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8 月）
2014-08-07，绍兴，浙江— 2013 年 11 月 14 日，

福州海关破获 7000 万特大红木走私案

北京森林警方向绍兴森林公安发来了一条线索：有
一个叫“邹乙”的人在网上发帖叫卖蟒蛇。11 月

2014-08-02，福州，福建——2013 年 11 月 8 日，

18 日下午，警方在邹某住处查获了 150 条蟒蛇、

福州海关与福建海警一支队联手在莆田海域兴化水

蚺蛇和 3 条巨蜥，很多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根

道查扣 3 艘船，查获红木约 300 吨，船员 8 名。11

据其供述，专案组人员辗转广东、福建、上海等省

月 24 日，漏网的 300 根红木被追回。至此，该船走

（市）和省内的 7 个地市，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私入境的红木全部被追回。据悉，该案共查获走私木

19 名，成功解救蟒蛇、蚺蛇、巨蜥、陆龟等珍贵、

材 3394 根，重 350 余吨，其中被列入《濒危野生动

濒危野生动物 331 条（只），案值达 900 余万元。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的卢氏黑黄檀 225 根、

目前已有 5 宗案件 13 人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马达加斯加紫檀 3169 根，总案值 7351.4 万元人民币，

阅读原文

涉嫌偷逃税款 718.56 万元人民币。主犯邱某交代涉
案红木全部来自马达加斯加的事实。目前主犯邱某已
被移送莆田市检察院审查起诉。阅读原文

兄弟贩卖濒危 37 条眼镜蛇锒铛入狱
2014-08-11，温州，浙江--发生在今年 1 月 8 日的
“东北虎现身闹市区一案”的卖家受审。他们分别

香港女子行李中藏 20 张完整鳄鱼皮 深圳闯关被截

是 34 岁的尹某，37 岁的王某（女）和 41 岁的冯
某，都是安徽宿州人。法庭上，王某则委屈地说，

2014-8 月初，罗湖，深圳—8 月初，罗湖海关在 1

“老虎案”发生后，很多人说老虎是国家保护动物，

名入境香港女子随身行李中查获 20 张疑似鳄鱼皮，

她才知道自己犯了法。“在我们老家，每家每户都

重约 5 公斤。当事人称，这是她帮一位做皮革生意

有三五只老虎，活着的老虎不值钱，死了的才值点

的朋友从香港带过来的。经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

钱。”公诉人认为，尹某、王某、冯某非法收购、

中心确认，该案涉案物品为鳄鱼皮，被列入《濒危

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情节特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I，属

别严重，应当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该案已转交缉私部

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因尹某和王某系自首，冯某
系从犯，最终，公诉人建议法庭判处尹某和王某有

门处置。阅读原文

期徒刑 7 年至 9 年，判处冯某有期徒刑 6 年 6 个月
至 8 年 6 个月。法庭没有当庭宣判。阅读原文
特大贩卖野生动物网络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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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学生暑期“挣外快”，携 4.6 公斤象牙入

江西高速交警在南昌东查获大量重点保护动物

境被查

2014-08-15,南昌，江西——8 月 15 日清晨 7

2014-08-12，深圳，广东--一福田口岸旅检入境大

时许，省交警总队直属一支队二大队民警在福

厅，皇岗海关关员对一位不到 20 岁，学生打扮的

银高速南昌东收费站例行检查时，查获 44 筐

青年进行例行检查。在其背着的一个红色的大背包

野生动物，包括果子狸等省级重点保护动物。

内发现大量用报纸包裹着的圆柱形的硬物，经鉴定，

司机交代：他从景德镇出发，准备送到南昌抚

这些硬物居然是象牙原牙的切块，共计有 24 件，

生路。”在现场，司机陈某称自己只负责运输，

总重达 4.6 公斤。经询问：当事人温某年仅 20 岁，

货主并未随车同行。至于这些动物要被送去做

是深圳某高校的学生，他称此次带象牙入境纯粹是

何处理，他均不知情。目前，南昌森林公安已

想替人带货赚取“外快”牟利，托其带货者许诺了

介入调查。阅读原文

其 300 元的带工费。目前，该起案件已被海关缉私
部门刑事立案。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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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伪报“台球”进境 南京海关依法查扣

活动的严正立场，有利于提升公众保护野生动

2014-08-18，南京，江苏——南京海关隶属金陵海

物的意识。此次活动也是中国海关与国际社会

关驻邮局办事处在对进境 EMS 特快邮件进行 X 光机

共同保护野生动物、合作打击走私活动所采取

检查时发现，两件邮包成像可疑。这两件邮包寄自

的行动。阅读原文

法国，申报品名为“人造宝石台球”。经进一步开
箱查验，发现疑似“象牙”台球 11 个，分别重
140 克—190 克不等，合计重量约 2000 克。这些台
球以乳白色为主，明显具有象牙网格纹特征，初步
判断为象牙制品。该进境行为已违反国家限制进境
物品相关规定，金陵海关依法予以查扣。阅读原文

中国海关向巴基斯坦移交 204 只走私黑池龟
2014-08-18，红其拉甫口岸，新疆——204 只

走私黑池龟被中国方面移交巴基斯坦。这是中
国海关与巴基斯坦海关首次开展国际合作，也
江门海关在运动鞋中截获 12 件象牙制品

是中国海关首次成功返还被没收活体走私濒危
动物。据了解，此批黑池龟是乌鲁木齐海关下

2014-8-20，江门，广东——据江门海关缉私局相

属喀什海关根据情报，于今年 6 月 13 日在喀

关工作人员介绍，现场查验人员在对该批共 1876

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某砖厂附近设

件邮包检查时，发现 4 个寄自美国申报品名为鞋和

卡盘查时，从一辆皮卡车上查获的。喀什海关

服装的邮包在进行 X 光机检查时出现图像异常。经

根据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很快破获了这起

开包查验，发现邮包内波鞋明显超重，打开纸鞋托，

特大濒危野生动物走私案件，查获走私入境黑

里面的秘密立现端倪：波鞋内藏匿着 12 件雕刻人

池龟 229 只。经过关员两个多月的精心哺饲，

物的疑似象牙制品，净重 3386 克。经华南野生动

现存活身体状态良好的黑池龟 204 只。迎接该

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这些物品被确定为象牙制品。

批黑池龟回乡的巴基斯坦信德省野生动物保护

经查，寄件人为同一个人，申报品名均为鞋子。
“这 4 个邮包都是寄往天津的，都在江门中转，但

局局长加外德•阿合卖德马哈尔告诉记者，巴

收件人为 4 个不同地址、不同人名。”该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该关与此 4 名收件人取得联系后，4 人

基斯坦首次与中国合作移交黑池龟，这也是南

均否认曾购买邮包内物品，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亚国家首次接到移交的走私濒危物种，这在世

办中。阅读原文

界各国中是极少见的。这让巴基斯坦乃至国际
社会看到了中国政府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规定、打击濒危物种非法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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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1，珠海，广东--

中午，在拱北口岸旅

检出境大厅，一名中年外籍男子未按规定将行李过
机检查，经过海关查验台时，将原本背在左肩的蓝
色旅行袋换到了右肩，避开了关员的视线。关员将
其截查后发现，该名来自埃及的男子携带的简易旅
行袋内竟装满了干海马，重约 7.1 千克。据国家规
定，海马属我国二级保护动物，旅客携带其活体、
死体以及部分、产品进出境均须向主管部门申领相
关证件。目前，海关正对该案进一步调查。阅读原
文
青岛海关查获邮寄进境黑熊皮

2014-08-20，青岛，山东——青岛海关驻邮局
办事处关员在对一件寄自美国阿拉斯加的邮件

进行 X 光机查验，该邮件申报品名为地毯，但
X 光机图像显示出现异常的不规则形状，遂开
箱进行内件查验，发现带有头部及四肢的黑熊
皮一张。经鉴定，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皮。
目前已予查扣并作进一步调查处理。阅读原文

福州花鸟市场宠物店贩卖濒危动物 涉案超百万
2014-08-21，福州，福建--省森林公安联合林业厅
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在福州花鸟市场一宠物店内，
捣毁一个野生动物违法贩卖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
三名，行动共查获国际公约附录濒危物种 12 只
（条），其中缅甸龟 2 只、高冠变色龙 2 只、巨蜥
1 只、棕蜥 1 只、球蟒 2 条、黄金蟒 1 条等。据悉，
这是一起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系列案的其中一件，此系列案件为我省
建警以来侦破的最大一起。阅读原文
拱北口岸截下 7.1 千克干海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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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警方破获购销濒东北虎案
2014-8-22，三门峡，河南——河南三门峡市森林
公安近日辗转山东、河南等 6 省追捕，追踪 2 万余
公里，破获一起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案，成功营救一只东北虎幼虎。目前已
抓获犯罪嫌疑 9 人。在侦破这起案件过程中，三门
峡森林公安还收缴黄金蟒、网纹蟒 2 条、美洲鬣蜥
1 只、草原斑猫 1 只、其他蜥蜴 5 只，以及虎皮 1
张。阅读原文
德州查获 70 多公斤非法象牙制品 价值 300 多万元

2014-08-27，德州，山东——7 月 21 日下午，
德州京台高速鲁冀公安检查站在日常检查时，
发现一悬挂福建车牌的奥迪轿车行迹可疑，于
是将其拦截，进行日常检查。在该车后备箱发
现 18 根大小不一的乳白色物体和大量的手工
艺品。据鉴定，该批被查扣的物品为象牙段及
其制品，总重量 70 多公斤，涉案价值
322.5026 万元。乳白色的不规则柱形物质为未
加工的象牙，根据颜色，初步推测为亚洲象象
昆明海关查获走私活体穿山甲
2014-08-26，腾冲，云南——

牙。目前，案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阅读原文
8 月 26 日傍晚，

当事人驾驶摩托车绕越腾冲猴桥联检楼，被海关缉

利用“微信”出售违禁动物制品

私人员拦下。缉私人员当场从藏匿于车上的塑料袋

三名犯罪嫌疑人

被批捕

内查获穿山甲 4 只，包括 1 只成体，3 只幼仔。穿
山甲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

2014-08-27，仙游，福建——仙游男子陈某某成立

CITES）附录 II 列名保护的物种，也是我国二级保

了以自己为核心的"陈氏集团"，从 2013 年开始，

护动物。

利用手机微信"玩玩群"进行大量犀牛角、象牙、盔
据介绍：今年昆明海关开展打击走私濒危物种

犀鸟头冠骨等制品图片的广告和宣传，很多购买者

的“守卫者”专项行动以来查获多起走私珍贵动物

先后加入其微信，从 2013 年开始至案发止，通过

及其制品案件，查获一批象牙、穿山甲及甲片、干

微信平台，先后与广东、江西、辽宁等全国二十多

海马、大壁虎、野生龟。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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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方的购买者进行大量批次的犀牛角、象牙、盔

现象，组织民警秘密侦查发现，一名姓严的男子在

犀鸟头冠骨等制品非法交易。

广州市荔湾区康王中路蓝港（国际）珠宝交易中心
三楼某档非法经营象牙制品，森林分局迅速派出民
警到珠宝交易中心附近进行秘密布控，7 月 23 日

今年 7 月，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晁某某，以及

晚，该严姓男子前往康王中路华林国际 C 馆门口广

向该二人非法收购犀牛角珠串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

场接收快递包裹后离开，侦查民警当即将其抓获，

相继被仙游警方抓获。此外，同时，向该二人非法

并在其接收的两个包裹内查获疑似现代象牙制品珠

收购犀牛角茶杯、茶壶的犯罪嫌疑人也被警方立案

链 6 串。

侦查。阅读原文
经查，该男子叫严某胜，侦查民警随即前往康王中
路蓝港珠宝交易中心三楼某档依法检查，当场在该
档口内查获佛牌、佛像、手镯等形状的疑似现代象

23 人团伙走私名贵木材 1.4 万吨落网 案值超 10 亿元

牙制品共计 875 件，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向某丽，经

2014-08-28，广州，广东--广州海关 28 日披露，该

调查证实，严某胜、向某丽二人是夫妻关系。

海关日前成功破获一起以伪报品名方式走私名贵红木
案，涉及走私进口小叶紫檀、交趾黄檀、微凹黄檀、

侦查民警队依法在其住所进行搜查，在其客厅及房

花梨、花枝等名贵木材合计 1.4 万吨，案值约为 10.5

内查获圆珠、珠链、手镯等形状的疑似现代象牙制

亿元人民币，被抓的 23 名疑犯中，包括一名香港某公

品共计 414 件以及原牙 4 根。两名犯罪嫌疑人及查
获的疑似现代象牙制品共约 1300 多件被带回分局

司老板骆某。

作进一步调查。

经审讯查明，2013 年 9 月至案发，以唐某、佘某

经鉴定，本案涉案的 1295 件及 4 根疑似象牙制品

为首的通关走私团伙开始在佛山口岸从事木材走私进

中 1174 件及 4 根象牙制品是现代象牙制品，总净

口活动，并拉拢香港某物流公司老板骆某合伙，层层

重 24.572 千克，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转包进行木材走私进口。该团伙采取伪报品名、低报

公约》附录Ⅰ；仿象牙制品 121 件，共重 0.412 千

价格的方式，从佛山某码头以“安哥拉紫檀”的货物

克（已发还）。日前，两人已被市检察机关批准逮

名称申报进口小叶紫檀、交趾黄檀、微凹黄檀、花梨、

捕。阅读原文

花枝等名贵木材合共 72 票、615 柜，申报价格 1000 元
每吨，案值约为 10.5 亿元。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院
审查起诉。阅读原文

饰品夫妻店“兼职”卖象牙
2014-08-28，广州，广东——森林分局针对近期荔
湾区康王中路某市场有人非法暗中交易象牙制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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