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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日起昆明禁止捕猎 5年 

2014-06-01，昆明，云南—从昆明市野生动植物保

护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昆明市政府近日发布了《关

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从今年 6月 1

日至 2019年 5月 31日止，昆明市禁止捕猎。在此

期间，昆明市范围内禁止狩猎、捕杀陆生野生动物。

违反这一禁令，将被处罚，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

责任。阅读原文 

 

霍尔果斯海关破获一起羚羊角走私案 

2014-06-01，霍尔果斯，新疆--从 1月获知线索到

展开周密的外围调查，霍尔果斯海关缉私分局在长

达半年的布控后最终于 6月 1日凌晨 4时 40分在

霍尔果斯口岸抓获一名涉案嫌疑人，查获走私入境

羚羊角 66箱 2351根。涉案价值达 7053万元。这

也是霍尔果斯海关今年查获的最大一起濒危野生动

物产品走私案。阅读原文 

 

广西破获走私贩运野生保护动物案 

2014-06，崇左，广西——叫堪边境检查站例行检查

由边境驶来的货车时，发现大量野生动物死体。有

14 只黑叶猴，7 只穿山甲，2 个果子狸，6 只豹猫，

5 个熊胆。犯罪嫌疑人交代他是在龙州县水口镇一

个外籍男子手中获得，当天欲运往南宁出售。阅读

原文 

 

云南文山查获两只穿山甲 

 

2014-06，文山，云南— 文山市公安局卧龙派出所

日前在灰土寨加油站旁进行安全检查时，在一辆轿

车后备箱内查获两只马来穿山甲，并抓获了两名犯

罪嫌疑人龙某、李某。两人供认：他们在刘某安排

下，在麻栗坡县八布乡中越边界 5号碑从一越南人

手中接货，直接送昆明，运费为 7000元。龙某、

李某、刘某因涉嫌非法收购、运输濒危野生动物罪，

已被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武汉海关首次向湖北省林业厅移交走私濒危植物 

2014-06-03，武汉，湖北——近日，国家濒管办武

汉办事处、湖北省林业厅和武汉海关联合在省林业

厅举办了走私濒危植物移交仪式。此次移交的涉案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6 月） 

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4-06/04/content_3233839.htm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xinj/201406/20140623094945_11745.html
http://v.163.com/zixun/V8KGPRMCV/V9TM27KES.html
http://v.163.com/zixun/V8KGPRMCV/V9TM27KES.html
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4-06/27/content_326343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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濒危植物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共 19株，均属仙人掌科。其中 17株属于《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植物

（黑牡丹 11 株、龟甲牡丹 4 株、龙角牡丹 2 株）；

2 株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附录Ⅱ植物（银冠王）。全部植物现

场移交给了湖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总站。阅读原文 

 

非法走私犀牛角 厨师获刑 6年 

2014-06，北京—在南非做厨师的李某供认：2012

年 12月份，他在南非餐馆打工时，有个黑人向他

销售了 6.4公斤犀牛角。2013年 1月 20日，李某

从国外乘机到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海关在他托运的

行李内的 6个奶粉罐和 1个红酒盒内分别查获一块

犀牛角。经鉴定，李某所带的犀牛角价值人民币

160万元。市三中院认为，李某逃避海关监管，携

带大量犀牛角，其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 6年。阅读原文 

 

广西边防查获涉嫌走私野生东方鲎 113只 

2014-06-03，防城港，广西--广西公安边防总队防

城港边防支队楠木山边境检查站执勤官兵在对一辆

货车例行检查时，在车厢靠里侧当场查获四箱用泡

沫箱存放的活体野生东方鲎共 113 只，货车司机无

法提供该批野生东方鲎的合法手续。执勤官兵遂将

该批野生东方鲎扣留，随后将该批野生东方鲎移交

东兴市渔政大队处理。东方鲎又名中国鲎，是地球

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至今保持着原始生物的样子，

因而也被称为“海中活化石”，为国家二级水生保护

动物。阅读原文 

 

 

海关开展“守卫者”专项行动打击濒危物种走私 

2014-06-16，北京——为严密查堵和打击象牙等濒

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海关于 6 月至今年年底开展

“守卫者”专项行动。在专项行动中海关将开展专

题分析，采取针对性的查缉和打击措施。对象牙走

私团伙，海关将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精、准、狠”

打击，切断走私链条、铲除走私网络。海关还将通

过刑事司法协助、海关执法合作等渠道，追查象牙

等濒危物种走私源头，加大境外走私嫌犯抓捕力度。

阅读原文 

 

大巴私运 20只活体野生保护动物被福州警方查获 

2014-06-03，福州，福建——福清市公安局森林分

局接到群众举报称，一辆从福州开往深圳的客运大

巴涉嫌贩运大量野生动物。警方立即行动，在 19

时 30分许，查扣了 20只非法运输的“三有”(有益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51caffb014663ac5b3e0ecb.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405/20140528154445_11614.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405/20140528154445_11614.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x/201406/20140606103815_11653.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6/id/131637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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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研究价值的、有经济价值的)活体野生保护

动物。其中山麂 17只、果子狸 3只。据大巴的售

票员黄某清供述，她于 3日受他人委托从连江运输

野生动物到深圳，她不清楚野生动物的来源，只负

责运输并收取 500元的运输费(共 10大箱，每箱运

费 50元)。由于部分野生动物有受伤，昨日，福清

警方把 20只野生动物移交给福州动物园处理。阅

读原文 

 

 

南宁海关在国际邮包监管现场查获疑似濒危物种象

牙制品、干海马和红珊瑚等 

2014-06-03，南宁，广西--南宁海关国际邮包监管

现场，6月 3日，执法人员在 3件寄自韩国的进境

EMS邮包中查获干海马 687支，净重 1500克；5

月 30日，在寄自南非的邮包中查获藏匿在茶叶袋

中的疑似象牙制品 2件重 142.8克；5月 24日，在

一件寄自比利时、面单申报为装饰品的进境 EMS

邮包中，查获疑似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红珊

瑚，净重 235.4克。 阅读原文 

 

广西富商嗜吃虎肉收购宰杀老虎十余只 受审认罪 

2014-06-05，钦州，广西—以徐某为首的 15名被告

人对近年来收购宰杀十余只老虎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并当庭认罪。徐某交代称，他是到湛江走亲戚

时认识了已经从事宰杀老虎犯罪行为长达 9 年的涉

案人员陈某，并开始从陈某处购买老虎展开交易。

广东湛江警方查明，徐某所宰杀的老虎均是陈某从

境外通过走私偷运至雷州后进行宰杀销售。经两次

开庭审理后，广西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宣布将择

期宣判。阅读原文 

  

8人连手买卖野生动物 涉案金额超千万 

2014-06-5，南京，江苏——南京森林公安查获一个

购销野生动物的网络。供货人为南宁的陈某、陆某

等人。他们的野生动物均为两人从越南、缅甸等地

走私入境。随后，通过广西北海至无锡的长途大巴

车运送至南京的下家汤某、潘某。汤某和潘某会亲

自前往葛塘加油站和浦口区三桥服务区两个接货地

点收货。两人收货后再进行分类，随后再根据客户

需求，派人向河西等地的野味馆、私人高档会所送

货。随着生意的不断扩大，两人并不满足南京本地

的生意，他们的销售网络已经涉及镇江、扬州、盐

城以及山东、上海、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山

西等地。警方破案后，该案嫌疑人已全部被提起公

诉。警方收缴熊掌、穿山甲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 4460 只(条)，涉案金额高达 1000 多万元。

其中五步蛇、银环蛇等野生蛇类 4000 余条，野猪、

鹿、獐子等野生动物肉 400余斤，穿山甲 219只，

熊掌 118只，蜥蜴 31只，孟加拉巨蜥 54只，以及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6-05/content_11793015.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6-05/content_11793015.html
http://quotes.money.163.com/usstock/hq/MS.html
http://money.163.com/14/0606/14/9U2HFAQJ00253B0H.html
http://money.163.com/14/0606/14/9U2HFAQJ00253B0H.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6/id/1311359.s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6/id/13113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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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鲵(俗称娃娃鱼)47 条、虎皮 1 张、亚洲狮骨 1 具。

案件宣判后，这批赃物将作焚化销毁处理。阅读原

文 

 

青岛海关查获两起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制品入境案 

2014-06-05，青岛，山东——青岛机场海关旅检渠

道关员在对入境航班进行现场监管时，从旅客行李

物品 X光机检查图像中发现异常，经开包查验，最

终查获象牙及制品 24.31千克，其中整根象牙及原

牙雕刻 9根，预估案值达 234万元。另一起案件中，

关员查获 3人携带的鳄鱼皮及网纹蟒皮制品 245件。

濒危动植物制品分别为暹罗鳄皮革制钱包 94个、

皮带 146条、吊坠 1个，凯门鳄皮革制包 3个，网

纹蟒皮带 1根。上述案件犯罪嫌疑人均长期在外从

事个体经营，所携带象牙及鳄鱼皮制品等主要用于

销售牟利。目前，青岛海关缉私局已对案件进行立

案调查。阅读原文 

 

龙陵森林公安破获一起穿山甲片走私案 

2014-06-06，龙陵县，云南——龙陵县森林公安局

接到情报：称有一大理籍张姓男子欲前往缅甸走私

珍贵动物穿山甲制品，并企图入境后在陇川县城交

易。易文副局长带人赶赴德宏州陇川县展开侦查，

于 2014 年 6 月 6 日在陇川县章凤镇将涉嫌走私珍

贵动物制品的张某，尹某和杨某成功抓获，现场查

获珍贵动物制品穿山甲片 30千克。阅读原文 

  

新疆机场候机楼派出所查获 7个熊胆案 

2014-06-10，新疆—新疆机场候机楼派出所在工作

中发现线索，对前往办理手续的嫌疑人的人身及行

李进行了检查，在两名男子携带的行李中发现七个

（疑似）熊胆，分别藏匿于鞋子和衣物内。经民警

的询问，系外国的员工赠与，真伪还有待进一步的

核实。这是今年以来机场公安局破获的最大一起走

私野生动物制品案，目前，两名男子已被移交至相

关部门进一步审理。阅读原文 

 

黑龙江查获 8.93公斤走私虎骨和 30只走私熊掌 

2014-06-11，牡丹江，黑龙江——通过情报分析

和现场侦查，2014 年 3 月 11 日凌晨，绥芬河边防

大队办案民警在嫌疑人家卧室床板下发现了 10.93

公斤疑似虎骨。当天，办案民警在东宁县某俄货店

内将另一名嫌疑人抓获，并在其店内当场搜出重达

47.19 公斤的 30 只熊掌。3 月 12 日上午，绥芬河

市边防大队将案件及涉案物品移交绥芬河海关缉私

分局。3 月 28 日，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检测中

心出具鉴定结果，认定查获的 10.93 公斤疑似虎骨

中有 8.93 千克为虎的骨骼，其它都是猪骨。30 只

熊掌中，有 8 只为亚洲黑熊熊掌，分属 3 只黑熊，

22只为棕熊熊掌，分属 6只棕熊。目前，2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捕，等待提起公诉。 

阅读原文 

青岛破获贩卖野生动物肢体案 

2014-06-13，青岛，山东--去年 10月，青岛市南公安

成功破获了一起贩卖野生动物肢体的案件，抓获年过

七旬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从 2012年 6月起，陈某多次

向李某和李某某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肢体。警方

在李某、李某某家中查获待售熊掌 5 只、穿山甲 3 只。

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4/06/05/021106495.shtml
http://jsnews.jschina.com.cn/system/2014/06/05/021106495.s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sdong/201406/20140605145244_11646.html
http://baoshan.yunnan.cn/html/2014-06/19/content_3254299.htm
http://baoshan.yunnan.cn/html/2014-06/19/content_3254299.htm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51caffb0146aba8fe04117b.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51caffb0146aba8fe04117b.html
http://art.people.com.cn/n/2014/0617/c206244-251600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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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犯罪嫌疑人陈某处查获熊掌 1 只。李某交代，他还

从南京的潘某进过多次穿山甲。潘某将包装好的穿山

甲通过长途汽车运至青岛，货到青岛后，李某到长途

汽车站找长途车司机取货。从 2011年 6月份至今，李

某共从潘某手中购买了 8只大约 60斤的穿山甲，每斤

300元左右。阅读原文 

 

皇岗海关截获 70公斤珍贵紫檀 

 

2014-06-15，深圳——一辆两地牌货柜车从皇岗口

岸货运进口渠道入境。海关关员对车底工具箱查验

时发现两个箱子中装的都是已经打磨完成的精美紫

檀佛珠，经清点及鉴定，此次查获的木料及佛珠原

料均为蝶形花科紫檀属小叶紫檀。木料共有 12 根，

计 16.5 公斤；紫檀佛珠达 79 串 2923 颗，计 32.5

公斤。这是今年以来皇岗海关查获的最大宗藏带小

叶紫檀入境案，也是今年以来该关在货运渠道查获

的第二宗藏带小叶紫檀案件。阅读原文 

 

乌鲁木齐海关在喀什破获走私黑池龟案 涉案逾 500万 

2014-06-15，乌鲁木齐，新疆--乌鲁木齐海关在喀

什市塔什库尔干县一砖厂附近的皮卡车上破获走私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黑池龟案件。据介绍，229

只涉案黑池龟金额初步估算为 572.5 万元。一只黑

池龟价值 2.5 万元。这是乌鲁木齐海关自 6 月起开

展打击濒危物种“守卫者”专项行动以来，查获的第

2起走私濒危物种入境案件。阅读原文 

 

上海海关查获玳瑁标本 

http://news.qingdaonews.com/qingdao/2014-06/12/content_10510364.htm
http://www.chinanews.com/ga/2014/06-17/6289704.s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xinj/201406/20140620112345_117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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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6，上海--上海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在日本进境

的特快邮件中查获玳瑁标本 2件。阅读原文 

 

 

山西交警查获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 

2014-06-16，山西——山西高速交警一支队八大队民

警在陕晋省界军渡交通安全检查站执勤时，查获一起

利用客运车非法运输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鸮（俗称猫

头鹰）的案件。查获 9 只活猫头鹰，和 2 只死猫头鹰。

驾驶员周某和何某均无法提供这批货物合法有效手续。

据周某讲，他们是从榆林南服务区装的货，送往河南

南阳。周某、何某此次非法运输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雕

鸮数量已达《刑法》第 341条之规定，案件现已移送

山西省森林公安局关帝山分局做进一步处理。阅读原

文 

 

商洛破特大运输贩卖蟒蛇案 

2014-06-16，商洛，陕西-——陕西省商洛警方近日破

获一起特大运输贩卖蟒蛇案，查获蟒蛇、大王蛇共 76

条。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蛇 21条，抓获 7名犯

罪嫌疑人。据悉：2013年，韩某未经野生动物主管部

门批准，在广东非法收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蟒蛇、眼镜王蛇、眼镜蛇和环蛇、王锦蛇等蛇类野生

动物 76条，浸泡在白酒中摆地摊卖苗藏神油、筋骨疼

痛贴等膏药。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办理之中。阅读原

文 

 

皇岗海关查获 60件珍贵红珊瑚饰品 

 

2014-06-17，深圳——皇岗口岸旅检入境小车道现场

关员在对一辆粤港两地牌小车进行检查时，发现放在

车后的一个大行李箱图像存在异常。该行李箱为一香

港旅客所有，海关关员开箱查验后，查获一批红珊瑚

饰品，共计 260件 1.4公斤。由于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关

证明，现该批饰品已被海关暂扣，案件待海关缉私部

门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贵州民宅暗藏野猪等野生动物 涉嫌非法收购贩卖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shai/201406/20140619160614_11735.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Police/content/2014-06/17/content_5602699.htm?node=53706
http://www.legaldaily.com.cn/Police/content/2014-06/17/content_5602699.htm?node=53706
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4-07/02/content_5644191.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4-07/02/content_5644191.htm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406/20140619111911_117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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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7，凯里，贵州--黔东南州及凯里市森林警

方，日前在一民宅内查获一起涉嫌非法收购贩卖野生

动物的窝点，查缴大王蛇、乌梢蛇及麂子死体等国家

明令禁止捕杀的保护动物 700斤。经黔东南州林业专

家及凯里市渔政执法人员初步认定，这些动物均属“三

有”保护野生动物，都禁止捕杀和贩卖。当地警方已对

上述野生动物予以封存，并加紧追查其来源。阅读原

文 

 

云南绿春县警方查获特大野生动物走私案 

2014-06-17，绿春，云南--6月 17日 16点，绿春县公

安局牛孔派出所民警在晋思线牛孔粮管所堵卡时，一

骑摩托车的村民载着的塑料箩筐引起了民警们的注意。

通过拦截盘查，发现箩筐内部被三层板隔成两层，里

面装有大量的疑似大壁虎的爬行类动物。经森林公安

民警盘查：摩托车主熊九系金平县农民，在未办理任

何野生动物许可证的情况下，从西双版纳擅自将大壁

虎用特制的箩筐运回金平老家准备出售。箩筐内共有

大壁虎 62只，其中 59只为活体，3只为死体。涉案摩

托车和大壁虎均被扣押。此案件正在进一步地办理之

中。阅读原文 

  

陕西破获跨省贩卖国保动物猫头鹰 196只 

2014-06-19，榆林，陕西--靖边县公安局某森林警察

大队日前破获一起贩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猫头鹰案，

贩卖猫头鹰总数达１９６只，涉案金额８０余万元。

猫头鹰被贩卖到广州等地后，均被卖到高端酒店，一

只猫头鹰在餐桌上可卖到上万元。目前，陕西靖边警

方查实涉案猫头鹰达１９６只，其中５３只活体已放

飞，在广州查获的１２只移交给广州市野生动物保护

站。阅读原文 

 

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参加上海地区网站、物流公司

濒危物种保护与管理座谈会 

2014-06-19，上海--上海地区网站、物流公司濒危物种

保护与管理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会议由上海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管理站、上海市渔政监督管理处、国际野生

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等单位组织，会上，国际

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工作人员肖宇就濒危

野生动物网络贸易监测情况做详细介绍，被监测的网

站包括中华古玩网、淘宝网等，主要监测物种制品包

括象牙、犀牛角、玳瑁、穿山甲、盔犀鸟（又称鹤顶

红）、虎骨等。会议结束后，到会各网站和物流公司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51caffb0146b0d36a7711a9.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51caffb0146b0d36a7711a9.html
http://www.flyxg.com/viewnews-149614.html
http://www.flyxg.com/viewnews-149614.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Police/content/2014-06/19/content_5606924.htm?node=53706
http://www.flyxg.com/batch.download.php?aid=93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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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共同抵制濒危物种非法贸易与运输的倡议。阅

读原文 

 

象牙走私拼图 

2014-06-19,广州，广东—2014年 5月，广州机场海关

查获象牙原牙段及其制品 39.5千克、白犀牛和黑犀牛

角 30.95千克，价值总计约938万人民币。从非洲到中

国，航空路线正成为走私象牙的重灾区。阅读原文 

 

卖家构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一

审获刑十年 

2014-06-20，温州，浙江--今年 1月 8日上午，温

州鹿城区江滨路惊险路边交易老虎尸体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卖家”杨某与“买家”王某在搬运老虎过程

中被特警发现，杨某当即逃走，王某落网。4月 3日，

来自江西省东乡县的 31岁王某，因犯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被鹿城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0元。6月 20日，鹿城

法院一审认定“卖家”杨某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

金 5万元。阅读原文 

 

崇左查获非法运输蟒蛇皮鳄鱼皮动物制品 

2014-06-22，崇左，广西-- 6月 22日，犯罪嫌疑人周

某伙同陆某驾驶一辆中华小轿车，将疑似蟒蛇皮 85 张、

疑似鳄鱼皮 303张、疑似鳄鱼尾巴皮 71张，从崇左市

宁明县爱店镇运往宁明县城，途径寨安公安检查站执

勤点时被查获。目前，犯罪嫌疑人周某、陆某已被警

方控制，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文 

 

皇岗海关查获濒危动物——“贝中之王”砗磲 

 

2014-06-23，深圳--皇岗海关查获 1名内地旅客携带入

境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砗磲，重 2.78公斤。因为该

旅客无法出具任何允许出入境的授权证明，皇岗海关

依法对砗磲予以暂扣。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查获 4000余条貂皮 

2014-06-27，深圳——深圳海关关员在对一辆进境车

辆进行大型图像机检设备检查时发现，车辆冷柜底部

疑似藏有不明货物。关员当即进行详查，看到隔热层

中间是一个很大的特制暗格，塞满了一个个鼓鼓囊囊

的塑胶麻袋，麻袋里面全是一捆捆灰褐色的水貂皮，

http://finance.sina.com.cn/nongye/nygd/20140624/091019503335.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nongye/nygd/20140624/091019503335.shtml
http://news.hexun.com/2014-06-19/165831444.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4-06-20/145930396563.shtml
http://www.gx.chinanews.com/2014/1614_0717/103957.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406/20140627155202_11819.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406/20140627155202_118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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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约长 80 厘米。目前，案件已被刑事立案，并由海

关缉私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阅读原文 

 

国外收购保护动物卖给饭店 两男子获刑 

2014-06-30，广东——39岁的韦某从 2013年 3月份开

始，与一名外号“黑炳”(另案处理)的男子合作贩卖国

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蛤蚧。韦某以每条蛤蚧 0.5至 1元

好处费让其在越南帮忙收购蛤蚧，同时通过长途大巴

将蛤蚧托运至南海大沥高速路口。随后，韦某又以每

次 100元价格雇请老乡陈某，负责驾驶面包车将蛤蚧

运到佛山罗村富安花园后住所内。然后，韦某再将蛤

蚧出售给饭店等地。2013年 7月 25日上午 7时许，民

警在韦某住处将两人抓获，当场起获 2260条蛤蚧。据

了解，两人共收购贩卖野生保护动物“蛤蚧”约 4000

条。南海法院一审判决，分别以非法收购、运输、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韦某有期徒刑十年，

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五年。2人上诉。昨日，佛山中院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阅读原文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4-06/27/content_9720334.htm
http://gd.sina.com.cn/fs/yaowen/2014-06-30/070371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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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佛教联合会吁民众拯救大象 对象牙制品说不 

 

2014-06-13，美国--美国佛教联合会与国际人道对待动

物协会在华埠包厘街举行“拯救大象，请勿购买象牙

制品”保护野生动物记者会，呼吁民众切勿购买任何

象牙及犀牛角制品，以免触犯新法。鉴于鱼翅禁售法

律条文将于 7 月 1 日正式生效，因此提醒餐饮业者如

菜单上还列有“鱼翅菜肴”一定记得划掉，以免造成

误解而触犯法律。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检获逾 3340公斤穿山甲鳞片 

2014-06-16，香港——香港海关日前在两个进口货

柜破获大批怀疑走私濒危物种穿山甲鳞片，检获

3340 公斤穿山甲鳞片，总值超过 1700 万元(港币 

下同)，是近 5 年来最大宗同类案件，并拘捕一名

40岁马来西亚籍男子。 阅读原文 

 

 

 

 

 

肯尼亚警方查获 228根完整象牙 

2014-06-05，蒙巴萨——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

局 5日说，肯警方当天在港口城市蒙巴萨的一

间仓库中查获 228根完整象牙和 74个象牙碎

片。野生动物管理局官员阿瑟·图达在新闻发

布会上说，通过颜色和尺寸判断，这批象牙大

多来自刚果（金）和坦桑尼亚，以及来自肯尼

亚国内察沃国家公园等地。阅读原文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联系我们： 

TRAFFIC 中国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内 

文华宫 2616 室 , 100006 

电话：010-65116211  

 

http://news.fjnet.com/hwjj/haiwainr/201406/t20140618_220234.htm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6/id/1318948.shtml
http://www.bbc.com/news/world-africa-27719795
http://www.traffic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