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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森林公安撒"天网"保护野生动物 

2014-04-01，河南——河南省森林公安局发出通知，

从 4月 1日起将在全省开展为期 3 个月的集中打击破

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专项行动的打击

重点包括：非法收购、出售象牙、犀角、虎豹皮等濒

危物种及其制品行为；利用邮政、物流、快递、客货

运等渠道，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餐饮场

所、集贸市场、药材交易市场、花鸟宠物市场、古玩

城等地非法收购、出售野生动物行为；走私象牙、虎

豹皮、熊掌、穿山甲片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行为。据

介绍，为提升打击效能，专项行动还将广辟网上战场，

以 QQ 群、拍卖网站、电子商务网站、供求信息发布

网站以及提供论坛、博客服务的网站和搜索引擎为重

点，集中打击和遏制野生动物网络犯罪活动。阅读原

文 

 

上海海关查获疑似濒危活体龟 35 只 

 

2014-04-02，上海——3 月 31 日，上海海关驻邮局办

事处在寄往加拿大的特快出境邮件中查获疑似濒危

活体龟 35 只。阅读原文 

 

云南磨憨边防检查站查获走私老挝红木 780 公斤 

2014-04-03 ，磨憨——4 月 2 日，云南公安边防总队

磨憨边检站查获一起走私红木案，缴获走私老挝大红

酸枝木 780 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当日上午 9

时，该站口岸监护中队官兵在对一辆老挝万象至中国

昆明的国际班车进行入境检查时，在车辆轮胎正上方

的货厢内查获走私老挝大红酸枝木 780 公斤，价值 4

万余元。目前，该案件已移交勐腊海关处理。阅读原

文 

 

男子非法出售象牙等野生动物制品获刑 

2014-04-04，天津——2013 年夏天，刘某从外地成批

购进象牙制品和盔犀鸟制品后，在天津市和平区某市

场非法出售。公安机关接报后赶赴现场，将刘某当场

抓获，并收缴未出售象牙 2.068 公斤和盔犀鸟制品 17

件。2014 年 3 月底，法院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

年，并处罚金 9000 元。阅读原文 

 

广州海关在进境邮件中查获活体陆龟一批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4 月） 

http://hn.cnr.cn/hb_1/201404/t20140401_515200955.shtml
http://hn.cnr.cn/hb_1/201404/t20140401_515200955.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01894.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police_and_frontier-defence/content/2014-04/03/content_5423825.htm?node=23298
http://www.legaldaily.com.cn/police_and_frontier-defence/content/2014-04/03/content_5423825.htm?node=23298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4/04/04/0117978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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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3 ，广州——3 月 23 日，广州海关驻邮局办

事处关员在对一件从泰国进境的邮件进行查验时，查

获藏匿在邮件内的陆龟 17 只。目前，这批陆龟已移

交口岸检验检疫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温州男子非法收购虎尸获刑 7 年半 

2014-04-03，温州——2014 年 1 月 8 日上午，温州闹

市区惊险老虎尸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4 月 3 日，温

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非法收购一级保护动

物的王某构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动物罪，判处其有

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0 元。审判

现场来自温州市餐饮业协会代表、鹿城区社区代表、

鹿城区区直机关代表等 70 余人旁听此案。阅读原文 

 

海关濒危物种搜查犬在广州一天连查两走私案 

2014-04-03，广州——广州海关缉私犬队日前在白云

国际机场运用濒危物种搜查犬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

进行检查，先后在两名旅客行李物品内查获象牙制品、

穿山甲鳞片等共计 920 克。这是广州海关首次运用濒

危物种搜查犬查获濒危物种走私案件。据悉，目前广

州白云机场的濒危物种搜查犬“金凯”主要以象牙及

其制品、穿山甲鳞片、犀牛角、虎骨、大象皮、活体

龟、沉香等濒危动植物制品为搜查目标。阅读原文 

 

“改变消费行为 减少非法野生物制品需求”专家研讨

会召开 

 

2014-04-03，北京——2014 年 3 月 25-26 日，中国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CWCA）、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TRAFFIC）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北京联合

举办了“改变消费行为·减少非法野生物制品需求”专

家研讨会，来自政府主管部门、NGO 和相关企业的代

表共计 50 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非法野生物贸

易已经严重威胁着濒危野生物种的生存。在减少非法

野生物制品的需求上，除政府执法部门严厉打击非法

野生物制品的贸易外，还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研究，一

方面要减少非法野生物制品的市场供应，另一方面要

对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做出研究与分析，通过创新的

方法和措施，减少其对非法野生物制品的需求和消费

行为。阅读原文 

   

老港海关查获 400 件沉香木制品 

2014-04-03，深圳——深圳市创天丰科技有限公司委

托广州某报关有限公司黄埔分公司向黄埔隶属老港

海关申报进口鸭子摆件（装饰品）/柚木制 400 件等

家具制品一批，经现场开箱卸货查验，发现为名贵、

濒危的物种沉香木，进口时需出具《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允许进口证明书》。目前此案正

在进一步处理中。阅读原文 

 

上海又一象牙制品刑事案宣判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404/20140403105408_11188.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4-03/6028442.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4-03/6028451.s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51caffb01452a853c030107.html
http://gd.people.com.cn/n/2014/0403/c123932-209229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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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03，上海——2013 年 4 月，被告人卢某在其

租赁的上海吉凯花鸟古玩市场，非法出售象牙制品时

被公安和野保执法人员抓获，并当场从上述摊位内查

获象牙制品 17 件，重量为 472 克（连金属部分）。

近日，虹口区人民法院对卢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一案公开审判，认定卢某犯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阅读原文 

   

黑龙江绥芬河边防参与破获濒危物种走私大案 

 

2014-04-08，绥芬河——2014 年 2 月底，绥芬河市公

安边防大队获得线索，有人要贩卖走私的虎骨，大队

立即组织力量跟踪布控，最终发现黑龙江省东宁籍男

子郝某从他人手中购买了一批走私虎骨，正在绥芬河

市寻找买家。3 月 11 日凌晨，专案组人员在绥芬河市

和东宁县两地分别开展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郝某及

王某，并在搜查现场查获疑似虎骨 10.93 公斤、冰冻

熊掌 30 只共 47.19 公斤。经审查，2013 年 11 月，犯

罪嫌疑人王某以 16 万元人民币价格从一名外籍入境

货车司机手中购买了一批虎骨和熊掌，后以 22 万元

人民币的价格将虎骨转卖给郝某，郝某随后准备再次

联系买家进行交易牟利。目前，两名涉案犯罪嫌疑人

已被刑事拘留，此案已移交绥芬河海关缉私分局进一

步处理。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查获走私小叶紫檀 660 公斤 

 

2014-04-09，深圳——深圳海关查获一宗走私珍稀木

材案，抓获涉案人员 2 名，缴获涉嫌走私长为 1.5 至

3 米长的珍稀小叶紫檀木 26 根，约 660 公斤。据嫌疑

人供述，该批木材是用船从香港偷运至深圳销售牟利。

目前，两名涉案人员已被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长春海关一周连破 4 起走私珍稀植物案 

2014-04-09，长春——3 月 28 日至 4 月 1 日，长春海

关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连续破获 4 起走私国家一级

保护珍稀植物红豆杉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 人，查

扣通过邮寄渠道从境外走私入境的红豆杉树苗共计

447 株。 阅读原文 

 

广东深圳边防查获大批走私野生动物制品案值110万 

 

2014-04-09，深圳——4 月 8 日，广东公安边防总队

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5/node18454/u21ai861639.html
http://mil.huanqiu.com/china/2014-04/4956347.html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4-09/6045955.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023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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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边防支队安乐边防工作站官兵在大铲湾附近海

域查获一宗走私野生动物制品案，当场查获涉嫌走私

貂皮 1200 余张以及穿山甲鳞片 6 箱，案值约人民币

110 万元。阅读原文 

    

深圳罗湖海关在洗衣液瓶内查获象牙制品 

2014-04-11，深圳——3 月 17 日晚上 8 时左右，内地

男子吴某手提一个装了 1大瓶洗衣液及一些食品的透

明塑料袋，随着人潮从罗湖口岸入境时，关员发现其

行李过于简单，将其截停检查。检查中关员发现当事

人所携的洗衣液没有液体的感觉。拧开后，关员发现

里面塞满了用塑料袋包裹的条块状象牙制品 3.6 公斤。

当事人向关员坦承他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是

帮人带货并收取 200 元港币的带工费而已。阅读原文 

 

“关注非法野生物贸易—2014 年爱鸟月活动暨猛禽摄

影展” 启动仪式举行 

 

2014-04-14，北京——由国家动物博物馆、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飞羽视界

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关注非法野

生物贸易—2014 年爱鸟月活动暨猛禽摄影展” 启动

仪式 4 月 13 日在国家动物博物馆举行，来自社会各

界近百人参加了启动仪式。活动仪式上，主办单位还

对杜绝野生物非法贸易的电商进行了表彰，赶集网、

淘宝网、华夏收藏网荣获最具社会企业责任奖，文玩

天下网、盛世收藏网荣获保护野生动物优秀贡献奖。

来自北京四中和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还

表演了科普剧“蚂蚁的力量”。阅读原文 

  

广西楠木山边境检查站查获走私鹰嘴龟和鲨鱼皮 

 

2014-04-17，防城港——4 月 12 日下午 17 时 40 分左

右，广西公安边防总队防城港市边防支队楠木山边境

检查站执勤官兵依法对一辆由东兴开往北海的解放

牌重型厢式货车例行检查时，查获用编织袋包装的鲨

鱼皮 18 袋（经称重共计 1.16 吨）。于是，执勤官兵继

续加大检查力度，遂顺着声响在车厢最里面查获一箱

用泡沫箱存放的活体鹰嘴龟共 30 只。经查，司机无

法提供该批鹰嘴龟及鲨鱼皮的合法手续，执勤官兵遂

将该批鹰嘴龟、鲨鱼皮暂扣作进一步处理。目前，该

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阅读原文 

 

越南男子广西倒卖犀牛角遭劫 中越警方联手破案 

2014-04-17，防城港——三名越南籍男子到中国广西

防城港东兴市贩卖重 9.7 公斤、价值 250 多万元人民

币的 3 只犀牛角，交易时被对方一伙人持刀抢劫，而

“交易”介绍人也因此被拘禁在越南芒街。目前，该

案多名嫌疑人已分别被中越警方抓获。阅读原文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4-04/09/c_126372261_5.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4-04/11/content_5440446.htm?node=20908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51caffb01456046766603b3.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x/201404/20140416150357_11284.html
http://www.gx.chinanews.com/2014/1913_0417/8859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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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豹骨入境却谎称鹿骨 厦门海关查获美洲豹皮骨 

2014-04-18，厦门——高崎机场海关在例行入境 X 光

机检查时，发现一名搭乘由阿姆斯特丹飞抵厦门飞机

的华裔女旅客行李箱中装有报纸包裹的美洲豹皮骨，

这名女旅客称，这是她带回来泡酒的鹿骨。这是该关

首次在旅检渠道查获此类濒危物种。阅读原文 

 

北海海关查获活体穿山甲 24 只 

2014-04-23，北海——北海海关缉私分局接到群众举

报，称北海市合浦县某农场有一走私野生动物窝点。

该分局立即派员调查，迅速摸清了该窝点情况：走私

团伙将从越南收购的穿山甲通过中越边境偷运入境，

利用改装的小轿车运至北海市合浦县该农场内，再运

往广东等地伺机销售。4 月 11 日下午，该分局对该团

伙实施了抓捕行动，当场查获涉嫌偷运走私的活体穿

山甲 24 只，每只穿山甲约重 1～9 公斤不等，查扣涉

案小轿车 4 辆和假车牌 10 副，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名。 目前，北海海关缉私分局已对 10 名涉案嫌疑

人刑事拘留，并将缴获的 24 只穿山甲交由林业主管

部门处理。 阅读原文 

 

姚明在 2014 世界旅游旅行大会上呼吁保护野生动物 

2014-04-25，三亚——前 NBA 著名运动员、姚基金创

始人姚明，25 日作为特邀嘉宾参加 2014 世界旅游旅

行大会分议题“超越经济：旅游及旅行业的新使命”

的讨论。姚明特别带来了他参与拍摄的 3 部简短的公

益宣传片，包括保护大象和犀牛，拒绝购买象牙和犀

牛角制品，以及拒绝鱼翅，呼吁大家保护野生动物。

阅读原文 

        

云南怒江边防查获走私白眉猴骨 

 

2014-04-28，怒江——近日，云南公安边防总队怒江

支队鹿马登边境检查站在中缅边境亚坪通道开展流

动查缉时查获一起非法走私野生动物制品案件，从犯

罪嫌疑人双某携带的挎包中查出疑似白眉猴头骨 7块。

犯罪嫌疑人双某借助雪山的的掩护，企图将其非法捕

获的白眉猴头骨偷运入境，殊不知刚入境就被开展流

动查缉的边防官兵抓获。阅读原文 

  

防城港一男子非法运输穿山甲被公诉 

2014-04-28，防城港——2014 年 1 月 24 日凌晨，叶

某某受他人雇请将运输一批穿山甲前往广州。当车行

驶至钦东高速公路3公里处时，被公安民警拦截检查，

叶某某弃车逃跑，但最终被公安民警抓获，公安民警

从车上查获穿山甲 37 只。4 月 28 日，叶某某被广西

防城港市港口区检察院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提起公诉。阅读原文 

 

非法收购濒危野生动物 15 人受审 

2014-04-30，钦州——4 月 28 日上午，一起因涉嫌非

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犯罪案在钦州

市钦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共有 15 名被告人

到庭受审。本案由广西区森林公安局侦查终结，经自

http://xm.ifeng.com/news/xiamen/xiamen_2014_04/18/2149698_0.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03919.htm
http://www.chinanews.com/ty/2014/04-25/6108129.s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yunnan/201404/20140428111140_11365.html
http://news.jcrb.com/Biglaw/CaseFile/Criminal/201404/t20140428_13831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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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区高级法院指定管辖，由钦北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

公诉机关指控，2013 年 3 月至 5 月间，被告人徐光健

先后 3次在广东湛江市辖雷州市龙门镇后排管区上村

收购 3 只被宰杀肢解的老虎（每次一只，共三只）后，

组织、指挥、策划张广贵等十四名被告人将肢解后的

老虎制品运输回广西南宁。当天庭审进行了法庭调查，

庭审旁听人员包括被告人家属、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社会各界人士共 100 多人。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

理之中。阅读原文 

 

广西边检站查获走私象牙制品 30 余件 

 

2014-04-30，友谊关——广西边防总队友谊关边检站

近日从一名入境旅客身上查获走私象牙制品 30余件。

边检站没有透露这名旅客的国籍。据介绍，执勤人员

在旅客入境检查时，发现这名旅客拉着两个大纸箱在

边检候检区一直打电话，迟迟不通过边检通道办理入

境手续。经检查，边检人员从该名旅客的裤兜和袜筒

中查获大量象牙制品，包括雕塑、手镯、佛像等共计

30 余件。目前，嫌犯已被移交给相关部门，接受进一

步调查处理。阅读原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51caffb0145af5ceefa07ae.html
http://gb.cri.cn/42071/2014/04/30/7371s452464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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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动植物公约新增 16 个物种 

2014-04-03，瑞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公约》秘书处 2日在日内瓦发布公报说，应巴基斯坦、

俄罗斯和尼加拉瓜的要求，16 个物种添加至该公约附

录的区域性贸易管制物种名录内。据介绍，收录上述

树木、哺乳动物及鸟类的最新目录将在今年 6 月 24

日生效，这意味着，上述物种及其任何产品在跨国贸

易时应交验出口许可证和原产地证书等。阅读原文 

 

比利时公开销毁非法象牙 

 

2014-04-11，比利时——比利时政府与国际爱护动物

基金会 4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联合举行了 1.5 吨查没象

牙的公开销毁仪式，表示坚决打击象牙非法交易。据

介绍，销毁的约 1.5 吨象牙是比利时海关及执法机构

自 1989年欧盟禁止象牙流入后的 25年间没收的象牙

原牙及制品。其中一半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其他主

要来自布隆迪、加蓬、马里和刚果共和国等非洲国家。

阅读原文 

 

美国新法禁止象牙买卖惹恼收藏家 

2014-04-11，美国——近日，美国通过了一项禁止象

牙买卖的法案，旨在保护濒临灭绝的大象。新规一出

台就引起了音乐家、古董商、收藏家和成千上万收购、

制作及销售象牙的商家之间的骚动。社会活动人士警

告说，物种灭绝确实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想扭转这

令人担忧的趋势，就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来打击这种严

重的犯罪行为。否则，我们将无法再看到某些生物种

群，甚至整个物种都会消失。各国应尽快达成协议，

早日签署和严格执行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禁令。阅读原

文 

 

南非一公园办公室遭窃近40条犀角丢失 疑内贼所为 

 

2014-04-24，南非——日前，南非一家省级公园办公

室夜间遭窃，窃贼用磨刀锉开办公室大门并从中盗

走数十只犀角，这些犀角据初步估计能够在黑市换

取巨额财富。本周末内尔斯普雷特的东北部城市正

刮起一股打击犀角的黑市交易风潮。内尔斯普雷特

拥有世界上大多数犀牛，于是这里也就成为南非偷

猎者藏污纳垢的天堂。去年，当地媒体就曾报道 66

条在黑市价值数百万的犀角于南非林波波省一个私

人野生动物保护区被盗。窃贼用喷灯闯入存放犀角

的地方实施盗窃。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4 月）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4/03/c_1110088469.htm
http://news.hexun.com/2014-04-11/163821846.html
http://money.163.com/14/0411/17/9PIL2P7G00254TI5.html
http://money.163.com/14/0411/17/9PIL2P7G00254TI5.html
http://news.163.com/14/0424/15/9QJU9TM300014J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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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非洲象被大量偷猎 象牙走私量创新高 

2014-04-28——《华盛顿公约》秘书处日前得出的一

项调查结果显示，2012 年至少有 2.2 万头非洲象被偷

猎，2013 年的偷猎数量也基本延续了这一势头。被查

获的走私象牙数量从 2009 年开始急剧增加。2013 年

单次查获量超过 500 公斤的大规模象牙走私案有 18

起，虽较 2011 年的 21 起有所减少，但总量却达到

41674 公斤，创下 5 年来新高。秘书处相关负责人警

告称“如果不对这一趋势加以遏制，多地的非洲象将

灭绝”，呼吁象牙主要消费地日本等亚洲各国加强对

象牙走私的查处。阅读原文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4-28/61130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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