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5 月）
这 2 个纸箱共装有 65 张鳄鱼皮制品，分别是黑色

云南磨憨边检站查获一起走私蜂猴案

13 张、褐色 5 张、棕色 45 张、蓝色 2 张，每张长

2014-05-04，磨憨，云南——当天上午， 云南边防

达 1.2 米，整皮花纹粒面清晰。经估量，这 65 张

总队磨憨边检站执勤官兵 对一辆入境越野车进行检

鳄鱼皮制品市场价值约 12 万元。目前，这批鳄鱼

查时，发现其后备箱内一蛇皮袋有动物蠕动迹象，

皮制品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遂让车主开包检查，发现袋内装有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蜂猴 3 只。经询问，携带旅客未能提供任何合法
手续，此案目前已移交当地森林公安机关做进一步
处理。阅读原文

凭祥边防解救 6 只懒猴，查获 65 张鳄鱼皮
2014-05-05，凭祥，广西——中午 12 时许，广西凭
阅读原文

祥夏石边境检查站，322 国道执勤点执勤官兵在对
一辆从凭祥开往宁明方向的客车进行例行检查时，
突然听到“吱吱”的响声。执勤官兵高度警觉，最

福清警方查获非法经营国家二级野生动物窝点

终在客车座位底部发现两个可疑的封闭纸箱，箱内
装有 6 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懒猴。司机黄某供

2014-05-07，福清，福建——根据群众举报，福建

述，此纸箱是一个客户从凭祥托运到宁明的，箱内

省福清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在福清市沙埔镇赤礁村一

具体是什么货物自己也不太清楚。目前，边防民警

海边山庄查获违法经营野生动物窝点，当场查获国

已将该案移交凭祥市森林公安分局处理。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冰冻穿山甲 4 只，省级重点保

2014-05-06，凭祥，广西—当天晚上 19 时许，广西

护的眼镜蛇 3 条（其中死体一条）。三级野生动物

崇左边防支队凭祥边境检查站执勤官兵对一辆凭祥

菜花蛇 4 条（其中死体 2 条），白花蛇 10 条（其

开往深圳的卧铺客车例行检查时，发现 2 个大纸箱

中死体 2 条），广花蛇 1 条，山麂 1 只（死体），

无人认领。执勤官兵经询问客车司机得知，此箱子

野猪 1 头（死体）等物品。经查，该经营窝点涉案

是别人托运的。经开箱仔细检查，发现箱内所装物

人员林某自 2012 年以来以经营海鲜酒楼为幌子，

品并非鞋子，而是鳄鱼皮制品。经执勤官兵清点，

从中进行非法经营野生动物违法活动。现全案仍在
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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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走私冷冻野生动物。7 时 15 分，嫌疑车辆快
速驶向一高速公路出口处，两辆尾随的办案车辆随

李克强在内罗毕国家公园向走私象牙“宣战”

即超车，逐步逼缓对方车速，最终在设伏点附近将
其截停。办案人员登车检查发现，该车共载有 189
箱共 956 只穿山甲冻体，总重约 4 吨，其中最大的
穿山甲重达 19.65 斤。嫌疑车辆驾驶员黄某随即被
带回调查。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文

浙江省政协一女委员非法买卖 36 根象牙被撤
2014-05-10，内罗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肯尼

2014-05-13，杭州——政协第十一届浙江省委员会

亚总统肯雅塔共同参观肯尼亚内罗毕国家公园焚烧

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象牙纪念地，并对中外记者发表讲话。表示中国将

议第十一届浙江省委员会委员邵燕芳，因涉嫌犯罪，

继续加强同肯尼亚等国在保护生态和野生动物方面

撤销邵燕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一届浙江省

的合作，向国际社会广泛传递这样的理念，即保护

委员会委员资格。

野生动物就是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保护生物多样

2013 年底，金华警方在调查一刑事案件时，

性就是保护地球的丰富多彩。中国人民热爱和平，

从邵燕芳家中搜出 16 根象牙，此后，其丈夫又主

也热爱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野生动物和

动交给警方 6 根象牙。此后，该案被金华公安指定

生物多样性的观念必定会更加深入人心。

永康市公安局进行立案侦查。经查，该案卖家是金
华一对王姓兄弟。王氏兄弟落网后交代，近几年来，

而在三天前，李克强出席第二十四届世界经济
论坛非洲峰会时曾表示，中国政府将向非洲提供

他们总共卖给邵燕芳象牙 36 根，其中 14 根至今不

1000 万美元援助，专门用于保护非洲野生动物资

知所踪。2013 年 12 月 27 日，邵燕芳被逮捕归案。

源，保护非洲生物多样性，促进非洲可持续发展，

今年 3 月 27 日，案件被永康警方移送给永康市检

这也有利于保护全球生物的多样性。阅读原文

察院。阅读原文

广东珠海边防查获近千只走私穿山甲冻体

阿勒泰海关缉私分局侦办一起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
品入境案

2014-05-12，珠海——12 日凌晨，广东珠海边防支
队横琴大队掌握一条线索，称有不法分子准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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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男性旅客的 3 个行李箱中，查获沉香约 5 公斤、
沉香木约 3 公斤。机场海关关员在现场查验过程中
发现，该旅客行李箱中携带《沉香》书籍一册且将
大量印尼产袋装速溶咖啡与沉香混装在行李箱中，
有伪装主观故意逃避海关监管嫌疑。目前，该案件
线索已移交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莆田市检察院对一起特大走私珍稀植物案提起公诉

2014-05-13，阿勒泰——阿勒泰海关缉私分局经过
线索摸排及调查，初步掌握了一批走私动物制品将

2014-05-15，莆田——2013 年 11 月 8 日晚 22 时

在吉木乃县进行交易的情报线索，并于 5 月 13 日

许，福建省海警一支队与福州海关开展联合行

锁定犯罪嫌疑人和交易时间、地点，成功实施抓捕。

动，在莆田兴化湾海域查获一起涉嫌特大走私

侦破一起涉嫌走私入境珍贵动物制品入境案，当场

珍稀植物案，查扣 3 艘船只和 300 多吨红木种

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查获涉嫌走私熊皮 4 张，狼

类卢氏黑黄檀（俗称大叶紫檀），抓获 33 名

皮 1 张。阅读原文

涉案人员，案值达 8000 万元。经审查，去年 9
月初，货主林某高薪雇佣邱某驾驶一艘浙江籍
货船到印尼运载一批珍贵木材。11 月 8 日，货
船到达莆田兴化湾准备将木材过驳到两艘运沙
船时，被海警官兵查获。近日，福建省莆田市
检察院对该起特大走私珍稀植物案依法提起公
诉。阅读原文

莆田海关缴获大量走私象牙犀牛角
2014-05-19，莆田——近日，莆田市检察院向媒体
披露了一起特大象牙、犀牛角走私案的侦破过程。

郑州机场海关查获走私沉香 8 公斤

2013 年 12 月 4 日，莆田海关缉私分局在福建和广

2014-05-13，郑州——郑州机场海关在对雅加达经

西共查扣 54 根象牙、190.475 公斤象牙段料、3 段

停厦门至郑州的 MF868 航班进境旅客例行监管过

犀牛角 8.47 公斤，总价值达 2300 多万元，负责走

程中，通过 X 光机图像辨别及开箱查验，在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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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入境、销售运输的走私链条被斩断，六个嫌疑人

2014-05-19，成都——成都市森林公安局接群众举

已被移送至莆田市检察院审查。阅读原文

报称：菊乐路某小区内有人非法出售野生动物。民
警立即前往现场，在房间内查获疑似陆龟 51 只
（CITES 附录 II 野生动物，相当于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货主吴某交代，4 月份，其“灵龟之家”的

4 男子非法运输 8 只濒危野生动物红隼被查获

网络论坛上寻找卖家，分别通过网络从广州、天津、
福建的卖家处购买了 74 只疑似陆龟，共花费约
41970 元。后来，吴某卖出去 16 只疑似陆龟，大
部分通过快递方式寄给买家，且从未办理过野生动
物经营相关合法手续。目前，吴某因涉嫌非法收购、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阅读原文

福清市公安局森林分局查获各类野生动物 78 只

2014-05-19，盘县，贵州——近日，湖北人李某等
在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旧州镇，抓到 8 只红
隼后，从云南出发，准备返回湖北，不料途经盘县
时，被查获。目前，李某等 4 人因涉嫌非法运输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被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2014-05-19，福清，福建——福清市公安局森林分
局接到群众举报，在东张镇清源社区男子黄某金
（今年 59 岁）经营的海鲜店仓库捣毁一个重点非
法贩卖野生动物窝点。当场查获省级重点保护和三
有（即有益的、有研究价值的、有经济价值的）等
各类野生动物 78 只，其中活体鹧鸪 2 只、死体

成都男子网上买卖珍稀陆龟被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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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蛇类 13 条、豪猪 6 只、野猪 1 只、野猪
头 3 个、山兔 3 只、山麂 15 头、山麂碎片 1 只，
黄鼠狼类 4 只、蛙类（石林）30 只。目前，该案
仍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南非打工买回 36 件象牙制品做纪念品被抓，获刑
3年
广西边防查获一起特大走私野生动物案

2014-05-24，长沙——今天上午，长沙市中级人民
法院宣判此案，刘卫因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判

2014-05-28，崇左——当天下午 14 时许，崇左边防

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5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其

支队叫堪边境检查站执勤官兵在对一辆可疑轿车实

所走私的 5 公斤多，价值 24 万余元的象牙制品全

施检查时，在轿车后排座椅和后备箱中发现多个装

部没收上缴国库。阅读原文

裹了野生动物的蛇皮袋，随即将车内两人控制。经
现场清点，共查获黑叶猴骨架 14 副、冻体穿山甲
7 只、死体豹猫 6 只、熊胆 5 个、死体果子狸 2 只。

西藏羌塘保护区内缴获一批珍稀野生动物制品

据两名犯罪嫌疑人供述，这批野生动物及制品是他
们从地处中越边境的崇左市水口镇向越南人低价购

2014-05-26，拉萨——日前，武警西藏森林总队官

买的，准备运到到南宁市高价出售牟利。边防官兵

兵与西藏阿里地区森林公安在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

将查获的野生保护动物及制品和涉案人员移交给驻

区腹地——阿里地区革吉县盐湖乡开展珍稀野生动

地森林公安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物非法藏品（制品）搜查及收缴工作，收缴自然死
亡的藏羚羊头２９个，狼头１４个，狼皮９张，盘
羊皮１１张，盘羊头１个，岩羊头２个，抓获犯罪

呼和浩特海关查获走私黄羊角 250 根

嫌疑人２名。收缴工作完成后，将按法律程序将嫌
疑人及非法野生动物制品移交当地公安部门处理。

2014-05-28，满都拉，内蒙古——今天上午 11 时，

阅读原文

满都拉口岸海关查验关员对一辆破旧的蒙古籍嘎斯
69 车进行常规检查，发现车门夹层、车尾灯暗格、
掏空的煤气罐内共藏匿 250 根黄羊角。本次查获的
黄羊角至少有 125 只黄羊被猎杀（黄羊又名黄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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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该
案已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大连截获 38 公斤走私象牙 价值超 200 万元
2014-05-29，大连——大窑湾海关工作人员在检查
一个进境集装箱时，发觉货物重量和数量存在很大
疑点。经过仔细查验，海关人员发现，不法分子将
40 多个象牙小件制成了画轴，藏匿在装裱好的字
画中，企图通过这些假画蒙混过关。这个集装箱里
还有更多的象牙制品。经统计，此次查获体积较大
的象牙 6 根，象牙制品 64 件，总重 37.87 公斤，
价值超过 200 万人民币。海关已经将一名犯罪嫌疑
人抓获，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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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5 月）
缅甸林业局近一周查获 1000 多吨非法走私的木材

香港举行销毁查没象牙活动

2014-05-04——缅甸林业局报告称，自从禁止原木
输出后，人们都以非法走私的方式，把原木大量走
私至泰缅边境的大其力地区。另外缅甸只有 28%的
木材是以合法手续输出的，其余 72%都是以非法走
私的方式运输至国外的，缅甸木材走私的情况，逐
渐严重。4 月 29 日至 5 月 4 日，一个星期之内，
缅甸各省邦内查获到非法走私的木材合计有柚木
105.0338 吨、硬木 637.7463 吨、杂木 335.4515 吨，
共查获到 1078.2396 吨。此外，还有 10 个引擎、8
个圆盘据、4 辆机动船和 101 名犯罪嫌疑人。实皆

2014-05-15，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青亿

省内查获到非法走私的木材最多，其中还查获到 2

化学废物处理中心举行销毁查没象牙活动启动仪

根象牙和穿山甲 102 公斤。

式。此次销毁活动仪式共展出象牙及制品实物 4
吨多，并当场将已作碎片处理的 1 吨象牙销毁，

据估计，2001-2013 年，缅甸查获到非法走私

其余象牙将用 1 年多时间分批销毁。香港特区政

的原木价值共达 5.7 亿美元。阅读原文

府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宣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决定对多年来执法查没的 28 吨象牙及制品分阶段
以焚化方式销毁，以此表明香港坚决打击偷猎大

柬埔寨查获约 3 吨走私象牙 创该国象牙走私数量

象和非法贸易象牙的决心和实际行动，并号召社

记录

会各界共同努力，拯救珍贵的大象。阅读原文

2014-05-13——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海关 5 月 9 日查
获象牙重约 3 吨，创柬一次性查获走私象牙数量的
最高纪录。该港口海关办公室负责人表示，当日海

斯里兰卡计划对大象进行 DNA 检测以遏制大象走

关工作人员通过集装箱扫描仪，发现这些象牙分装

私

为 108 包，藏匿在装有其他货物的集装箱里。他说，
这些象牙来自境外，走私分子准备将其走私到第三

2013-05-26，斯里兰卡——在过去 7 年中，斯里兰

国，但未透露这些象牙来自何地。阅读原文

卡已有约 150 头小象被偷猎。斯野生动物保护部长
维吉特近日表示，大象走私在斯里兰卡越来越严重，
7

对偷猎大象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来监管。该部有意

肯尼亚查获价值千万美元花梨木：多将走私到中国

推动有关 DNA 检测圈养大象的立法工作，相关文
2014-05-29，蒙巴萨——肯尼亚海关官员表示，5

件已齐备，准备递交议会进行审议。斯物种保护中

月 26 日，他们查获了 34 个集装箱的非法采伐花梨

心主席普布杜对 DNA 检测法表示欢迎，但他怀疑

木(红木的一种)，这些花梨木来自马达加斯加，总

该举措对遏制大象走私可能没有多大帮助。阅读原

数为 640 吨。而且，这些都是成材的大型原木，据

文

估计总价值约达 1280 万美元。运输目的地是香港
和半自治港口桑给巴尔。有知情者透露，花梨木最
终的去向大多是香港，从那里再走私到中国内地，

中国商人因走私犀牛角在美获刑

如今内地流行用花梨木制作的高级家具。阅读原文

2014-05-27，美国——据新华社电，美国地方法院
当天判处２０１３年１月逮捕的一名走私犀牛角及
象牙的中国人李志飞（音）有期徒刑７０个月，同
时缴纳 350 万美元的罚款。法院判决书认定，李志
飞通过一家设在山东省的公司，伙同三名美国的古
董交易商，将犀牛角和象牙等违禁野生动物制品走
私到中国。他们走私的物品包括 30 个犀牛角和犀
角工艺品、象牙等物品，涉案金额达 450 万美元，
是美国近年来最严重的违禁野生动物制品走私案件
之一。同时，李志飞所获刑期为美国地方法院对此
类案件判处的最长刑期。此外，李志飞走私案另一
名嫌疑人王强（音）已于去年１２月被美国地方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３７个月。阅读原文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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