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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万物种被列入禁售
阿里年宣导野生动植物保护 300万次

长江白鲟没能进入 2020 年，
被宣布灭绝，保护野生动植物再
次引发热议。

近日，在京举办的第四届新
“枫桥经验” 大会现场， 阿里安
全、阿里巴巴公益宣布联合全球
多 家 公 益 机 构（IFAW、TNC、
WWF、WAP、TRAFFIC 等）共同
发起“爱灵计划”。

阿里安全的工程师介绍，
用户即日起在淘宝搜索“爱你
2020”，即可登录保护野生动植
物的小程序“灵憩”，选择成为
小程序列举的某个物种的守护
者，“一来是宣导各类野生动植
物保护知识， 同时为搜索某个
野生动植物的用户提供替代
品，比如野生兰花，从以往经验
看， 大多数用户在了解其濒危
现状后， 都会选择购买人工培
育的兰花。 ”

阿里透露， 目前， 有超过 3
万物种在平台禁售；2019 年，淘
宝共拦截、 清理相关违规信息
135 万条，4.3 万人参与了举报，
2700 多名志愿者和安全风控技
术 24 小时在线“巡逻”，保护野
生动植物的宣传教育页面被浏
览超过 300 万次。

以技术助守野生动植物

在长江白鲟外，更多物种也
在面临生存困境。 多家公益机构
提供的数据显示， 每年有超过 2
万头大象因为人们对象牙的需
求而被猎杀；当前全球野生虎的
数量不足 4000 只；2014 年中华
穿山甲就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评估为“极危”，几近野
外灭绝。

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却
依然猖獗。 2019 年，中国、新加
坡、 越南等国海关查获穿山甲
鳞片近 60 吨，相当于来自近 15
万只穿山甲。 尽管各国严打、各
大交易平台对线上违法信息严
防死守， 但近年来贸易金额仍
在不断攀升， 旺盛的需求成为
盗猎、 非法贸易屡禁不绝的重
要原因。

在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阿
里巴巴已持续投入近 20 年。 从
2000 年开始， 阿里就和国际性
组织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 (I－
FAW)、 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
织(TRAFFIC)长期合作，致力于
禁止野生物特别是象牙的网上

交易。此后，鱼翅、熊胆、海龟、活
体萤火虫等超过 3 万多个物种
进入阿里的禁售名录，甚至对相
关捕猎工具也进行严格管控和
打击。

服务阿里巴巴经济体的各
类业务场景， 阿里安全风控大
脑作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核
心能力， 通过人工智能算法等
前沿技术，可对文本、图片、视
频、 直播等内容进行全面的检
测， 实现对涉及野生动植物违
规信息的毫秒级识别。 数据显
示，2019 年， 淘宝共处理拦截、
清理野生保护动植物相关违规
信息 135 万条， 涉及 834 种动
植物。

“在淘宝上搜索象牙、穿山
甲等禁售物种，消费者看不到任
何商品，会直接弹出宣传教育页
面。 ”阿里安全资深运营专员行
妥表示，仍有很多商家以偷换图
文介绍等方式，企图绕过技术检
测，“我们号召志愿者进行人工

‘巡逻’， 并在全网开设举报入
口，用户发现商品和店铺可一键
举报，2019 年共有 4.3 万人举报
14 万件违规商品信息，平台均进
行了严格处理。 ”

联合 NGO 创新保护模式

野生动植物保护这一社会
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努力。 2016
年，在阿里安全的推动下，国家
多个部门联手多家公益机构，共
同制定了第一个互联网野生动
物及其产品网络交易审核标准，
阿里成为该标准首家试点单位。
此外，阿里还联合几大互联网企
业，成立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

易联盟，对该类违法行为进行联
合防治。

阿里安全专家邵丽蓉表示，
鹦鹉、松鼠、陆龟等属于国家保
护动物，个人不能饲养；八哥、画
眉、 麻雀等也是三有保护动物，
捕杀是违反刑法的行为等，也是
很多人的认知盲区。 针对这一情
况，阿里安全在淘宝平台进行野
生动植物的普及教育宣传，以野
生兰花为例，在发布宣传教育内
容后，守护野生兰花的人数上涨
9 倍， 绝大多数用户在了解了野
生兰花的现状之后都选择购买
人工培育的兰花。

相比单纯地禁止买卖，信息
普及之后，用替代品来满足消费
需求，成为阿里安全与多家公益
机构联合探索出的新模式。“在
宣传教育的同时，纠正大众的日
常购买行为，比如用果壳、核雕
来替代象牙雕刻，用生态游来替
代饲养陆龟、鹦鹉、萤火虫等行
为。 ”多家公益机构负责人表示，
只有从根源上解决供需问题，减
少对野生动植物的伤害，才能真
正保护它们。

据介绍，阿里与多家公益机
构联合发起的“爱灵计划”，预计
将覆盖超过 3 万个物种，可精准
触达数百万的野生动植物制品
消费者，通过需求转化，每年可
拯救百万计的野生动植物。

（高文兴）
履行让灾区学生重返校园承诺
卡塔尔航空再捐资广元希望小学 50万元

2020 年 1 月 14 日， 由浙江
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绍兴市残
疾人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爱心暖
冬”捐赠活动在绍兴市残联康复
训练中心举行，太阳雨集团作为
活动协办单位、爱心捐赠企业出
席本次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推进浙江省
政府十方面民生实事“残疾人之
家”规范化建设工作。 浙江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陈玉国、
绍兴市残联党组书记王少军、太
阳雨集团总裁陈荣华以及绍兴
市各区、县（市）残联负责人，炉
峰禅寺慈联会会员，残联机关工
作人员等 150 余位嘉宾共同见
证捐赠仪式。

太阳雨集团总裁陈荣华在
捐赠仪式上代表爱心企业致辞
时表示：“残疾人朋友积极向上，
微笑面对生活的态度，让人肃然
起敬。 太阳雨‘阳光浴室’项目为

残疾人朋友送去清洁生活热水，
让我们心中倍感温暖与荣幸。 ”

“1999年成立以来，太阳雨的
公益脚步已经走了 20 年。 未来，
太阳雨仍将不遗余力地践行公
益，通过‘阳光浴室’等公益项目
帮助更多的残疾人群体解决生活
热水难题， 努力让每个生命沐浴
更多温暖与阳光。 ”陈荣华说。

早在 2009年，经民政部批准，
太阳雨便成立行业内首个国家级
公益慈善基金———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太阳雨公益慈善基金。

“阳光浴室”项目是该基金
的核心公益项目，利用太阳能技
术与产品，为面临日常生活热水
使用困难的个人或机构提供热
水解决方案，2009 年发起至今，
已经在全国捐赠“阳光浴室”超
过 1000 所，惠及广大偏远、贫困
地区中小学生及残疾人家庭。

（张明敏）

助残扶残，太阳雨“爱心暖冬”近日， 卡塔尔航空签署捐赠
协议，宣布将捐资 50 万元，继续
帮助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卫子镇
卡塔尔航空希望小学改善教育、
教学环境。卡塔尔航空是 2008年
汶川地震后， 首家在四川捐建希
望小学的外籍航空公司， 也是目
前唯一一家支持希望工程公益事
业的中东籍航空公司。

卡塔尔航空希望小学位于
四川广元市元坝区卫子镇，于
2010 年 6 月正式落成并投入使
用。在卡塔尔航空希望小学迎来
建校十周年、 希望工程迎来 30
周年之际，新捐资协议的签署标
志着学生们在未来将继续得到
更多的教育资源。卡塔尔航空新
捐助的资金将用于修建全新的

“卡塔尔航空多媒体教室”“卡塔
尔航空希望工程音乐舞蹈教
室”， 并为三至六年级的学生配
置多媒体电子教学平台，部分资
金还将被用于开展各类丰富多
彩的公益交流活动，助力莘莘学
子们的求学之梦。

卡塔尔航空亚太区高级副
总裁马万表示， 新捐资协议的
签署体现了卡塔尔航空积极承
担企业社会责任， 帮助灾区学
生重返校园的最初承诺。“我们
的目标是继续为学生以及他们
的家庭提供阳光向上的环境，
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加强
社区的关怀。 从最初加入希望
工程， 到见证卡塔尔航空小学
蒸蒸日上的办学发展、 为越来

越多学生提供追梦的机会，我
们感到十分骄傲和自豪。 ”马万
说，“在未来， 我们将继续履行
回馈中国市场的企业承诺，为
中国偏远贫困地区的学生创造
教育机会， 让每一个需要帮助
的孩子拥有光明的未来”。

据了解，早在 2008 年四川
汶川地震时， 卡塔尔航空援建
了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卫子镇
卡塔尔航空希望小学， 帮助灾
区学生重返校园。 该学校的落
成，让卡塔尔航空成为了首家、
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支持希望工
程公益事业的中东籍航空公
司。 10 多年来，卡塔尔航空持续
关注着这所学校发展。

在国际平台上， 卡塔尔航
空 还 大 力 支 持“Education
Above All Foundation”（教育至
上基金会） 发起的“Educate A
Child”（教育儿童计划），其旨在

大幅减少全世界被剥夺基础教
育权利的儿童数量。 这项计划
的发起人是卡塔尔王妃谢赫·
莫扎·宾特·纳赛尔殿下。

卡塔尔航空于 2003 年进
入中国市场， 开辟了多哈—上
海首条中国航线。 目前，卡塔尔
航空每周提供 45 班自中国 7
个门户城市往返多哈的航班服
务，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杭
州、重庆、成都及香港。

卡塔尔航空是一家屡获殊
荣的航空公司， 在 2019 年世界
航空大奖评选中，被国际航空运
输评级机构 Skytrax 评为“年度
最佳航空公司”。 在此次 Skytrax
的评选中，卡塔尔航空还凭借其
专利产品 Qsuite 空中套房赢得
了“全球最佳商务舱”和“全球最
佳商务舱座椅”奖项。此外，卡塔
尔航空还被颁发了“中东最佳航
空公司”称号。 （徐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