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连海关首次截获非洲斑马皮 

 

2014-01-03，大连——2013 年 12 月 29 日，大连海

关在机场旅检渠道从一名男性旅客的行李中查获完

整斑马皮 4 张。这批斑马皮是该名旅客从尼日利亚

获取，被缝在矩形绒布上后叠放入行李箱中，在过

X 光机时被发现。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

理。阅读原文 

 

西双版纳边防查获走私珍稀花梨木 3吨 

2014-01-02，西双版纳——2013 年 12 月 31 日，云

南边防总队西双版纳勐润边境检查站根据群众提供

线索，查获走私高档轿车 1 辆、珍稀木材花梨木约

3 吨，涉案金额近 150 余万元，抓获涉案嫌疑人 2

名。涉案嫌疑人交代称花梨木是从老挝勐新县装载

的，准备非法运往国内倒卖。目前，案件已移交勐

腊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公布 15 起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典型案件 

2014-01-03——1 月 2 日，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公布了 15 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典型案件，其中包

括多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案发地点包括北京、黑龙江、云南、广东、广

西、甘肃、湖南等 13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阅

读原文 

 

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 购穿山甲鳞片被拘 1个月 

2014-01-03，莆田——2013 年 7 月，张某从一莆田

人手中购买了 5 片穿山甲鳞片，重约 0.0896 千克。

在驾车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5 片穿山甲鳞片被

警方当场查获并扣押。近日，该青年被福建省仙游

县人民法院以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罪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阅读原文 

 

 

中国首次公开销毁 6.15吨执法查没象牙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1 月）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689860.htm
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401/t20140102_514548935.s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4-01/03/content_5172264.htm?node=33808
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4-01/03/content_5172264.htm?node=33808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1/id/11716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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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06，东莞——国家林业局和海关总署 1 月

6 日下午在中国广东省东莞市举行“执法查没象牙

公开销毁活动”，首次公开销毁了 6.15 吨执法行动

中查没的象牙。近年来，全球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活

动十分猖獗，严重影响全球生态安全。本次公开销

毁执法查没象牙，彰显了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和严厉

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一贯立场。阅读原文 

 

深圳边防查获大批走私鹦鹉 

 

2014-01-09，深圳——深圳边防支队于 1 月 7 日在

福田红树林 2 号灯标附近海域截获两艘木质船舶，

当场查获无合法手续的涉嫌走私货物 64 箱，其中

包括鹦鹉 16箱。阅读原文 

北京海关查获今年首起违规携带象牙制品入境案 

2014-01-10，北京——1 月 3 日中午，北京海关下

属首都机场海关旅检处关员，在对香港抵京的

CX390 次航班检查时，在一男一女两名旅客行李中

发现包裹在 6 个真空包装塑料袋内的 48 件象牙制

品，毛重约 5.4 千克。经进一步查证了解到，女旅

客王某曾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入境时携带象牙制

品 48 件，毛重 5.9 千克曾被海关查扣。北京海关

缉私局相关人员介绍说，对于携带象牙制品入境人

员不听劝告、有明显主观故意者，海关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51 条中“走私珍贵动物制

品罪”予以查处。目前，象牙制品已被查扣，此案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深圳湾海关查获旅客携带逾 20千克象牙 

 

2014-01-09，深圳——1 月 6 日，中国籍旅客陈某

乘坐粤港两地牌小客车从深圳湾口岸客运车道入境

时，深圳湾海关关员在其车尾厢的行李箱中查获象

牙制品 22件，共计 20.8千克。阅读原文 

 

http://gb.cri.cn/42071/2014/01/07/7291s4381650.htm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4-01/09/content_2508303.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4-01/10/content_5192871.htm?node=20908
http://money.163.com/14/0110/08/9I7DN3LE00253B0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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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销毁不到 3天  广西边防再查数百公斤 

 

2014-01-10，防城港——1 月 8 日，广西公安边防

总队防城港边防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在对一辆由东

兴开往防城的皮卡车进行例行检查时，在车辆后拖

厢下发现经过改装的暗箱，从中查获涉嫌走私象牙

35根，重 275.2千克，总价值约 800余万元。目前，

该批象牙已移交森林公安处理。阅读原文 

 

温州运虎嫌犯称 25万买老虎准备泡虎骨酒 

 

2014-01-10，温州——1 月 8 日上午，王某和另一

名男子在温州市区搬运一具东北虎尸时，被温州两

名特警发现，王某被当场控制，另一名男子在逃。

警方介绍，王某最初接受讯问时称，这只老虎的交

易价为 10 万，虎尸源自山东。后来王某改口称交

易价为 25 万。温州警方正在对供述内容进行核实，

并对在逃嫌犯进行追逃。这具东北虎尸体昨天暂时

被保存在温州动物园的冰库里冷冻。阅读原文 

 

广西宁明边防武警查获两百多张走私鳄鱼皮 

 

2014-01-14，宁明——1 月 10 日，广西公安边防总

队宁明县边防大队寨安边境检查站官兵对边境公路

执勤检查时，在一辆红色无牌残疾人三轮助力车上，

查获两大包走私的鳄鱼皮，共计 242 张，案值 20

多万元。阅读原文 

 

温州查获 4千克整根象牙雕件 

2014-01-15，温州——浙江温州海关邮局办事处近

日查获一件长约 50 厘米、重达 4 千克的整根象牙

雕件。这是近年来温州首次查获整根象牙原牙雕件。

http://mil.cnr.cn/gmws/bfjc/201401/t20140110_514621531.html
http://news.163.com/14/0110/15/9I86J41600014AEE.html
http://www.gx.xinhuanet.com/2014-01/13/c_1189456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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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该雕件从一个西班牙寄往丽水、申报为衣

服的邮包中查获。阅读原文 

 

旅行箱藏 20余件濒危动物制品被海关查获 

 

2014-1-16，皇岗——1 月 14 日，皇岗海关在皇岗

口岸旅检入境大厅查获一名中国旅客藏匿的 536 克

象牙制品。此外，还查获大象皮皮带 4 条、鳄鱼皮

皮带 2 条。皇岗海关已将上述物品扣留并移交缉私

部门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杭州海关查获一批蟒蛇皮 

 

2014-01-16，杭州——杭州海关隶属萧山机场海关

关员在一票申报品名为“二胡配件”的出口快件中查

获 30 件用作二胡配件的蟒蛇皮，为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制品。 阅读原文 

  

云南破获十年来最大一起走私贩卖野生动物制品案 

 

2014-01-22，昆明——云南省森林公安通报了 1 月

10 日破获的一起走私贩卖虎皮等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制品案。该案共查获 335 件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制

品及标本，包括孟加拉虎虎皮 3 张、孟加拉虎幼崽

死体 1 只、虎骨、狮骨、亚洲象皮等上百件。据悉，

该案是云南森林公安十年来侦破的最大一起走私、

贩卖野生动物制品案。阅读原文 

 

港将焚化烧毁 33吨查没象牙 

2014-01-24，香港——香港保护稀有动植物咨询委

员会昨日举行会议，决定接受渔护署的建议，原则

上同意以焚化的方式销毁政府库存查没的象牙。除

保留少量作《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准

许的用途外，其余目前库存的象牙将全部分批销毁。

http://news.163.com/14/0115/06/9IK3GOIQ00014AED.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401/20140116110124_10630.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691304.htm
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4/01-22/294873.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4/01-22/2948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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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护署将会就委员会的决定，拟订执行计划。预计

于 2014 年上半年开展销毁行动，在一至两年内全

部销毁库存象牙。阅读原文 

 

广西警方查获 39只走私穿山甲  

 

2014-01-25，防城港——2014 年 1 月 24 日，广西

防城港市公安局钦东高速公路管理大队民警查获一

辆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轿车，车后座暗厢里装有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活体穿山甲 39 只，每只穿山甲重

约 9 千克至 1 千克不等。目前这批穿山甲和犯罪嫌

疑人已移交给防城港市森林公安局，此案正在进一

步调查处理之中。阅读原文 

 

 

北京海关查获旅客携带象牙制品入境案 

 

2014-01-26，北京—— 1 月 23 日，北京海关下属首

都机场海关旅检现场查获一名旅客携带的象牙制品

51 件，毛重约 3.4 千克。 据介绍，该旅客在登机

前将象牙制品藏匿于特制衣服中，并将该衣服放入

行李箱中进行托运，在通关时被海关关员查获。阅

读原文 

 

浦东国际机场查获逾两千件象牙及制品 

2014-01-28，上海——今年 1 月份以来，上海海关

在浦东国际机场旅检通道共查获了涉嫌走私象牙及

其制品 2019件，其中立案 15起，涉案象牙及其制

品总重量达 67.2 千克。据海关工作人员介绍，近

期查获的违规携带象牙入境案件中，出现了更隐蔽

的藏匿方式和更有组织的携带手段。这些旅客费尽

心机藏匿象牙，试图逃避海关监管，但最终都是徒

劳。春节期间海关也将加大对出入境旅客及行李的

检查力度，坚决打击象牙走私行为。阅读原文 

 

http://news.sina.com.cn/c/2014-01-24/044029331587.shtml
http://pic.gmw.cn/channelplay/6200/1284142/0/1.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692995.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692995.htm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1/id/12092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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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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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宫 2616 室 ,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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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高度赞扬中国公开销毁查没象牙 

2014-01-07——联合国 6 日高度赞扬中国首次公开

销毁执法查没象牙，形容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事件”。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

署)执行主任施泰纳 6 日特别向中国表示祝贺，同

时高度肯定了中国国家林业局在此次销毁象牙方面

所做努力。CITES 秘书长斯甘伦表示，中国这次销

毁活动向国际和国内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不

容忍象牙非法贸易。他指出，加强国际合作在改善

执法和减少需求方面正在起作用，国际社会有决心

结束这种非法贸易。阅读原文 

 

美国俱乐部拍卖非洲猎杀黑犀牛机会引争议 

2014-01-13，美国——美国“达拉斯游猎俱乐部”11

日晚以 35 万美元的价格，拍卖在非洲国家纳米比

亚猎杀一头黑犀牛的机会。黑犀牛濒临灭绝。这场

拍卖会引发极大争议，多个动物保护团体表达不满，

示威者在拍卖会附近抗议。阅读原文 

 

印尼机场截获欲走私到中国的 8000只猪鼻龟 

 

2014-1-15 ，印度尼西亚——近日，印尼首都雅加

达机场截获 4 个行李箱，其内装满了胶盒，每个胶

盒里放了 15-20 只初生猪鼻龟，一共大概有 8000

只，其中 14 只已死亡。印尼当局认为，有人企图

把这批小龟走私到中国和新加坡。阅读原文 

 

男子走私市值 140万美元黑犀牛角被严惩 

 

2014-01-17，新加坡——2013 年底，23 岁的越南

籍男子范英图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以 15000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1 月）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1-07/5703648.shtml
http://travel.people.com.cn/n/2014/0113/c41570-24096627.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401/20140115110951_106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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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向一名身份不详的卖家购买了八只黑犀牛角，

重 21.5 千克，市值达到 140 万美元。1 月 8 日他

启程回越南，计划先从乌干达乘搭飞机到老挝后

再回越南，途中过境迪拜和新加坡。9 日晚上，飞

抵新加坡时在樟宜机场第二搭客大厦被查获。新

加坡法庭以其违反濒危物种进出口法为由，判处

15个月监禁。阅读原文 

 

南非去年 1004头犀牛被猎杀 

2014-01-18，南非——南非水利与环境部 1 月 17日

公布，2013 年南非共有 1004 头犀牛被猎杀，创历

史最高纪录。南非水利与环境部部长莫莱瓦日前警

告说，如果猎杀犀牛的势头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2026年南非的犀牛将会灭绝。阅读原文 

 

四名中国人在肯尼亚被控走私象牙 

 

2013-01-30，肯尼亚——1 月 29 日，四名中国人因

走私象牙被送上肯尼亚内罗毕法庭。这四名中国人

承认走私了总值达数千美元的象牙。法庭判决：每

人交纳 3万先令，约合 250欧元的罚金。这四名中

国人是上周日被捕。他们携带了 40 双象牙筷子、6

条项链、手镯和笔架，以及大约 9.6 千克的象牙原

牙。4 人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出发，在内罗毕机场转

机，前往中国广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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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1-17/5750568.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1/18/c_126023740.htm
http://news.ifeng.com/photo/hdsociety/detail_2013_01/30/21756739_0.shtml#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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