，价值

101673.7 元，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经鉴定，该非法捕捞行为造

成的渔业资源直接损失为 101673.7 元，渔业资源恢复费用为 305021.1

元，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为 406694.8 元，共计 813389.6 元。上海市

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六被告连带赔偿生态环

境损害及鉴定费用，并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  

【裁判结果】上海海事法院一审认为，六被告在禁渔期、禁渔区

使用禁用渔具从事非法捕捞，对长江天然渔业资源和水生生态环境造

成损害，构成共同侵权，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经鉴定，本案非法捕

捞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包括天然渔业资源直接损失、渔业资源恢复费

用，以及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遂判决六被告连带赔偿生态环境损害

813389.6 元和鉴定费用 4000 元，并公开向社会赔礼道歉。宣判后，当

事人均未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长江系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依法惩治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非法捕捞，加大

对生物种群及其生存环境的保护，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

和国长江保护法》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案非法捕捞地点位于长江刀鲚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属于上海市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为生态环境敏

感脆弱区域。在该区域实施非法捕捞，受损渔业资源恢复难度更大，

更易引发生物链结构受损及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人民法院依法判令侵

权人承担环境敏感区附加损失，旨在保护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

种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的生长繁育区域水生生态，警示和震慑长江保

护区内非法捕捞行为，对于引导社会公众增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意

识，筑牢长江流域生态安全屏障，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具有示范意义。 

三、陶某高诉张某、付某顺林木买卖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被告张某、付某顺受让云南省景谷县民乐镇某村民

小组名下位于“大干箐”集体林的 18 公分以上林木后，于 2007 年 11

月与原告陶某高达成口头买卖协议，将“大干箐”集体林木销售给陶

某高，陶某高为此向张某、付某顺支付了林木转让款 48 万元。“大干

箐”集体林于 2014 年 12 月进行林权登记。后因案涉林地属于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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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无法办理采伐许可证，至今未能采伐。陶某高与张某、付某顺协

商未果，形成本案诉讼。 

【裁判结果】云南省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一审支持了陶

某高的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合同，由张某、付某顺返还林木转让款 48

万元。宣判后，张某、付某顺提出上诉。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认为，双方口头达成的林木买卖协议合法有效，案涉收条载明购

买 18 公分以上林木，而对林木进行合法采伐是取得林木的必要条件。

双方虽未以书面形式约定林木采伐许可手续应由哪方办理，但张某、

付某顺作为出卖人，依法负有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的

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而案涉林木属天然林，现已无法

办理采伐手续，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予解除。遂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典型意义】天然林是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稳

定、生物多样性丰富，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生态屏障。我国实

行天然林全面保护制度，严格限制天然林采伐。坚持森林资源开发利

用的生态优先、保护优先、保育结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是践行绿色

发展理念的制度之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当事人在

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森林

资源的民事纠纷案件处理，在尊重契约精神、促进统一市场和公平竞

争的同时，应当注重对森林资源保护管理制度的维护，兼顾森林资源

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本案涉及天然林活立木交易，而

林木采伐须取得相应行政许可。人民法院结合合同目的，依法认定办

理林木采伐许可手续系林木转让方全面履行合同的从义务，引导民商

事主体在交易中恪守绿色原则，为促进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提供了有益司法样本。 

四、戴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案情简介】被告人戴某明知象牙系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

制品，仍与外国人“阿南”协商，由“阿南”安排人员分两次将象牙

绕关偷运入境。其中，2018 年 12 月“阿南”安排人员将共计 36 段、

重约 291 千克的象牙，绕关偷运至戴某处，戴某将之销售牟利。2019

年 2 月，“阿南”安排人员利用同样方式，将共计 34 段、重约 272 千

克的象牙偷运入境至戴某处，后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并扣押。经鉴

定，该 34 段象牙均为现生象（非洲象或亚洲象）象牙。戴某归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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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其走私象牙共计 70 段、重约 563 千克，价

值 23473520 元。 

【裁判结果】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被告人戴某

明知象牙系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仍自境外购买，并运输

入境后销售牟利，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鉴于

戴某归案后主动坦白，认罪认罚，故判处其有期徒刑 11 年 6 个月，并

处没收个人财产 50 万元，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象牙等物品

予以没收。宣判后，各方未上诉、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长期以来，国际象牙贸易猖獗，走私象牙犯罪活动

屡禁不止。疯狂的盗猎导致野生象群数量持续锐减，在部分区域已呈

濒危状态，野生象面临几十年内功能性灭绝之虞。我国是《生物多样

性公约》缔约国，严厉打击象牙走私犯罪，全面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

象牙及制品活动是我国对全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本案中，被告人戴

某将大量象牙绕关入境，既严重破坏国家对外贸易管制秩序，又对全

球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人民法院通过依法惩治涉野生动物犯

罪，斩断走私珍贵野生动物制品非法链条，充分展现我国在维护全球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安全方面的大国担当。同时教育引导社会公众增强

珍贵野生动物保护意识，摒弃购买、使用珍贵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

共同维护全球生态系统，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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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 

一、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修订版） 

 

【作者简介】 

项飙，1972 年生于浙江温州，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除《跨

越边界的社区》外，著有 Global Body Shopping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

社，2008 年度美国人类学协会安东尼利兹奖。中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合编 Return: Nationalizing Transnational Mobility in Asia 

（杜克大学出版社 2013）。获 2012 William L. Holland 奖、英国科

学院中期职业发展奖等。最近的中文文章包括“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

代’的终结”等。 

【推荐理由】 

持续至今的真实“北漂”史。转型中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经济

与社会。北京“浙江村”与“浙江村人”三十年生活记录研究。  

“浙江村”，20 世纪 80 年代起渐次于北京天安门以南 5 公里的 南

苑地 区汇聚成形。30 年来，其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特殊面貌、内

部空间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演变，已成为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流动人口

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体制、权力与政策的鲜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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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借同乡之便，于 90 年代中期 6 年时间里对“浙江村”进行实

地调查，深入“浙江村人”的日常生活，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细致

呈现了“浙江村”这一流动群体的落地、发展和变化中的诸多细节。对

于“浙江村”的形成、结构、运作、变迁，“浙江村人”作为“外来人

口”在北京的生活、生产经营、乡情民愿、与流入地及户籍所在地管理

部门的互动等等，均加以极近距离的分析记录。  

本书时隔 20 年后修订再版，除对前版内容进行补充订定外，于新

增序言部分特别回顾了“浙江村”和中国社会自 2000 年以来的变化，

对“正规化”及“分割—攫取模式”进行了分析阐述。同时为便于历史

比照，增绘了 2017 年“浙江村”疏解前分布示意图。 

二、温铁军、张孝德：《乡村振兴十人谈--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解读》 

 

【作者简介】 

温铁军，“三农”政策专家，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

七届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

任，兼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

建学院执行院长、北京大学乡村振兴中心主任。先后承担了多个国家

社科基金和自科基金的重大、重点、一般、应急课题，以及教育部和

其他部委的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国家“985 计划”中国农村发展试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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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地（I 类）、北京市重点“农村发展管理交叉学科建设”等项目。  

张孝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炎

黄文化研究会文明传承促进会副理事长、中国乡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等职。他是国内最早研究生态文明和乡村文明的学者之一，跟踪研究

生态文明与生态经济研究 20 余年。 

【推荐理由】 

本书围绕乡村振兴话题，邀请长期在线关注、研究、践行乡村建

设的十位专家学者开讲乡村振兴战略十堂课。从全球危机到中国战略

转型中的乡村建设，从乡村遇工业文明衰到逢生态文明兴，从发展什

么样的农业到建设什么样的农村，从文化建设是重点到产业兴旺的乡

村振兴之道，从双层经营三位一体的体制框架到综合性农协的构建是

重建乡村社会基础等等观点进行了一次汇聚，为乡村振兴建设基层领

导干部提供了启发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