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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森林公安首次破获网络贩卖野生动物特大案件 

 

 2014-12-01，宁夏——宁夏森林公安近期破获首起

网络贩卖野生动物特大案件。据了解，这起网络特

大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涉及

国内多个省区，目前已抓获犯罪嫌疑人 17 人，收

缴活体野生动物 24 只，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鹰、隼类 17 只。近日在贺兰山滚钟口已将收

缴的 24 只野生动物全部放回大自然。阅读原文 

 

红木家具内藏象牙被南宁海关查获 

 

2014-12-02，广西，凭祥——日前，南宁海关根据

前期经营掌握的案件线索，在广西凭祥市南山区某

物流公司查获藏匿在红木家具中涉嫌走私进境的象

牙小料、割件、“四六牌”等象牙制品 283 件，总

重约 28 公斤，查扣书证、物证一批，现场抓获福

建籍犯罪嫌疑人林某某。后办案民警通过深入摸排

分析，发现林某某还有另外一批象牙藏匿在红木家

具中，已经交付另一家物流公司托运，于是再次出

击，在另一物流公司，从林某某托运的红木家具中

查获其精心藏匿的涉嫌走私进境象牙原牙 4 根，重

约 38 公斤。经查，犯罪嫌疑人林某某于越南购买

该批象牙及其制品，后雇请人员通过广西凭祥市中

越边境非设关地走私偷运进境，再将象牙及其制品

进行包装并藏匿在红木家具内。犯罪嫌疑人林某某

将面临国家法律的严厉制裁。阅读原文 

 

云南边防查获一起野生动物走私案 

2014-12-02，云南，勐啊——11 月 30 日，云南普

洱公安边防支队勐啊边境检查站接到群众电话举报，

称有一中年男子带着东西偷渡入境。该站立即组织

执勤官兵前往老口岸非法渡口将非法入境男子堵截，

并依法对男子及其随身携带物品实施检查，当场从

两编织袋内查获国家保护动物野生豪猪 2 只（活

体）、虎骨制品 2 块、熊胆及其他动物胆制品 4 枚。

该男子交代，这些野生动物及野生动物制品是一个

缅甸朋友送给他的，他听说豪猪能卖很多钱就准备

带回家饲养，熊胆那些野生动物制品主要是用来自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12 月）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007a92891e9d.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x/201412/20141202110825_126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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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泡酒喝。目前，此案已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处理。

阅读原文 

 

古玩店主卖价值 150 万象牙品 被判刑 5 年 

 

2014-12-03，上海——在古玩城开店的陈某于 2014

年 3 月和 4 月先后购买了象牙制品 91 件，放在自

己的店铺里对外销售，没想到 5 月，他就因收购、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刑拘。经鉴定，陈

某收购销售的这 91 件象牙制品均为非洲象或亚洲

象的象牙制品，价值超过 150 万元。日前，静安法

院以非法收购出售濒危珍贵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

被告人陈某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查获的象牙制品予以没收。阅读原文 

 

非法收购蟒蛇等野生动物回家饲养 构成犯罪获刑 

2014-12-03，福建，莆田——吴某是位养蛇爱好者，

因志趣相合，吴某认识了同样爱好养蛇的黄石男子

程某。2012 年 4 月起，程某率先从网络上收购 2

条黄金蟒带回黄石家中饲养。之后的几个月内，程

某和吴某又通过各种途径分别从宁德、绍兴等地收

购包括黄金蟒、网纹蟒、红尾蚺在内的 30 多条蟒

蛇和蚺蛇回家饲养。后接群众举报，莆田市森林公

安局直属分局民警在程某的黄石家中查扣 16 条蟒

蛇，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金蟒 5 条，另有

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网纹蟒和

红尾蚺共 11 条，上述 16 条珍贵、濒危蛇类共计价

值人民币 18 万元。近日，经莆田市荔城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元；判处被告人程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 1.5 万元。阅读原文 

 

吉林破获特大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 缴获 700 余羚

羊角 

 

2014-12-04，吉林——记者从吉林市森林公安局了

解到，警方日前侦破一起特大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

缴获了 720 根羚羊角，资源价值高达 2000 余万元。

日前，警方在网上查到，网店店主王某不仅出售服

装，还出售各种名贵药材。其在一家参茸店购买

20 根羚羊角，再以每根 1300 元左右的价格，通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07e8524c1edd.html
http://shoucang.hexun.com/2014-12-03/171024695.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0ce4a8cf1f4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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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公司邮寄方式出售到北京、黑龙江、辽宁、福

建等地。警方根据线索抓获了参茸店主赵某，据查，

赵某在长春市双阳区某药材市场，以每公斤 8900

元的价格，从一陌生男子手中购得 31 公斤羚羊角。

目前赵某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被刑事拘留。羚羊角的来源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阅读原文 

 

猎捕出售野生动物，两男子被抓获 

 

2014-12-04，福建，福鼎——日前，福鼎森林公安

分局接线报称宁德市福鼎市桐山街道福洋小区有人

在非法经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接报后，该分

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展开摸排。经过近

一个月的排查摸底，确定非法出售野生动物场所及

人员情况。11 月 30 日中午，经精心部署后，该分

局组织警力展开抓捕行动，并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

吴某阳、马某顺，缴获疑似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

穿山甲 1 只、蛇类 9 只、麂肉(冻体)一袋。经突审，

犯罪嫌疑人吴某阳、马某顺交待了他们在福鼎南溪

水库一带猎捕国家及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

蛇、山麂等出售的犯罪事实。目前，案件在进一步

调查中，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违法宰杀穿山甲被捕 

 

2014-12-06，福建，莆田笏石——近日，莆田市森

林公安局笏石森林派出所根据群众举报，经过 2 个

多月跟踪，抓获 2 名非法售卖野生保护动物的犯罪

嫌疑人。其中犯罪嫌疑人田某在市区筱塘市场一出

租房内被抓获时正在卫生间里宰杀穿山甲，人赃俱

获。随后，民警继续追查，在白沙镇抓获与田某经

常合作销售野生保护动物的戴某。目前，2 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查中。阅读原

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11f0b3d01fda.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11f5d4111fe3.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11f5d4111fe3.html
http://pt.fjsen.com/xw/2014-12/06/content_15347380.htm
http://pt.fjsen.com/xw/2014-12/06/content_153473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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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跨境偷运熊掌 途经贵州被警方截下 

 

2014-12-08，贵州，玉屏——12 月 3 日中午，贵州

省玉屏县森林公安派出所接到大龙毒品检查站电话

称，在大龙高速收费站查获一辆装有熊掌的皮卡车。

接报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出警，对该车辆进行检查，

共查获熊掌 4 只共计 23.45 公斤。经查，犯罪嫌疑

人康某于今年 11 月 28 日由云南省瑞丽市偷渡至缅

甸境内，在一市场以 2000 元的价格购买熊掌，并

于当日由缅甸人偷运入境， 11 月 29日，他自行驾

车将购买的熊掌从瑞丽运至香格里拉，其后将熊掌

伪装，并于 12 月 2 日从香格里拉出发，准备运往

湖南省冷水江市自己食用，后被查获。目前犯罪嫌

疑人康某因涉嫌非法运输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制

品熊掌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查当中。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查获全国最大宗鳄鱼皮走私案 涉案鳄鱼

皮 3062 张 

2014-12-08，福建，厦门——2014 年 6 月 17 日，

根据线报，厦门海关下属东山海关漳浦办事处及漳

州海关缉私分局，对漳浦浦发公司通过对台小额贸

易渠道申报进口的一批台湾冻墨鱼丸进行开箱查验

时发现 8 件纸箱里面是 1328 张鳄鱼皮。经漳浦浦

发公司供认，上述被查获的鳄鱼皮实际收货人是漳

浦建盛贸易有限公司。经审讯，建盛公司与台湾至

大陆的快件揽货公司台湾昇优国际有限公司合作，

代其清关。建盛公司承认为了赚取额外代理费，采

用未申报或伪报品名的方式，走私进口鳄鱼皮。经

查，包括 6 月 17 日海关在扣的 1368 张，涉嫌走私

鳄鱼皮共计 3062 张。目前，已对 7 名涉案的犯罪

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阅读原文 

 

走私犀牛角 获判 13 年并被没收财产 

 

2014-12-12，广东，湛江——2010 年 10 月湛江海

关在对一批来自非洲国家、申报品名为“海螺贝壳”

的进口货物进行查验时，查获犀牛角 7 支、重

13.431 千克，为当时全国海关单次查获犀牛角数量

最多、案值最大的案件。日前，该案由茂名市中级

http://www.gog.cn/zonghe/system/2014/12/08/013962674.s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fj/201412/20141208163602_126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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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告人蔡某犯走私珍贵动

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3 年，并处没收个人

财产人民币 66.71 万元。阅读原文 

 

深圳罗湖海关查获走私象牙 藏于膨化食品中 

2014-12-12，广东，深圳——12 月 1 日傍晚深圳罗

湖口岸，一名 30 岁出头的男子在接受海关检查时

被发现在膨化食品包装内藏匿着由塑料膜包裹的物

品。当事人面对询问辩称只是几件普通的塑料，经

查，却是疑似象牙手镯及一些疑似象牙原料。12

月 11 日，经鉴定，这些物品确实是象牙制品，包

括象牙手镯及象牙原料共计 1.69 公斤。阅读原文 

 

贵州六盘水市动物园园长非法收购野生动物黑叶猴 

2014-12-14，贵州，六盘水——近日，贵州森林公

安局得到线索，并经过 2 个多月的调查查明：2011

年至 2013 年，犯罪嫌疑人赵某、杨某（当地村民）

先后五次到水城县、钟山区境内非法猎捕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叶猴 7 只，贩卖给六盘水市动

物园园长尹某用于动物园展出。目前，三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批准执行逮捕。阅读原文 

 

广西森林公安查获 46 只野生猴 

 

2014-12-15，广西，南宁——广西森林公安局在南

宁横县破获一起特大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案件，当场抓获 2 名嫌疑人，查获野生猴类

47 只，活体 46 只，其中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蜂猴 28

只，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猕猴 19 只。目前查获的野

生猴将移交自治区濒危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助，此

案正在侦办中。阅读原文 

 

衡水破获首例倒卖象牙大案 缴获非州象牙价值 100

多万元 

2014-12-15，河北，衡水——民警通过蹲守，初步

掌握了几名参与倒卖象牙的嫌疑人，进而围绕象牙

来源、加工、出售等环节，逐一调查他们的社会关

系、来往人员，从中一一筛查出可疑人员。经查证，

涉案人员均以雕刻买卖木质、玉石工艺品为幌子，

暗地里倒卖象牙、雕刻加工、出售成品，今年 9 月，

在摸清了多个相关案件的案情，掌握了大量证据后，

民警开始收网。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奔赴北京，

山东德州，河南郑州、南阳，江苏南京等地，共抓

获犯罪嫌疑人 11 名，缴获非州象牙价值 100 多万

元。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http://zjphoto.yinsha.com/file/201412/2014121214172293.htm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412/20141212162915_12695.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494d647521f6.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4b73a0f42203.html
http://sjz.hebnews.cn/2014-12/15/content_43915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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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上千只龟  4 男子借假证淡定开办养殖场 

 

2014-12-16，云南，勐海——日前，周某陆续从缅

甸小勐拉以每千克 1000 元人民币至 1200 元人民币

的价格收购疑似平胸龟活体 430 公斤，走私入境后

周某等 4 名男子找人借了驯养繁殖证，就在勐海县

的打洛镇办起了养殖场。而据出借证件的宋某交代，

除驯养繁殖证是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林业局办理

的外，其他证均系伪造。目前，戴某、宋某被依法

刑事拘留，周某涉嫌毒品犯罪，被湖南警方抓获；

伍某因没有参与管理，犯罪事实较轻，对其进行了

询问取证；而唐某之前就因涉嫌经济犯罪，已被公

安部列为网上追逃的主要犯罪人员，勐海县森林公

安正在对其进行抓捕。阅读原文 

 

黎平破获贩卖野生动物案 成功解救 600 余条野生

蛇 

 

2014-12-17，贵州，黎平——12 月 9 日，黎平县森

林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非法收购野生蛇类。

接警后，该局立即安排民警前往现场调查。经查，

开泰路 4 号商住楼 19 号宋某家房间内有大量用网

袋装着的野生蛇类，警方立即对宋某进行控制。据

宋某交待，家中的野生蛇类是他从各地赶集时非法

收购来的，包括眼镜蛇、五步蛇、菜花蛇、榕蛇、

条蛇、乌梢蛇等多个蛇种，准备拿到湖南出售牟利。

经统计和称量，共有 58 袋，600 余条，合计 397.5

公斤。查获的野生蛇类已全部放归大自然。阅读原

文 

 

香港海关破获价值 300 万港元走私木材 

2014-12-18，香港——香港海关近日在葵涌海关大

楼验货场破获近十年来最大宗走私木材案件。海关

人员在四个货柜中检获约 9 万 2 千公斤濒危植物，

为俗称“波利兹黄檀”的木材，总价值约达 300 万

港元。有关货柜来自危地马拉，目的地为墨西哥。

原本报称是废胶料，海关经风险评估，对货柜进行

扣查，并在本月 10 日拘捕怀疑涉案的一名 52 岁男

子及一名 54 岁女子。阅读原文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yunnan/201412/20141216094536_12709.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54f5712722f2.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54f5712722f2.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hongkong/201412/20141218100806_127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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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店女掌柜倒腾象牙雕刻 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014-12-18，浙江，东阳——东阳网店女店主自己

设计加工，并利用网络出售象牙、犀牛角、盔犀鸟、

玳瑁等野生动物制品。 今年 11 月 10 日，东阳森

林派出所接到福建公安线索对其进行传唤。后警方

在其家中搜出象牙制品超过 4 千克，价值约 18 万

余元，犀牛角制品 0.16 千克，价值 4 万元左右；

红珊瑚 0.04 千克，价值 2000 元左右。并找到了 80

本账本，里面都是记录她购买、销售这些野生动物

制品的，涉案金额达到了 1000 多万元，买家卖家

数十人。12 月 16 日，该女子因为涉嫌非法收购，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被东阳检察院批捕。

如果罪名成立，她可能会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涉及人员较多，本案还在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

文 

 

黑熊养殖场老板 出售濒危野生动物皮毛获刑 11年 

 

2014-12-19，浙江，桐庐——桐庐黑熊养殖场老板

申屠出售虎皮 2 张、豹皮 1 张、雪豹皮 5 张给他人，

共价值 152 万元。后被揭发。申屠供述了 2005 年

冬季至 2010 年 8 月间，他从甘肃礼县人马某、高

某（在逃）处购得虎豹皮后，为牟利而加价出售的

犯罪事实。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专案组将马某抓

获押回杭州进行审问。经侦查查明：2005 年冬季

至 2010 年 8 月期间，马某从别处购得虎皮，高某

出从别处倒卖获得雪豹皮和豹皮。申屠为牟利，向

马和高购买了虎皮、雪豹皮和豹皮后，加价出售给

了郭某。最后法院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罪，判处申屠有期徒刑十一年；马某判处有期

徒刑十年。本案其他涉案人员因牵涉经济案件，也

于不久前得到宣判。阅读原文 

 

深圳边防查获一批走私名贵木材 

2014-12-23，广东，深圳——深圳边防支队接到群

众举报称，有人在海上进行走私活动。后深圳边防

支队葵涌边防工作站在深圳大鹏湾秤头角海域截获

一艘快艇，在随后的检查中，边防官兵发现了隐藏

在油舱底下的暗格，当场查获涉嫌走私的红木 277

公斤、檀香 83 公斤、小叶紫檀手串 286 公斤，案

值 50 余万元。目前，案件已移交有关部门做进一

步处理。阅读原文 

 

 

 

http://zj.sina.com.cn/news/s/2014-12-18/detail-iavxeafr7839065.shtml
http://zj.sina.com.cn/news/s/2014-12-18/detail-iavxeafr7839065.s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5ec187ad236f.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fj/201412/20141223155408_127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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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乌兰察布森林公安机关严打查处非法出售国

家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件 

2014-12-23，内蒙古，乌兰察布——根据前期侦查

和掌握的情况，森林公安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专项行

动”，共检查店铺 17 家、查扣疑似象牙制品 387

件（1068.75 克）、查获疑似盔犀鸟头骨制品 3 件

（66.58 克）制作询问、讯问笔录 5 份。目前，案

件涉案人员已被控制，涉案制品送往国家野生动物

制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根据询问笔录及情报正在

查证案件的其它线索，深挖上下线的违法犯罪事实。

阅读原文 

 

宝马车里搜出穿山甲 车主获刑两年 

2014-12-24，湖南，株洲市茶陵——2013 年 4 月 1

日，金某某向一名绰号为“十五点”的人（身份待

查）求购穿山甲。随后，金某某便转告老乡谭某某

次日凌晨在广州从化市一邮电局旁接到 3 只穿山甲。

其中一只穿山甲被金某某放在宝马车尾厢内，后被

茶陵县森林公安在京珠高速公路粤北收费站查获；

另两只由谭某某拿到广州从化市兴富市场出售。日

前，茶陵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金某某、谭某

某非法收购穿山甲 3 只，并出售 2 只，其行为构成

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金某某被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4 万元；

谭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 2 万元。阅读原文 

 

河池市森林公安查获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黑熊熊

掌 34 只 

 

2014-12-26，广西，河池——12 月 21 日，河池市

森林公安接到报案后，在“桂 N 13931”厢式货车

车厢内查获两个白色泡沫箱，里面有疑似国家二级

保护野生动物黑熊脚掌 34 只，系庞昌明、花绍宽

二人在北海市海堤街装运，欲运往重庆市、成都市，

途经南丹县六寨镇桂黔高速公路六寨收费站时被执

法民警查获。二人称不知货车上装有违禁品。经野

保部门鉴定，此野生动物脚掌为黑熊的脚掌，34

只脚掌中有 12 只左前脚掌，据此判断此案涉及到

至少 12 只黑熊。目前已立为刑事案件侦查，庞昌

明、花绍宽二人已被刑事拘留。河池市森林公安局

紧急组织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阅

读原文 

 

浙江野味老板收购穿山甲熊掌获刑逾 12 年 

2014-12-26，浙江，衢州——日前，公安机关接到

群众举报，浙江衢州一野味老板占某除了表面从事

合法野生动物交易，还大肆收购出售国家二级保护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a73ea4c1e2463.html
http://www.hn.xinhuanet.com/2014-12/24/c_1113756821.htm
http://news.hcwang.cn/news/20141226/n6075121855.html
http://news.hcwang.cn/news/20141226/n60751218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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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穿山甲个体及其制品、黑熊熊掌用于牟利。

2013 年 9 月 21 日，公安机关在店员祝某、赵某二

人的配合下，警方对小区内的一个仓库进行了搜查，

当场查获穿山甲完整个体 28 只、制品 24 具、胚胎

55 个及黑熊熊掌 48 只。经鉴定，现场查获的穿山

甲个体、制品、胚胎及熊掌价值共计 392784 元。

根据警方在仓库内查获的账本记录显示，2012 年 2

月至 2013 年 9 月期间，占某共收购了穿山甲完整

个体 342 只，其中绝大部分已经出售，平均每斤价

格超过 1300 元。12 月 26 日，占某被浙江衢州市

柯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4 个月，并处罚金 20 万

元，其雇员祝某、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2 个月，

并处罚金 4 万元。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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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呼吁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 

2014-12-01，联合国——近期，全球野生动物非法

贸易猖獗，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伙、非法武装分子直

接参与非法贸易，也严重威胁非洲象、犀牛等物种

生存，同时影响了非洲不发达国家的结构转型和经

济增长模式。为避免恶性循环，联合国贸发会议秘

书长建议，野生动物来源国、中转国与目的地国建

立密切合作，打击非法捕猎贸易。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总干事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了中

国采取的有效举措。阅读原文 

 

美媒：社交媒体成中国野生动物交易平台 

2014-12-05，美国——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12 月

2 日发表题为《中国野生动物交易商在网络找到生

意场》的报道称，中国的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正日

益成为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交易平台，这为法律监

管带来了新的挑战。野生动物保护人士担心，动物

制品和活体的销售者正在利用不断壮大的中国电子

商务市场。相关调查还发现，中国的野生动物网上

交易正在从电子商务网站向社交媒体平台转移。阅

读原文 

 

美媒：威廉王子称象牙价格飙涨助长偷猎行为 

2014-12-09，美国——美媒称，正在美国访问的英

国威廉王子 8 日在美国白宫会晤了美国总统奥巴马，

会中两人强调保护濒临绝种的野生动物至关重要。

威廉王子之后在世界银行一场会议中说，各国应该

通过拦截走私者的运输途径﹑把走私者绳之以法等

办法来抑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制品。他并且指出，

中国与东南亚的象牙批发价格在过去 25 年间飙涨

也助长了非法猎捕行为。不过威廉王子称赞中国政

府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合作，有效抑制鱼翅贸易。

中国外交部 8 日表示，中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

际贸易公约的缔约国，坚定遵守公约，履行有关国

际义务。中国颁布多项法律，积极参与国际执法合

作，严厉打击象牙走私和非法贸易活动。阅读原文 

 

越南一卡车内现重达 120 公斤老虎冻尸 

2014-12-25，越南——越南警方 22 日于中部义安

省 1A 国道处发现一辆可疑卡车，卡车上藏着一具

冷冻的老虎尸体，重达 120 公斤。卡车司机阮文

立宣称。“一名‘陌生人’支付了他 800 万越南

盾（约合人民币 2331 元）的运费，要求他把该老

虎尸体运往北部。”据悉，老虎制成的产品包括

虎骨膏，当地人认为其具有很高的医用价值。在

越南，捕杀、交易老虎或为老虎及老虎制成的产

品做广告，均属非法行为。警方称仍在对此案进

行调查。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12 月） 

http://www.ah.xinhuanet.com/2014-12/01/c_1113466649.htm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1205/587315.shtml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1205/587315.shtml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1209/591598.shtml
http://china.cankaoxiaoxi.com/2014/1209/591598.shtml
http://news.qq.com/a/20141225/013908.htm?qqcom_pgv_from=aio
http://news.qq.com/a/20141225/013908.htm?qqcom_pgv_from=a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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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媒：缅中老虎和野生猫科动物制品交易暗增 

2014-12-24，英国——一份最新研究表明，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老虎和其他野生猫科动物制品正从缅甸

销往中国。如今在靠近中国的缅甸小城孟拉，销售

此类制品的店铺数量已是 8 年前的 3 倍多。与此同

时，该研究认为，在与泰国接壤的缅甸小城大其力，

此类贸易正逐渐萎缩。“这可能与泰国加强执法活

动有关。”该报告作者克里斯•谢泼德说，“由于

中国一侧没有采取类似行动，孟拉的野生动物贸易

仍在增多。”阅读原文 

 

 

 

 

 

 

 

 

 

 

 

 

 

极度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又见新物种 

2014-12-24 ——2014 年 11 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公布了最近更新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在这份红色名录中，

现在已认定全球 22413 类物种面临着灭绝的威胁。

该红色名录新加入了 310 类物种，其中有一些最值

得关注的物种正遭受着过度捕捞的威胁。令人遗憾

的是，本次更新同样为一些物种宣判了其“业已延

期的死刑”。这些物种在过去数十年内杳无踪迹，

现在正式被归类为灭绝物种。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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