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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企业家和学者在京联名发布拒绝象牙制品宣言 

 

2014-02-27——为保护大象，中国 36 位知名企业家与

学者在京联名发表宣言，拒绝购买象牙和象牙制品。

这项宣言由野生救援协会中国理事会理事长、全球理

事黄怒波发起，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新东方

教育科技集团总裁俞敏洪、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和阿

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等 36 位知名企业家及学者共

同联名承诺。阅读原文 

 

中国举行公益活动纪念首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2014-03-02，北京——今年 3 月 3 日是首个“世界野生

动植物日”，为了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决议，中国国家

林业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野生植物保护

协会共同在北京举办了首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公

益宣传活动。阅读原文 

 

崇左市查获一起非法运输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4-03-03，崇左——2 月 27 日，崇左市森林公安局

民警在南友高速公路崇左入口处查获一起非法运输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当场查获疑似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动物食蟹猴 108 只，抓获涉案人员一名。阅读原文 

 

台北街头现逾千只大熊猫 宣传动物保护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3 月）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7/c_126198283.htm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03/02/c_119568178.htm
http://www.gx.xinhuanet.com/2014-03/03/c_1195707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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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04，台湾——近日，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

赴台湾举行艺术巡回展览，出自艺术家保罗·格朗容之

手的 1600 只纸熊猫成为了主角。这次创意十足的艺

术展览背后还藏着一个严肃的动机：加强人们对濒临

物种的保护意识。据悉，这 1600 只熊猫均由可回收

废纸制成，代表了地球上现存的 1600 只熊猫。阅读

原文 

 

国家濒管办举行座谈会纪念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 

2014-03-05，北京——3 月 3 日，首个“世界野生动植

物日”来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

理办公室在京举行座谈会，约请相关机构和组织代表

分享、交流保护野生动植物工作的经验和想法。与会

代表认为，国内外相关部门要携起手来，共同努力，

才能更好地保护世界野生动植物。阅读原文 

 

男子携一对象牙至漳州交易被抓 

 

2014-03-07，漳州——3 月 3 日下午，平和县森林公

安分局接到线索称，有外地人要来平和交易象牙，随

后展开布控。当天下午 6 点，男子李某被抓，当场缴

获一对象牙，总重约 4.5 千克，价值 50 万元。李某交

代，他是河南人，花了 5.6 万元从河南的古玩市场买

来这对象牙，原想请人雕刻，但工钱太贵，就想卖掉。

目前，李某涉非法收购、运输、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被刑拘。阅读原文 

 

司机偷运 22 只小黑熊被查 

 

2014-03-07，鲁甸——3 月 2 日凌晨， 民警在 G85 渝

昆高速公路昭通段查获一男子偷运 22 只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黑熊幼崽，男子谎称是“小土狗”。民警随后

在其后备箱内查获一只黑熊死体和四只熊掌。据男子

交代，这些熊是其受人之托，从磨憨口岸运往成都市。

阅读原文 

 

姚明称买象牙等于买一颗子弹 

2014-03-07，北京—— 3 月 6 日，全国政协委员、前

篮球运动员姚明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认为中国要

做出更大努力，依靠立法，彻底消灭非法动物制品的

销售，同时要靠全社会消费者提高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购买象牙就等于购买了一颗子弹”。姚明在北京国际

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社会提高对野生动物的保

护意识，呼吁国家立法、全面禁止停止对象牙、犀牛

角等非法动物制品的销售。阅读原文 

 

南宁海关在邮检渠道查获象牙制品 15 件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3-03/content_11319434.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03-03/content_11319434.html
http://www.cites.gov.cn/ShowIndex/ShowNews.aspx?sort=t1&id=9092
http://fj.sina.com.cn/news/s/2014-03-07/092652136.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4-03-07/053029644219.shtml
http://www.qh.xinhuanet.com/2014-03/07/c_1196502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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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2，南宁——3 月 3 日，南宁海关在 4 件寄

自日本、收件人与收件地址均相同的进境邮件中查获

疑似象牙制品 15 件，这是继 2 月 21 日后第二次查获

该收发件人邮寄疑似象牙制品入境。阅读原文 

 

辽宁省呼吁抵制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 

2014-03-12，辽宁——3 月 1 日，辽宁省林业厅、省

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在沈阳市联合开展了以“倡导绿色

消费 自觉抵制非法野生动植物产品”为主题的科普

宣传活动。阅读原文 

 

政协委员提案禁止公务员消费野生动物制品 

 

2014-03-12，北京——3 月 5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授艺术大师、著名雕塑艺术家袁

熙坤提交了名为《关于禁止党政及公职人员消费和收

受象牙等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提案。阅读原文 

   

嘉兴查获迄今最大运输象牙制品案 

 

2014-03-15，海宁——福建小伙小杨从山东地摊上买

了 8 斤多的象牙制品，回家途经海宁时被查获，涉案

价值 18.3 万余元。昨天，小杨被依法批捕。这是海宁

市迄今查获的最大的运输象牙制品案。阅读原文 

 

云南德宏查获 421 公斤走私大象皮 

2014-03-18，德宏——3 月 17 日,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公安边防支队梁河边境检查站执勤官兵在

对一辆梁河开往昆明的运货大货车例行检查时，从该

车货箱底部成功查获用编织伪装的野生动物制品大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698177.htm
http://www.lnly.gov.cn/lnly/rdxx/201403/t20140306_275012.html
http://zdx.forestry.gov.cn/portal/bhxh/s/650/content-662729.html
http://jx.zjol.com.cn/system/2014/03/15/0199118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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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皮 22 袋，净重 421 千克。据违法嫌疑人交代，他

们从缅甸边境村寨低价购买橡皮后，准备贩运到昆明

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阅读原文 

   

男子公开贩卖走私象牙 被抓后吓哭 

2014-03-18，广州——广州市森林公安分局民警 17 日

上午在广州市荔湾区康王中路华林国际 C6056 档“玉

明轩”的一个行李箱内查获疑似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现代象的象牙制品 14.7 千克，抓获 1 名犯罪嫌疑人。

令民警啼笑皆非的是，面对民警的审讯时，嫌疑人张

某开始若无其事，但一听到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或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时，

立刻被吓哭了。阅读原文 

 

浙江检验检疫局查获违规入境濒危多肉植物 

2014-03-18，杭州——近日，浙江检验检疫局所属萧

山检验检疫局邮件监管现场办公室从一个来自日本

的邮包中，截获 20 余株用报纸包裹的多肉植物。经

鉴定，确认这些多肉植物为花笼、龟甲牡丹、龙角牡

丹、乌羽玉、银冠玉、十二卷属等多种仙人掌科、百

合科植物，其中仙人掌科花笼、龟甲牡丹、龙角牡丹

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公约）

附录内的物种，仙人掌科乌羽玉属为附录内的物种，

均十分珍贵。阅读原文 

 

香港两年内全部销毁已充公象牙 

2014-03-20，香港——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

决定以焚化方式销毁政府充公的象牙，首批象牙于今

年上半年销毁，其后每月销毁约 3 吨，预计一至两年

内全部销毁。阅读原文 

 

丰田后备厢内查出四只熊掌 

 

2014-03-18，牡丹江——3 月 11 日上午，牡丹江市公

安局华电分局民警在铁岭河收费站对车辆进行盘查

时，在一辆丰田汉兰达后备厢内查出走私熊掌四只。

犯罪嫌疑人翁某交代，四只熊掌是他花 10000 卢布(约

合 2000 余元人民币)从俄罗斯购买，通过走私入境，

准备留着自己享用。目前，警方已对翁某采取强制措

施,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两只陆龟贩卖路上被解救 

 

2014-03-20，上海——3 月 3 日上午 9 时 50 分，一名

http://news.sina.com.cn/o/2014-03-18/171129736674.shtml
http://news.163.com/14/0318/07/9NJQJ45L00014AED.html
http://hznews.hangzhou.com.cn/jingji/content/2014-03/18/content_5204713.htm
http://gd.sina.com.cn/news/roll/2014-03-20/103088259.html
http://heilongjiang.dbw.cn/system/2014/03/18/0555821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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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从轨交 6 号线上南路站 2 号口进站，手里提着一

个纸箱，里面有两只乌龟：分别为缅甸星龟和辐纹陆

龟，均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携带珍稀乌

龟的男子已被取保候审。阅读原文 

 

旅客一年内三带濒危动植物沉香被海关刑拘 

2014-03-21，深圳——近日在福田口岸进境现场查获

一名内地旅客在一年内三次携带濒危植物沉香木入

境，该旅客累计偷带沉香木达 8500 克。目前案件已

被刑事立案，当事人已被刑事拘留。这是皇岗海关查

获的首宗因一年内三次走私非涉税物品而被刑拘的

案件。阅读原文 

 

济南边检站查获特大涉嫌走私贩卖野生动植物制品

案 

 

2014-03-22，济南——山东公安边防总队济南边防检

查站 21 日晚查获一起特大涉嫌走私贩卖珍稀野生动

植物制品案，现场缴获各类珍稀野生动植物制品 37

种，包括象牙、鳄鱼皮、沉香木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制

品，涉案金额近百万元。这是济南口岸查获的首例走

私珍稀野生动植物制品案件。目前，案件已经移交相

关单位进一步调查处理。阅读原文 

 

《新闻直播间》 南宁：网上竟晒图卖野生动物 

 

2014-03-22，南宁——近日，广西南宁市森林公安局

监控到有人通过 QQ 空间发布出售野生动物制品的信

息。经过调查，警方锁定了家住南宁市江南区的谢某。

3 月 21 日早上七点，办案民警来到谢某的住所进行搜

查。在谢某的相机里，民警发现了不少野生动物制品

的照片。面对询问，谢某不承认自己有贩卖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的行为，只是在 QQ 空间里帮朋友代卖，没

有成交过。随后，民警在其包里发现了几包野生动物

制品。此外，民警还在谢某的客厅里发现了几瓶药酒，

药里有蜥蜴、蛇、龟等野生动物。民警将这些野生动

物及野生动物制品进行了查扣，谢某也因贩卖野生动

物被带回公安局接受调查。观看视频 

 

新疆博州边防查获走私羚羊角 1257 根 

http://news.hexun.com/2014-03-20/163226971.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403/20140321094634_11067.html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3-22/5982320.shtml
http://video.sina.com.cn/p/news/v/2014-03-22/1658636498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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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6 ，博州——3 月 22 日 11 时许，乌兰达布

森边境检查站执勤官兵对一辆由阿拉山口口岸驶往

博乐市方向的黑色轿车例行检查时，查获走私羚羊角

1257 根，涉案金额高达 3770 万元。目前，案件已移

交当地海关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广东雷州：10 只老虎遭屠杀 

2014-03-27，雷州——3 月 14 日，湛江市公安机关破

获的非法捕猎、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经过初

步查证是以陈某飞（男，54 岁，雷州市附城镇人）为

首，陈某东（男，32 岁，雷州市附城镇人）等人为骨

干成员的犯罪团伙所为。其中，在 3 月 14 日晚抓捕

行动中坠楼身亡的黄某（男，61 岁，遂溪县城月镇人），

是该团伙专门负责宰杀老虎的“屠夫”。 据湛江市

公安局通报，屠夫黄某杀死了 10 多只老虎，加上 2007

年查获的 2 只活老虎，据不完全统计，自 2007 年以

来，雷州出现了超过 12 只老虎。阅读原文 

 

入境货船夹带象牙被昆明海关查获 

2014-03-28，昆明——3 月 18 日，昆明海关下属的西

双版纳海关在关累码头查获一起涉嫌走私入境象牙

案。海关关员在对一艘入境中国籍货船登船查验时，

发现船舱中夹带象牙 2 根，共计 5.2 千克。阅读原文 

   

江苏破获特大走私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4-03-29，江苏——近日，在公安部协调指挥和广

西等省区市公安机关协作配合下，江苏公安机关成功

破获了一起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特大走私贩卖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24 名，

收缴穿山甲、熊掌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4460 余只，捣毁非法储存窝点 5 个。经查，犯罪嫌疑

人邓某、黎某从境外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后，贩卖给陈某等人。汤某、潘某从陈某等人处购买

后运至南京的 3 处窝点，并销往河北、山西、上海、

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地。阅读原文 

 

 “布料”邮包藏千株红豆杉  

2014-03-31，延吉——延吉海关工作人员日前在查验

一批邮递进境的邮件时，发现一个纸箱出现异常，他

们立即核对品名为“布料”的申报单，并开箱进行检查。

经清点，箱内共 50 捆 1000 株红豆杉苗。阅读原文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xinj/201403/20140326104646_11113.html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4-03/27/content_25741119.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01502.htm
http://www.chinapeace.org.cn/2014-03/29/content_10836114.htm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lning/201403/20140331110620_111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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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在首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呼吁为保护它们而

奋斗 

2014-03-03——今年 3 月 3 日是第一个世界野生动植

物日。潘基文秘书长在一份致词中敦促停止非法贩运

野生动植物的行为，致力于可持续和公平地买卖和使

用野生动植物。潘基文 3 日还在日内瓦出席了一个题

为“野生而宝贵”的野生动植物展览。阅读原文 

 

孟加拉国环境和森林部号召公众提高野生动植物保

护意识 

2014-03-04，孟加拉——3 月 3 日为首个“世界野生动

植物日”，孟加拉国环境和森林部在首都新闻俱乐部

召开“野生动植物保护”大会，呼吁公众提高野生动植

物保护意识。与会代表们表示，过去数十年，孟加拉

国许多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这些动植物是人类居住

的环境和自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只有保护这些野生

动植物才能保证地球的健康。阅读原文 

 

坦桑尼亚将采用高科技手段打击象牙走私 

2014-03-06 ，坦桑尼亚——坦政府日前表示，将在机

场、港口添置高科技集装箱扫描检测设备以及嗅探犬，

提高其出口集装箱的检测效率和能力。此外，在人力

方面，坦政府将加强对海关人员在风险评估、货物检

查、信息交换及事后调查等方面的综合培训；另一方

面也将增加人员编制，加强海关力量，配备录音录像

设备，负责秘密调查、情报收集，以提高象牙走私案

件的侦办效率。阅读原文 

 

WWF 借助无人机保护非洲野生动物 

 

2014-03-14，非洲——据美国网站“fastcoexist.com”报

道，2012 年起，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开始利用高科

技设备——无人机(UAV)来保护野生动物，以防止非洲

野生动物遭到非法偷猎者的捕杀。网络巨头谷歌为其

拨款 5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 3061万元)进行资金援助。

阅读原文 

 

坦桑尼亚一中国人涉嫌走私象牙 被判 20 年监禁 

2014-03-20 ，坦桑尼亚——坦桑尼亚法庭 19 日判处

一名走私象牙的中国人 20 年监禁。坦桑尼亚加强打

击象牙走私试图遏制激增的偷猎行为。律师说，这个

名为余波(音译)的 45 岁中国人对非法拥有 81 根象牙

以及两张穿山甲皮的指控认罪。就在法庭作出上述重

判之前，坦桑尼亚学习邻国肯尼亚通过了更严厉的法

律，增加了对偷猎野生动物者的刑期。余波去年 12

月在靠近达累斯萨拉姆的地方被捕，那里是从东非走

私象牙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3 月） 

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1453
http://news.163.com/14/0304/14/9MGFG34I00014JB5.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403/20140306150015_10939.html
http://hope.huanqiu.com/atlas/2014-03/2729868.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403/20140320141957_110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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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乐天成为象牙、鲸鱼产品最大在线零售商 

 

2014-03-20，日本——据英国《卫报》网站 3 月 18 日

报道，据自然资源保护者称，拥有 Play.com 和 Kobo

的日本电子商务公司——乐天，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

和鲸鱼肉在线零售商。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英

国环境局和国际动物保护协会呼吁日本最大在线零

售商停止销售此类产品。这些组织在报告中指出，乐

天网站有超过 28000 条象牙广告，以及 1200 条鲸鱼

产品广告。阅读原文 

 

古董商保护象牙贸易 

 

2014-03-26，美国——美国一项关于禁止象牙制品交

易的商业禁令受到古董商和博物馆馆长们的非议，他

们认为这条规定画虎不成反类犬，因为这不仅不能够

保护濒危物种免受屠杀，还会对精品古董的展出、贸

易活动以及学术研究产生致命打击。白宫发言人声明：

“针对非洲大象和犀牛所面临的空前威胁……我们颁布

了一项彻底的禁令……禁止濒危物种贸易将是保证美

国国内市场远离动物濒危原因的最好方法。”美国前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出警告，偷猎和非法交易活动

变得“更加有利可图、更加残酷”，偷猎者常用精良的

武器和探测装置，有时甚至还杀守林人。阅读原文 

 

印度犀牛偷猎者在保护区内被击毙 

 

2014-03-27，印度——当地时间 2014 年 3 月 26 日，

印度阿萨姆邦，Pobitora 野生庇护所内一头死亡的犀

牛躺在地上，犀牛角已经不见。据悉，当天两名偷猎

者在与护林员的交战中被打死，在这之前他们杀死了

这头犀牛。阅读原文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4-03/20/content_31849491.htm
http://finance.ifeng.com/a/20140326/11979920_0.s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zggc/2014-03-27/content_1147973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