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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防城港边防查获走私貂皮 2799 张 

 

2013-12-02，防城港——11 月 30 日，广西公安边

防总队防城港支队破获一起特大涉嫌走私貂皮案，

查获貂皮 2799 条，价值逾百万元。据查，此批涉

嫌走私的貂皮是从越南偷运到中国，费尽心机绕开

了边境一线的层层查缉，却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边防

官兵的“法眼”。 阅读原文 

 

江门破获特大珍稀动物走私案 截获两千只穿山甲 

2013-12-03，江门——10 月 23 日江门海关根据群

众举报，在台山川岛以南附近海域截获嫌疑船。在

该渔船的甲板上摆满了用编织袋包好的泡沬箱，装

有走私进口冻体穿山甲 2041 只；穿山甲鳞片 1.54

吨；蟒蛇皮 1113 张；山瑞鳖肉片 186 公斤，案值

约 1800 万元，现场抓获走私嫌疑人 5 名。据嫌疑

人初步交代，这批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来自印尼。

阅读原文 

 

中国打击象牙非法贸易成效显著 

2013-12-0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的信息，过去 10 年，将近 700 人因走私野生动物

犯罪受到公诉，并被判处 3 年到无期徒刑不等的徒

刑，其中象牙相关的犯罪占一半以上。中国野生动

物执法，特别是象牙相关的执法积极主动。在执行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两年前成

立的国家部门间 CITES 执法工作协调小组（NICECG）

在加强相关政府机构间的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孟宪林介绍，中国（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对

走私象牙的严厉查处证明，中国正以极大的努力打

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活动。然而，查处并非终点，

我们正在对越来越多的犯罪分子给予法律制裁。中

国希望与所有的来源国、中转国和目的国加强更紧

密的合作，打击非法象牙贸易。只有加强合作，才

能有效打击犯罪，只要合作我们就能打赢这场战役。

阅读原文 

 

台湾破获渔船走私龟类等濒危物种案件 

2013-12-04，台湾——苏澳海巡队 3 日凌晨在宜兰

县北角 8.2 海里处登检苏澳籍渔船“明福升 6 号”，

起出幼鳗 247560 尾、黄喉拟水龟 1630 只、黄缘闭

壳龟 380 只及太阳锥尾鹦鹉 52 只。“明福升 6 号”

船的船长张锡坚(44 岁)与船员吴峻纬(50 岁)供称，

原本计划将这批动物载到淡水附近海域，到时就会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12 月） 

http://bf.people.com.cn/n/2013/1202/c223397-23713948.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12-03/content_10724877.html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72/content-6445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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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另艘船只接驳运往大陆，其余一概不知。阅读原

文 

 

厦门集中宣判四起走私濒危物种制品案 

2013-12-04，厦门——今年 1 月 16 日，被告人刘桂

华乘坐航班自非洲莱索托经香港从厦门高崎机场入

境，选择了无申报通道通关。海关关员经现场查验，

在刘桂华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内查获藏匿于抱枕内的

印章、手镯等疑似象牙制品 6 件，在刘桂华委托同

行人员林某携带的咖啡罐内查获印章、手镯等疑似

象牙制品 7 件，净重共计 1140 克，经鉴定均为象

牙制品，价值 4.75 万元。12 月 3 日，福建省厦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四起走私濒危物种制品案进行集

中公开宣判。判处被告人刘桂华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当日，法院还宣判了另外三

起公民携带濒危物种制品从境外航班入境并在通关

时选择无申报通道方式被查获构成走私的犯罪案件。

阅读原文 

 

非法运输象牙被告人领刑十年 

2013-12-04，北京——李某于 2013 年 3 月初，在未

经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通过物流公司

非法从广东省珠海市运输象牙牙尖 2 件到北京，经

鉴定价值人民币 211876.7 元。此外，李某还指使

黄某通过快递非法从广东省珠海市运输象牙制品

168 件到北京，经鉴定价值人民币 175209.74 元。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近日宣判了李某涉嫌非法运输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案，判处李某有期徒刑

10 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处罚金两万元。阅

读原文 

 

香港向南非归还走私犀牛角和象牙制品 

 

2013-12-08，香港——南非环境事务部 27 日接收了

中国香港特区归还的一批非法走私的犀牛角和象牙

制品，这批物品总价超过 1400 万人民币。这是南

非与香港缔结法律互助协议后，南非首次从香港索

回走私的野生动物制品。阅读原文 

 

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举办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

业务培训班 

2013-12-09，杭州——为了学习贯彻国家新的行政

审批制度，更好地履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进一步规范浙江省的野生动植物进出口

管理工作，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于 11 月 22 日在

杭州举办了浙江省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业务培训

班。来自全省近 50 家进出口企业的业务员参加了

培训,培训班内容包括履约及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

理知识、审批办证程序、今后管理政策变化趋势、

《进出口野生动植物种商品目录》的使用方法以及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3/12-04/5578630.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tw/2013/12-04/5578630.shtml
http://legal.people.com.cn/n/2013/1204/c188502-23745875.html
http://www.cqn.com.cn/news/zgzlb/diba/809826.html
http://www.cqn.com.cn/news/zgzlb/diba/809826.html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375717/hong-kongs-return-seized-ivory-rhino-horn-south-africa-h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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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监督检查等内容，并通报了 2013 年查获

走私案件情况，告诫企业依法、守法开展野生动植

物进出口经营活动。阅读原文 

 

新疆霍尔果斯边检查获 2250 张走私麝鼠皮 

 

2013-12-09，霍尔果斯——新疆公安边防总队霍尔

果斯边防检查站 8 日在中哈合作中心执勤时，发现

一辆车牌号为新 F70976 的黑色本田雅阁小轿车隐

隐散发出一股腥臭味。经对车体进行详细检查后发

现，车备箱、车厢后座底层夹藏有 4 包动物毛皮，

共计 2250 张，涉案价值达 20 多万元。经讯问，涉

案 2 名人员对走私偷运麝鼠毛皮一事供认不讳。阅

读原文 

 

非法收购、运输蟒蛇 25 条 两名男子均获刑 

2013-12-10，南宁——2013 年 1 月 22 日下午，被

告人玉某某、苏某某在大新县宝圩乡与越南交界处

向越南老板收购 18 箱蟒蛇共 25 条，双方协商以

45 元/斤的价格购买。交易后，二被告人用事先在

崇左市畅达公司租赁的车牌号为桂 FYZ678 的面包

车装运该批蟒蛇，并运往南宁销售。在途经南友高

速公路扶绥服务区时被公安人员当场查获。近日，

广西扶绥县人民法院分别对被告人玉某某判处有期

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被告人苏某某

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阅读

原文 

 

女子百万元卖家传虎皮被捕 出售祖传虎皮也违法 

 

2013-12-13，哈尔滨——不久前，哈尔滨市公安局

森林警察支队破获一起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案，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并收缴虎皮一张。

犯罪嫌疑人供述，虎皮是上辈传继而来。近日，哈

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已将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阅读

原文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443/content-645745.html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3/12-09/5598544.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3/12-09/5598544.s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12/id/1159564.s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12/id/1159564.shtml
http://www.ahtv.cn/c/2013/1213/00183082.html
http://www.ahtv.cn/c/2013/1213/00183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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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暗藏 76 只走私熊掌司机弃车而逃 

 

 2013-12-15 ，防城港——12 月 12 日下午，防城港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民警在巡查过程中根据市民举报，

拦下一辆桂钦州牌照的白色厢式货车，该车司机远

远看见民警示意停车检查，迅速弃车仓惶而逃。随

后，细心的民警在该车暗箱及工具箱中查获疑似野

生动物熊掌共 76 只。12 月 13 日，防城港警方将

该批熊掌移交给林业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昆明海关再查获走私入境孟加拉虎虎皮 

 

2013-12-16，昆明——继 10 月 28 日在河口口岸查

获一张印支虎虎皮之后，昆明海关于近日在孟连

口岸又查获一张涉嫌走私入境孟加拉虎虎皮。经

初步鉴定，该虎皮为孟加拉虎虎皮，重约 2.55 千

克，长约 90cm，宽约 50cm。孟加拉虎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

和《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一级保护

物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属于濒危动物。阅读原文 

  

天津海关首次在旅检渠道查获濒危物种标本 

 

2013-12-16，天津——12 月 4 日上午 11 点多，天

津机场海关旅检现场正在为自首尔飞抵天津的

KE805 次航班乘客办理进境通关手续，一名中国籍

旅客随身携带的黄色箱子引起了海关关员的注意。

经过 X 光机检查时，图像显示箱子内有多个形状类

似爬行动物的可疑物体。经相关专家鉴定，三具标

本均为鳄鱼活体制成，因鳄鱼是《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Ⅱ列名保护物种，此类

标本属于限制进境物品。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查获濒危野生动物 

2013-12-18，厦门——厦门海关隶属的高崎机场海

关日前在对一票来自菲律宾、申报品名为“中华鳖”

的货物进行查验时，发现其中夹藏 185 只濒危野生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12-15/content_10819424.html
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3-12/16/content_2999602.htm
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3/1216/c1008-238539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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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马来闭壳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附录 II 物种，进口需要相关许可证件。这

也是近年来厦门海关首次在空港货运渠道查获走私

濒危物种进境案。目前该申报企业因涉嫌走私进口

濒危物种进境被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调查处

理。阅读原文 

 

尾箱装 24 只穿山甲被查 

2013-12-19，深圳——12 月 18 日上午 10 时许，宝

安区宝民派出所民警杨警官带领两名队员在新安街

道前进一路上进行日常盘查，一辆皇冠小车形迹可

疑。杨警官见状立即上前盘问，不料该车突然加速

驶向南头检查站方向，杨警官迅疾带领队员驾车追

赶将可疑小车逼停。2 名可疑男子见小车无法开动欲

弃车逃跑，民警立即下车抓捕，当场抓获一名嫌疑

人，另一名嫌疑人钻入小巷后失去踪迹。民警在可

疑小车上查获假车牌 4 副，并在后尾箱发现野生穿

山甲 24 只。男子交代，车上野生穿山甲均用来贩

卖。阅读原文 

 

走私象牙 13 根被判有期徒刑 11 年 

2013-12-19，龙口——2011 年 6 月，龙口海关缉私

分局将涉嫌走私进口象牙制品的犯罪嫌疑人孙某等

3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扣押走私货物象牙 13

根，象牙制品 2 件，重达 200 余千克，案值约

1250 万元。近日，山东省高院对龙口海关查获的

孙某走私象牙一案做出终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孙某

有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 50 万元，对扣留走私货

物予以没收。阅读原文 

 

外交部：推进国际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领域执法

合作 

2013-12-20——近几年，盗猎非洲象和象牙非法贸

易现象十分严重。为遏制这一现象，前不久有 31

个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召

开了“非洲象峰会”，通过了保护非洲象的紧急措施。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

国政府十分重视全球大象保护，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严格履行国际义务，推进国际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

易领域的执法合作。阅读原文 

 

成都文殊坊查获象牙 78 件 

 

2013-12-20，成都——前日，成都市森林公安局的

民警在文殊坊白云寺街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78 件，

疑似象牙珠子 14 袋，疑似象牙半成品 0.7 公斤，

疑似盔犀鸟头骨 6 件。昨日，涉嫌非法收购、出售

http://news.hexun.com/2013-12-18/160710576.html
http://news.gmw.cn/newspaper/2013-12/19/content_2622532.htm
http://news.hexun.com/2013-12-19/160737159.html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1220/c119475-239049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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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制品，两老板已被刑事拘留。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阅读原文 

 

青岛海关截获价值 33 万元象牙制品 

 

2013-12-22，青岛——21 日，记者从青岛海关获悉，

该关关区近日在邮递渠道查获一起走私象牙制品案，

共截获象牙工艺品 7 件，共计 7.92 千克，价值约

33 万元。经海关部门调查，该案当事人是从日本

拍卖行拍得这些象牙制品后，经日本 EMS 邮寄至

山东口岸入境。阅读原文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ＤＮＡ条形码鉴定平台建成 

2013-12-23——记者从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获悉，“中

国珍稀濒危植物ＤＮＡ条形码鉴定平台”日前正式

开通并向社会提供服务，为珍稀濒危植物的快速可

靠鉴定提供了技术支撑。据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

员周世良介绍，传统的物种鉴定依赖被鉴定材料的

形态特征，形态特征的不完整常导致不能准确鉴定。

随着科技进步，以ＤＮＡ条形码技术为代表的分子

鉴定技术由于不受材料不完整性和发育阶段的限制，

已成为物种鉴定的首选技术。此外，该平台的鉴定

结果与“中国珍稀濒危植物信息系统”互联，通过点

击物种名称可以方便地链接到有关该物种的其他信

息，如形态、图片、分布等有关内容。阅读原文 

 

上海海关查获整张长颈鹿皮 

 

2013-12-24，上海——12 月 12 日，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海关在进口快件中查获一张申报为“地毯”的

长颈鹿皮，重 4.96 公斤。阅读原文 

 

澳门海关查获 200 千克走私沉香木 

2013-12-24，澳门——22 日上午，澳门海关行动管

理厅关员在澳门内港码头一带进行巡查时，发现一

辆形迹可疑的小型客货车，两名男子正准备将车内

的货物搬到海上一舢舨内。关员立即采取行动，在

车上发现约 204 千克沉香木，价值人民币约 1800

万左右。据调查，这两名男子分别为一名澳门居民

http://sc.sina.com.cn/news/b/2013-12-20/0633161993.html
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1312/20131222/news_20131222_2333442.s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12/id/1166666.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6828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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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名持澳门海关发出许可证的内地湾仔人士，因

未能提供这批沉香木的合法出口文件，澳门海关将

以对外贸易法对该澳门男子进行起诉，并移交检察

院处理。阅读原文 

 

广东深圳边防破获一起走私国家保护植物案 

 

2013-12-24，深圳——12 月 22 日，广东公安边防

总队深圳边防支队根据群众举报，在深圳大鹏新区

西冲一号沙滩路口处成功破获一起涉嫌走私国家二

类保护植物案，当场查获涉嫌走私罗汉松 7 棵。目

前，案件已移交有关部门作进一步审理。阅读原文 

 

国家濒管办福州办事处举办江西部门间 CITES 执法

工作协调小组培训班 

2013-12-25，江西——12 月 16-18 日，国家濒管办

福州办事处在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吴诚保护站举办江西部门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简称 CITES）执法工作协调小组培训班。

协调小组成员单位共 30 余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班

主要安排了几个方面的知识讲座，包括公约基本知

识、国内外履约执法形势、相关法律规定、敏感物

种象牙和犀牛角非法贸易情况及识别知识等。培训

班还考察了保护区标本馆，宣传了候鸟保护知识，

进一步加强了与会代表对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认识。

阅读原文 

 

温州海关查获违规携带象牙制品 1.38 千克 

 

2013-12-26，温州——12 月 23 日，温州海关在温

州机场旅客检查渠道查获一起违规携带象牙制品行

为，共计 9 件，1.38 千克。经查，当事人由南非经

由香港转机至温州入境，携带象牙回国以作收藏。

经过海关执法人员的说服教育后，该名男子对自己

糊涂行为懊悔不已。阅读原文 

 

国家濒管办乌鲁木齐办事处举办 CITES 履约执法培

训班 

2013-12-27，新疆——根据新疆部门间 CITES 执法

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会议年初议定的工作计划，12

月 16 日至 18 日，新疆 CITES 履约执法培训班在乌

鲁木齐举办。这次培训以进一步加强新疆部门间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am/201312/20131224111913_10475.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12/24/c_125906638_2.htm
http://www.cites.gov.cn/ShowIndex/ShowNews.aspx?sort=t1&id=9046
http://news.163.com/13/1226/18/9H1R9M3N00014J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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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 执法工作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间信息沟通，

学习掌握国家履约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了

解工作动态，提升能力为目的。组织自治区执法工

作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的近 120 人参加了培训。阅

读原文 

 

拱北海关查获首宗海上走私沉香木案 

 

2013-12-30，拱北——近日，拱北海关海上缉私关

员查获一起国内货船走私沉香木进境案，在该船舱

内发现有涉嫌走私的沉香木 145 千克，案值约 146

万元。阅读原文 

 

走私 800 余张蟒皮生产蟒皮包 韩企老板获刑 

2013-12-30，威海——在没有办理濒危物种进口许

可证的情况下，韩国一家公司通过带工的方式将

800 余张蟒皮带进境内，交给青岛某韩资箱包企业

生产蟒皮包。2010 年 12 月 3 日，威海海关在对进

口货物进行查验时，在一批申报名为“涤纶针织男

衬衫”的货物里发现 14 张蟒蛇皮。经法院审理，

青岛该韩资箱包企业、负责人崔某、公司职员金某，

均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并被判刑。韩资箱包企业

被判处罚金 4 万元；崔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两年，并处罚金 2 万元；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 万元。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查获今年最大一起野生鹿角进境案 

 

2013-12-30，厦门——日前，厦门海关隶属的高崎

机场海关在一名进境旅客行李中查获南美泽鹿鹿角

3522 克，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相关规定，属禁止进境物品。阅读原文 

 

  

http://www.cites.gov.cn/ShowIndex/ShowNews.aspx?sort=t1&id=9047
http://www.cites.gov.cn/ShowIndex/ShowNews.aspx?sort=t1&id=9047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688611.htm
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1312/20131230/news_20131230_2338849.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6886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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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子因偷运象牙在津巴布韦被判刑  

2013-12-03，津巴布韦——据津巴布韦当地媒体披

露，一名中国男子在津巴布韦以非法拥有象牙罪，

被处以罚款或入狱服刑的惩罚。据称，这名男子在

11 月因偷运象牙在哈拉雷国际机场被捕，当时他

随身带有 3 段象牙、两个象牙雕刻品以及 5 个象牙

小球。这些象牙的总重达到了 1.5 公斤，当地给出

的估价是 320 美元。据悉，这并非该国近期第一次

拘捕非法贩运象牙的中国人，上个月另外一名中国

男子因贩运价值 2.8 万美元的象牙制品也被逮捕。

阅读原文 

 

非法象牙交易年逾百亿美元 亚非 30 国携手打击 

2013-12-04，博茨瓦纳——来自非洲和亚洲的 30 多

个国家 3 日在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达成共识，将

携手打击日益猖獗的非法象牙交易，保护非洲大象

免遭灭顶之灾。“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和博茨瓦纳

政府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指出，大象栖息地国和象

牙制品的终端市场所在国达成一致，同意“采取紧

急措施来阻止非法的象牙交易，并保护非洲大陆的

大象族群”。声明还指出，这些措施中包括“零容

忍原则”，将对野生动物犯罪予以最重的惩罚，并

动用国家力量来打击组织严密的犯罪组织。阅读原

文 

 

非法象牙贸易有可能在今后 10 年使五分之一非洲

大象被捕杀 

2013-12-04——《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秘书处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共同发布的一项研究

显示，如果目前偷猎大象的趋势不能得到扭转，在

今后 10 年当中，非洲将有可能失去五分之一的大

象种群。研究报告指出，2012 年，在非洲参加监

控计划的 27 个国家的 42 个地点，有 1 万 5 千头大

象遭到非法捕杀。据此推算，当年整个非洲大陆可

能有 2 万 2 千头大象遭到非法捕杀。阅读原文 

 

报告显示全球鳗鱼资源极度濒危 

2013-12-13——海洋科学家最新的报告显示，全球

多种鳗鱼濒临灭绝危险状态。鳗鱼不仅受到过度捕

捞的威胁，每年水电站还杀死数万计的鳗鱼。在过

去的 30 年里，欧洲鳗鱼数量已经下降了 95%。渔

业捕捞不是唯一导致鳗鱼濒危的因素，鳗鱼迁移的

障碍是另外一个大问题。成千上万的水电站大坝，

摧毁了鳗鱼种群迁徙的路线。海洋学家呼吁，如果

不想让鳗鱼物种彻底消失，任何人类活动都不要再

去影响鳗鱼。阅读原文 

 

提醒我在几公民切勿购买、携带象牙制品 

2013-12-24，几内亚——近日，几内亚科纳克里国

际机场发生我公司职员因涉嫌携带象牙制品出境，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12 月）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3/12-03/5576532.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2-04/5576669.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12-04/5576669.shtml
http://china.huanqiu.com/News/mofcom/2013-12/4627162.html
http://www.21food.cn/html/news/35/11083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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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几海关查扣的事件。几内亚法律明文规定严禁走

私、买卖象牙及其制品，违者将受到几司法部门起

诉，接受几法律制裁。今年以来，几有关部门联合

行动，加强了对国际旅客的查处力度。为此，我处

特提醒驻几资机构、援外专家组及华人华侨，严格

遵守几内亚法律，切勿在几境内购买象牙制品或携

带象牙制品出入境。阅读原文 

 

中国古董商在美走私犀牛角 涉案金额 450 万美元 

2013-12-25，美国——29 岁的李志飞（音译）从长

岛市（Long Island City）的一名古董交易商那里购

买了犀牛角和象牙，然后经由香港运抵中国大陆。

这些野生动物制品被裹上胶带后藏在瓷花瓶中以蒙

混过关。日前，李在纽瓦克（Newark）美国地区法

院对 11 项指控供认不讳，其中包括共谋罪、走私、

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和伪造文件等。七项走私指控每

项最高刑期为 10 年。判决定于明年 4 月。检察长

办公室（The U.S. Attorney's Office）预计，非法走

私的犀牛角多达 30 个，加上其他犀牛角和象牙制

品，总价值约为 450 万美元。那名长岛古董商王强

（音译）被判入狱监禁 37 个月。阅读原文 

 

外交部提醒在南非中国公民切勿购买、携带象牙等

违禁动物制品 

2013-12-26，南非——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援

引驻南非使馆消息，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过境时被南非海关查获携带

象牙等野生动物制品，被当地警方拘捕。近年来，

过境南非的象牙走私活动较为猖獗，南非政府相

应加大了对此类活动的打击力度。中国驻南非使

馆提醒在南非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切勿购买、携带象牙等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阅读原文 

 

欧盟注资1.7亿打击非法象牙贸易 

 

2013-12-26，欧盟——欧盟委员会承诺拨款1.7亿南

非兰特协助打击非法象牙贸易，主要针对所涉及的

有组织犯罪及反政府组织。本月博茨瓦纳非洲象峰

会上，加蓬、肯尼亚、尼日利亚、赞比亚、越南、

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和泰国等处于象牙非法贸

易链的国家已承诺采取紧急措施打击其贸易，措施

包括国家层面上加强立法及野生物保护。阅读原文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31224/084517731221.s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312/20131225113225_10481.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yzyd/travel/20131226/c_118723183.htm
http://www.sabc.co.za/news/a/08e59b0042544994b65dfe56d5ffbd92/EU-pledges-R170m-in-fight-against-illegal-ivory-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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