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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曝光中国一家鱼肉厂年加工 600 条濒危鲸鲨 

 

2014-02-05，浙江——据澳洲《商业内幕》报道，一

批来自国外的海洋生物保护人士称，经多年调查，他

们在中国浙江发现一鱼肉加工厂每年加工约600条在

国际上被保护的濒危鲸鲨。经加工的鲸鲨产品会出口

到台湾、美国、意大利等国。阅读原文 

 

北京海关截获 40 公斤象牙及制品 

 

2014-02-09，北京——北京海关隶属首都机场海关近

日截获 5 根象牙及 191 件象牙制品，总重约 40 公斤

及两张豹皮。犯罪嫌疑人罗某在非洲一个国家购买了

象牙原牙及制品，准备携带入境牟利。为逃避监管，

罗某将这些原牙喷上黑漆，并在除夕当晚选择无申报

通道通关。目前，罗某已被移送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

理。阅读原文 

 

云南查获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制品近 700 件 

2014-02-09，云南——2013 年 12 月以来，云南省森

林公安局坚持对破坏森林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活

动的高压态势，连续破获两起特大走私、非法收购、

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4 名，

查获象牙、犀牛角、虎皮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制品近

700 件。阅读原文 

 

中国组织和参加“眼镜蛇二号行动”成效显著 

 

2014-02-10——2013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4 年 1 月 26

日，中国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亚洲、非洲和北美国家，

成功开展了代号为“眼镜蛇二号行动”的全球打击破

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联合行动，并取得显著成

效。行动期间，各国共破获 350 多起破坏野生动植物

资源案件，逮捕 400 多名犯罪嫌疑人，缴获 200 余吨

红木、3 吨多象牙及其制品、1 万多只龟鳖、1 万多条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2 月） 

http://news.qq.com/a/20140205/007347.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mfeed/hotwords/20130720552.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2-09/content_11170419.html
http://www.chinapeace.org.cn/2014-02/09/content_103153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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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鳗鲡、1 千多张野生动物皮张、36 根犀牛角以及

其他大量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阅读原文 

 

小店老板贩卖巨蜥穿山甲获刑 

2014-02-10，无锡——2012 年 11 月 4 日, 无锡某农贸

市场经营特种家禽店的周某与上海铜川路水产批发

市场批发商陆某联络，在无锡市惠山区洛社镇交接一

批野味。洛社卡口民警盘查时发现车内有 5 只封好的

塑料袋，袋内是巨蜥 1 条、孟加拉巨蜥 3 条和穿山甲

1 只。知道出事后，周某立刻到派出所投案自首。近

日，经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被

告人周某因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5000 元。阅读

原文 

 

中国首次跨境缉拿濒危野生动物走私犯 

 

2014-02-11，沈阳——2013 年 11 月 27 日上午沈阳桃

仙机场海关官员在一名中国籍男子郑某行李中查获

伪装为果仁的 1226 件象牙制品，重量 8.77 公斤。根

据郑某提供的线索，在总署缉私局的统一协调下，沈

阳海关缉私局通过公安部国际刑警中心局向肯尼亚

警方发出协查请求，并会同相关部门成立 7 人抓捕小

组。抓捕行动也成为“眼镜蛇二号”专项行动的重头

戏。肯尼亚时间 1 月 17 日凌晨，肯尼亚野生动物保

护局在内罗毕将薛某成功抓获，并当场查获象牙及其

制品一批，以及两张豹子皮。至 2014 年 1 月 30 日，

该案 10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经初步确认，

自 2012 年末以来，该团伙共走私象牙制品累计约 120

余公斤，市场价值约一千余万元。阅读原文 

 

温州海关查获 32 公斤穿山甲鳞片 

 

2014-02-11，温州——1 月 31 日，温州海关驻邮局办

事处通过X光机在赤道几内亚寄来的两个包裹中查获

穿山甲鳞片 32 公斤，这意味着至少 80 余只穿山甲被

杀害。根据包裹信息显示，这两个装满穿山甲鳞片的

包裹寄往丽水，收件人姓李。目前，包裹内的穿山甲

鳞片已做暂扣处理，其他相应情况还在进一步查处中。

阅读原文 

 

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4-02/4815669.html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2-10/5815700.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2-10/5815700.shtml
http://pic.people.com.cn/n/2014/0211/c1016-24328345-2.html
http://dsb.66wz.com/html/2014-02/11/content_15928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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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关查获 95 公斤走私象牙 

2014-02-13，上海——1 月 28 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海关查获整根象牙原牙 8 根，截断的非洲象象牙段和

象牙制品近 200 件，总重量达 95.82 千克，抓获中国

籍涉案嫌疑人 2 名。缉私民警通过杨某随身的手机微

信，发现他很早就在国内市场寻找买家。“手镯本钱

最少 1500 元，原牙从非洲收过来 7000 至 8000 元一

公斤，包括国内主要市场在南方，在各地的古玩城象

牙原牙、制品更好销售等”，在杨某的手机微信里，

各种信息都一一呈现。以此缉私民警推断，杨某把这

批象牙带回来就是以销售牟利作为目的的。这是上海

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建关以来查获的最大一起旅检渠

道象牙走私案件。阅读原文 

 

外交部就打击象牙走私等问题答记者问 

 

2014-02-14——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3 日主持例行

记者会，就西方媒体称中国应继续加大对非法走私象

牙活动的打击力度等答问。华春莹说，中国政府重视

对大象等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今年年初，中国首次

公开销毁 6.1 吨执法查没象牙，彰显了中国政府坚决

反对和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不允许任何组织

和个人通过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牟取利益的一贯立场。

中方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公安、海关、工

商等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并积极参与国际执法合作，

严厉打击了走私和非法经营利用象牙及其制品的行

为，有效遏制了象牙走私活动。中国对走私象牙及其

制品案件的处罚力度之大，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阅

读原文 

 

首都机场一工作人员走私象牙获刑 10 年半 

2014-02-22，北京——2012 年 9 月 29 日，27 岁的山

东男子杨某受人指使，用行李箱携带 31件象牙制品，

由多哥共和国出发途经他国，于 9 月 30 日抵达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杨某将托运行李中两个装有象牙制品

的电脑包带入海关监管区内的男厕所，交给前来接应

的首都机场动力能源有限公司职员梁某。梁某利用持

有的通行证逃避海关监管，走私象牙制品。当天，梁

某和杨某分别被抓。北京市二中院一审以走私珍贵动

物制品罪判处梁某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判处杨某

有期徒刑 11 年，并分别没收财产 11 万元。阅读原文 

 

昆明海关查获近 3 公斤穿山甲片 

2014-02-24，昆明——2 月 16 日，昆明海关下属的腾

冲海关猴桥口岸查获涉嫌从缅甸走私入境的穿山甲

甲片2722.2克，意味着至少有4只穿山甲失去了生命。

这是昆明海关今年以来查获的首起走私珍贵动物制

品案件。阅读原文 

 

上海海关查获国际快件暗藏超 3 公斤犀牛角 

http://imedia.eastday.com/node2/node3106/qxlb/node3810/u8586161.html
http://imedia.eastday.com/node2/node3106/qxlb/node3810/u8586161.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jsyw/201402/20140214100458_10783.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jsyw/201402/20140214100458_10783.html
http://news.ifeng.com/society/1/detail_2014_02/22/34067849_0.shtml
http://money.163.com/keywords/7/c/73cd8d3552a87269/1.html
http://money.163.com/14/0224/15/9LS220AM00253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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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24，上海——近日，上海海关在一件来自南

非的国际快件中查获块状和片状犀牛角 3.19 千克。据

海关方面介绍，这份国际快件被申报为“5 件餐具”

入关。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查获 24 株珍稀红珊瑚 

 

2014-02-28，厦门——2 月 26 日上午，海关关员在来

自印尼雅加达航班上的一名中国籍男性旅客行李箱

中查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红珊瑚 24 株，重 2630 克。

这是该关一个月内连续查获的第二起违规携带红珊

瑚入境案件。不久前，该关在一名乘坐金门-厦门客运

班轮入境的旅客行李中，查获了 22 株红珊瑚，重达

3405.7 克。阅读原文 

 

拱北海关查获逾 1 公斤穿山甲鳞片 

2014-02-28，珠海——2 月 19 日 14 时许，澳门籍旅

客陈某经拱北口岸旅检现场“无申报通道”出境，拱

北海关下属闸口海关关员在该旅客携带的手提胶袋

中发现违规携带穿山甲片 1019 克。目前，该案已由

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宝马车里竟然私藏穿山甲五名涉案成员被集中公诉 

2014-02-28，株洲——2013 年 4 月 2 日，全某指使谭

某在广州从化市太平镇邮电局附近从一个外号为“十

五点”的人手里收购到 3 只穿山甲。当日，全某驾驶

其宝马车载乘妻子、罗某等人从广东省广州从化市太

平镇某市场出发回衡阳老家，途经京珠高速粤北收费

站时被民警查获。据查，自 2012年 2月 20日至案发，

全某先后出售给另一案犯黄某 152 只穿山甲。黄某又

出售给李某、丁某多只穿山甲。2014 年 2 月 28 日，

湖南省茶陵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向茶陵县人民法院集中公诉了全某、

罗某、谭某、李某、丁某五名犯罪嫌疑人。阅读原文 

  

http://www.chinanews.com/tp/2014/02-24/5876397.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696489.htm
http://news.hexun.com/2014-02-28/162582331.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4-02-28/150529589881.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4/02-24/3102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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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机场查获数百动物尸体 

 

2014-01-31，南非——约翰内斯堡机场今日查获 1600

余只非法携带的动物，其中 400 只濒危两栖爬行动物

已脱水而死，其他幸存的动物已被转移至当地动物园。

这些动物皆来自马达加斯加，并持续五天断绝了食物

和水，或将被送至美国的异宠市场。阅读原文 

 

缅甸非法象牙贸易激增 

2014-02-05，缅甸——据悉，随着国际象牙贸易需求

的增长，缅甸象牙走私数量不断走高。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研究者透露，向境外走私的象牙不断增加，致

使林业部门试图与国际野生物保护组织的合作控制

这一贸易。缅甸木材委员会（MTE）助理表示，仅凭

MTE 或林业部门的力量无法减少象牙非法贸易，这需

要缅甸政府、警方、安保部门及当地居民的通力合作，

我们应将打击象牙走私看做国家的责任。阅读原文 

 

多哥查获大量走私象牙和穿山甲鳞片 

2014-02-07，多哥——多哥警方 4 日公布，海关人员

于 1 月 23 日和 1 月 29 日在洛美港共截获 3.815 吨象

牙和 22.55 公斤穿山甲鳞片。据介绍，这些走私象牙

和穿山甲鳞片藏匿于 3 个装满柚木的集装箱内，准备

从洛美港发往越南。走私者目前已被逮捕。阅读原文 

 

马达加斯加新总统承诺打击非法砍伐 

 

2014-02-07，马达加斯加——新当选的马达加斯加总

统 Hery Rajaonarimampianina 承诺牵头打击这一

岛国的非法红木采伐。在周三的会议上，他宣称打击

非法采伐是对马达加斯加法律的维护。政权的宗旨是

打击恶势力，维护法制，而不是攫取国家的自然财富。

阅读原文 

 

法国公开销毁 3 吨走私象牙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2 月）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5877368
http://www.elevenmyanmar.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967:illegal-ivory-trade-increasing-in-myanmar&catid=44:national&Itemid=384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402/20140207095514_10725.html
http://news.mongabay.com/2014/0207-madagascar-rosewood-logging-fight.html?fbfn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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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07，法国——法国政府 6 日在巴黎埃菲尔铁

塔附近公开销毁 3 吨历年查获的走私象牙，以此显示

打击象牙走私的决心。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天被销毁

的 698 根象牙和 15000 件象牙制品是 1989 年以来海

关查获的，其中 80％在巴黎戴高乐机场查获。法国生

态部长菲利普·马丁出席销毁仪式并表示，今后查获的

走私象牙也将有组织地销毁。阅读原文 

 

中国驻英大使：中国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和野生动物

保护 

2014-02-11，英国——在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伦敦

国际会议召开前夕，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应约会见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迁徙物种公约大使瑞蒙德，阐述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和野生动物保护政策。刘晓明表示，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中方愿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加

强交流与协调，共同推进保护野生动物的国际合作。

阅读原文 

 

动物保护者集会抗议日本捕杀海豚 

 

2014-02-11，日本——近日，多国环保主义者举行集

会，抗议日本捕杀海豚。日本和歌山县太地町的渔民

使用专门设备，将数百条海豚引向太地湾，从此海豚

便再也回不到原来生存的地方。日本仍不顾抗议，认

为对海豚的捕杀是能够带来巨额利益的绝对正常的

合法商业行为。阅读原文 

   

坦桑尼亚：勿把象牙走私的责任归咎于中国 

2014-02-13 ，坦桑尼亚——国际象牙走私活动近年来

出现抬头趋势，有西方媒体早前指出，坦桑尼亚政府

存在系统性杀戮大象的行为，而中国对非洲珍稀物种

濒临消失的现状负有主要责任。坦桑尼亚官方 12 号

在伦敦澄清，坦方肯定中国在打击国际象牙走私问题

上的作为。坦桑尼亚自然资源与旅游部长雅兰度：我

们对中国政府的努力持赞赏态度，停止象牙买卖需要

全球各国努力，象牙市场并不由中国政府掌握，而是

取决于每个中国人、越南人、泰国人，是他们有消费

象牙制品的需求。雅兰度表示，非洲濒危物种走私现

象的背后，还存在为恐怖主义组织输送资金的现象，

危及地区安全，目前急需国际社会建立合作机制，共

同打击这一跨国犯罪行为。阅读原文 

 

驻坦桑尼亚大使吕友清谈反盗猎与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 

 

http://gb.cri.cn/42071/2014/02/07/5931s4413143.htm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2/11/c_119289563.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2-11/content_11185404.html
http://news.ifeng.com/world/detail_2014_02/13/33768713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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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2-13，坦桑尼亚——近日，驻坦桑尼亚大使吕

友清应邀出席珍妮·古多尔博士的欢迎晚宴，并就反盗

猎和野动物保护问题与出席晚宴的嘉宾进行了探讨。

吕大使表示，从有关媒体报道中，我们非常遗憾地注

意到美国和中国是全球重要的象牙市场，但中美两国

也是打击象牙走私活动力度最大的国家。中、美两国

在过去的几年都分别销毁了大量的被罚没的走私象

牙，这表明了两国严厉打击走私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

坚决态度和实际行动。中美两国理应继续带头做好野

生动物保护工作，并在此领域开展务实合作。阅读原

文 

 

《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伦敦会议宣言》审议通过 

 

2014-02-17，英国——2 月 12 日-13 日，中国国家林

业局副局长张建龙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英

国政府主办的“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伦敦会议”。

与会各方审议通过了《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伦敦

会议宣言》，作出庄重政治承诺，将野生动植物非法

贸易作为“严重犯罪”。张建龙与英国环境部副部长

进行了双边会谈，与《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

长、IUCN 主席等国际组织官员及其他国家的代表团

进行了广泛接触。会议决定，2015 年在博茨瓦纳召开

高级别会议，对有关各方落实《宣言》的进展情况进

行评估。阅读原文 

无人机应用在野生动物保护 防止犀牛大象被偷猎 

 

2014-02-17，纳米比亚——纳米比亚环境及旅游部联

合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开展了防止犀牛、大

象群的非法盗猎行动。谷歌在去年 11 月起也加入了

这一行动，并出资支持了无人机的研究。通过无人机

对野生动物群进行追踪，执法人员可以更轻松地定位

偷猎者。阅读原文 

 

非洲国家乍得销毁千余公斤象牙 

 

2014-02-22，乍得——当地时间 2 月 21 日，非洲中部

国家乍得扎库马国家公园内，超过一千公斤的象牙被

销毁。阅读原文 

  

http://china.huanqiu.com/News/fmprc/2014-02/4828586.html
http://china.huanqiu.com/News/fmprc/2014-02/4828586.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17/c_126144423.htm
http://www.cnbeta.com/articles/272476.htm
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4/02-22/309592.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4/02-22/3095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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