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11 月）
男子购无证海龟标本被口岸截获

海龟及玳瑁标本藏行李箱内被海关查获

2014-11-04，济南，山东——3 日，记者从济南检

2014-11-02，烟台，山东——近日，青岛海关下属

验检疫局了解到，山东海港口岸从来自日本的中国

烟台海关在机场进境旅检现场旅客行李箱内查获夹

籍入境旅客携带物中截获一件海龟标本。这是自

藏的海龟及玳瑁标本 2 件，重约 3.1 公斤。阅读原

2013 年 3 月 22 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关于严防动

文

物标本随旅客携带物、邮寄物非法进境的警示通报》
以来，该口岸首次从入境旅客携带物中截获动物标
本。由于动物标本的来源、品种、制作工艺及卫生

非法收购 10 只穿山甲 父子获刑

状况复杂，检疫风险较大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检

2014-11-03，衡阳，湖南——2012 年 7 月，在衡阳

验检疫人员现场出具了《出入境人员携带物留验/

经营水产批发生意的肖某要在广州打工的儿子肖小

处理凭证》，并作出限期退回的处理决定。阅读原

某为其收购 10 只穿山甲。同月 24 日上午，肖小某

文

以 58497 元收购了 10 只穿山甲，并联系人搭乘客
运大巴将穿山甲运回衡阳市。当日下午 5 时许，该
海南破获海上非法收购野生动物案 查获 24 只海龟

大巴在衡枣高速公路衡阳西收费站被高速交警查获，
当场缴获活体穿山甲 10 只。2014 年 11 月 3 日，

2014-11-10，南沙，海南——10 月 18 日，犯罪嫌

衡阳市雁峰区人民法院因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

疑人何某挺、何某端驾驶琼琼海渔 03168 船在南沙

危野生动物罪分别判处被告人肖某、肖小某有期徒

海域进行捕捞时，在同一海域捕捞的菲律宾渔船主

刑三年，缓刑三年和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

动靠近，想用捕捞上来的海龟与他们进行交易换取

年，均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阅读原文

大米、食用油、啤酒、饼干等物品，二人共收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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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 24 只，计划运回海南琼海进行出售，但被正在
南沙海域执勤巡逻的中国海警 3113 船查获。经鉴

温州海关：邮购象牙及其制品入境涉嫌走私

定，2 只涉案海龟为绿海龟(1 只因抢救无效已死亡)，
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并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
国际贸易公约》，其余 22 只因当场放生无法判定
品种。目前，犯罪嫌疑人何某挺、何某端因涉嫌非
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山西 3 人因非法销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被抓
2014-11-11，温州，浙江——近日，温州海关驻邮
2014-11-10，山西——记者 10 日从山西省森林公安

局办事处例行检查一个来自日本的大包裹时，发现

局获悉，该局日前成功侦破首例非法收购、运输、

三套共 30 把精美的刀叉，其中一套的刀叉柄属象

出售珍贵野生动物制品案，缴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牙制品，分为 5 把餐刀和 5 把餐叉。经查，这个装

象牙制品挂件 32 块，906.066 克、串珠链 1 条

有象牙柄刀叉的包裹，收件人来自市区。此次截获

65.68 克，盔犀鸟珠 2 组 60.16 克，其他制品

的 10 把象牙柄刀叉，经评估，其价值尚未超过 10

201.36 克，三名犯罪嫌疑人毕某（女）、李某、郭

万元，因此收件人并未构成刑事犯罪。因此，温州

某全部落入法网。本案的线索也是来自于今年 7 月

海关没收了相应刀叉，并对收件人进行罚款。阅读

份福建森林公安破获的微信买卖濒危物种制品案。

原文

阅读原文

琼海警方查获价值数百万玳瑁标本 158 个
佛山查获野生动物近 2.4 万只
2014-11-10，佛山，广东——11 月 6 日清晨，省森
林公安局与佛山市农业局联合三水区农林渔业局、
南海区农林渔业局对分别位于三水区云东海街道某
城中村民居和南海区里水镇某烟酒批发店铺进行突
击检查，查获疑似禾花雀、栗鵐、黄眉鹀、家麻雀、
水鸡等广东省重点和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近
2.4 万只。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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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2，琼海，海南——经过仔细的调查和周
密部署，10 天之内，琼海警方破获 7 宗制售玳瑁

浦城县庙湾检查站查获 3 只穿山甲

案件，在琼海市爱华路和潭门镇查获玳瑁标本 158
个，黑市价值达数百万元。其中有 9 个“黄金”玳
瑁（背甲以金黄色为主），单只交易价格就可达
2~3 万元。在此次行动中，琼海警方共抓获犯罪嫌
疑人 15 人，8 人被刑拘，目前，警方正对上述案
件展开进一步调查。阅读原文

青岛海关查获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包括象牙鳄皮
2014-11-14，浦城，福建——近日，浦城县庙湾检
查站执法人员在对入境车辆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并
缴获 3 只穿山甲。被发现时，它们被藏匿在一辆挂
浙江牌小车的后备箱里，共有 3 只，其中一只已死
亡。穿山甲为我国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车主
因涉嫌非法运输国家濒危、珍惜野生动物，已被刑
事拘留。阅读原文

2014-11-14，青岛，山东——近日，流亭机场海关

国家濒管办内蒙古自治区办事处举办 2014 年濒危

旅检现场执法关员通过 X 光查验机对旅客行李物品

物种履约执法管理培训班

进行检查时，连续几日在由香港入境的航班中发现
旅客携带的大量濒危野生动植物制品。经国家濒管

2014-11-15，呼和浩特，内蒙古——11 月 5 日至 6

办上海办事处鉴定，上述物品包括穿山甲鳞片 3.13

日，国家濒管办内蒙古自治区办事处在呼和浩特市

公斤、河马牙制品 4 件，这是该关近年来查获的最

举办 2014 年濒危物种履约执法管理培训班。国家

大一起旅客携带穿山甲鳞片入境案和首次查发旅客

林业局驻内蒙古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濒管处、综合

携带入境的河马牙制品。此外，还查获象牙和鳄鱼

处，内蒙古林业厅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森林公安

皮等制品共计 64 件，经鉴定上述物品均属于国际

局，内蒙古工商行政管理局，内蒙古农牧业厅，呼

间禁止私自携带进出境的濒危动植物产品。目前，

和浩特海关、满洲里海关有关同志等 30 多人参加

海关缉私部门根据有关规定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

了培训。会上，结合授课内容，与会各成员单位分

并将涉案物品依法予以没收。阅读原文

别从不同工作领域如何开展好履约执法工作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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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讨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阅读原

定中心鉴定，其携带 7 件象牙制品、18 件虎皮制

文

品、3 件豹皮制品、35 件猫科动物犬牙、20 件猫
科动物爪、1 件孟加拉虎头骨，均属《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 和 II 严禁贸易的物种;
其中，象牙制品的总重量为 4.807 千克，价值 20

广西破获特大购销野生动物案 缴获虎纹蛙千余只

万元；孟加拉虎头骨价值 48 万元，张某走私珍贵
动物制品价值共计 68 万多元。近日，该男子因犯
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 5 万元。阅读原文

内蒙古呼和浩特海关破获一起航班乘客走私象牙案
2014-11-18，呼和浩特，内蒙古——今年 10 月 25

2014-11-16，南宁，广西——11 月 13 日，广西南

日，两架由香港飞往天津的班机由于天气原因，备

宁市宾阳县森林公安局民警打掉一个非法收购、销

降呼和浩特白塔机场。呼和浩特海关机场办事处关

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窝点，缴获蛇类、蛙类

员在对备降航班旅客的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

一批，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虎纹蛙 1364 只，随

四箱托运行李一直无人认领。这引起了海关关员警

后警方将该批动物与林业部门一同放生。目前，犯

觉。航班降落数个小时后，一名旅客前来认领行李，

罪嫌疑人甘氏兄弟和黄某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收购、

声称行李内装的物品为儿童食品。海关关员随即对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四箱物品进行了Ｘ光机检查，发现箱内物品的图像
可疑，于是立刻开箱检查，发现了藏匿在儿童食品
下面的疑似走私物品。事后经调查确认，箱中疑似

男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济南获刑

走私物品为象牙，其中有象牙手镯 100 个、柱形象
牙材料 80 个，总计净重 28.13 千克，价值 117 万

2014-11-17，济南，山东——2 月，张某在印尼收

元。目前涉案人员已被控制，案件正在依法处理中。

购了大量濒危物种制品，准备带回国内销售。3 月

阅读原文

21 日，张某携带 6 件行李箱，乘坐东方航空航班
从香港到济南。海关缉私人员在对张某携带的 3 个
行李箱检查时，发现其携带了大量的国家禁止、限
制进口的象牙制品、动物皮制作的钱包和疑似虎骨、
虎牙等物品，经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刑事物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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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512 件，重点保护植

男子走私“闯关卡”失败 高速上扔下金丝猴

物制品 16 件。目前，全市各级森林公安机关共立
刑事案件案 17 起，对 20 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
施。阅读原文

男子非洲打工回国探亲 把象牙当特产被刑拘
2014-11-27，广州，广东——一名湖北籍男子在境
外打工，回国探亲前，在莫桑比克当地私自购买并

2014-11-19，商丘，河南——四川一男子携带三只

携带一根非洲象牙入境。为了不被发现、便于携带，

世界濒危物种野生川金丝猴上路，准备把它们贩卖

李某将象牙切割成三节分别放在衣服和裤子口袋里，

到安徽。车辆经过商丘，在接受高速交警检查时，

并顺利逃过了当地机场的安检到达广州。11 月 15

该男子以 180 公里的时速连闯多个关卡，最终扔下

日，该男子在广州火车站准备乘车回湖北老家时被

两只猴子后逃跑。经豫、川、皖三省的密切配合，

广州车站派出所民警截获。面对民警询问，该旅客

警方最终将 3 名涉案人员抓获。据了解，金丝猴以

竟称携带的是野猪牙。经专业机构严格检验，确定

稀有而珍贵，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

为非洲象牙。该男子因涉嫌运输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色名录。商丘市森林公安局局长白石表示，走私、

被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金丝猴的犯罪
分子，涉案金丝猴只要 1 只就将面临 10 年以上的
刑期。阅读原文

运输 26 只穿山甲 男子获刑 11 年
2014-11-27，钦州，广西—— 去年 6 月 6 日，防城
包头 512 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被扣押

港人陈某为赚 800 元运费，从东兴运输 26 只穿山
甲去广东，途经钦州遇民警检查时弃车而逃。今年

2014-11-20，包头，内蒙古——近日，包头市森林

2 月 13 日，钦州市森林公安局民警在东兴一家酒

公安局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

店抓获陈某。钦南区法院以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

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从 10 月 10

物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 11 年。陈某不服，提起

日起至 12 月 10 日，重点对昆区、东河区 3 处涉嫌

上诉。钦州市中院认为，一审量刑适当，审判程序

违法经营野生动植物制品的市场进行突击检查。行

合法。近日，钦州市中院下达刑事裁定书，驳回上

动中，依法检查商铺 15 家，扣押疑似珍贵、濒危

诉，维持原判。阅读原文

野生动物制品、重点保护植物制品 719 件。经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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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濒管办成都办事处组织成都海关人员考察学习

象牙藏长靴邮回国 涉嫌走私被海关没收

濒危物种搜查犬项目

2014-11-28，沈阳，辽宁——2013 年 1 月 4 日，杨

2014-11-27，瑞丽，云南——成都是我国西南重要

某从英国回国前，委托他人将自己购买的象牙材质

国际口岸，为进一步提高对走私濒危物种的查缉力

的清代男子、清代女子雕像各一件和一件河马牙材

度，近日，国家濒管办成都办事处在国际野生物贸

质的卧佛雕像、六件玳瑁制品，通过邮件寄到中国。

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支持下，组织成都海关

被沈阳海关缉私局查获。随后，杨某也被沈阳海关

缉私局、成都海关邮办、成都海关双流机场海关人

缉私局抓获。2014 年 11 月 27 日，此案在沈阳开

员一道，赴海关总署缉私局瑞丽缉毒犬基地进行了

庭审理。法院审理查明，杨某在明知象牙等珍贵动

为期 2 天的考察学习。参观了濒危物种搜查犬的训

物制品系国家禁止进出口物品的情况下，将上述物

练和通关现场作业的演示，听取了基地人员相关情

品邮寄回国，其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况介绍，并举行了座谈，探讨了开展进一步合作前

但因有自首情节，走私数量较少，且不以牟利为目

景。阅读原文

的，免予刑事处罚。法院依法没收涉案动物制品。
阅读原文

江西南昌青云谱区检察院公诉一起食用野生动物案
走私孟加拉虎皮 微信寻找买家被福州海关查扣
2014-11-27，南昌，江西——犯罪嫌疑人刘某托朋
友从外地购买一只准备用来食用的野生动物穿山甲，
今年 10 月 24 日上午，刘某驾驶着自己的五菱面包
车到江西省南昌市徐家坊长途客运站托运部取货时
被南昌森林公安分局民警抓获。刘某认为即使自己
买的是野生动物穿山甲，但是其购买穿山甲的目的
是为了食用而不是为了转卖，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
犯罪。但是，今年 4 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非法收
购珍贵野生动物罪进行了立法解释，明确将为了食

2014-11-28，福州，福建——2013 年 12 月，福州

用而购买也认定为非法收购野生动物罪的行为。近

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在从英国、法国邮寄进境的 6 个

日，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检察院对刘某非法收购

申报为“奶粉、衣服”的快件中查获 74 个象牙球，

珍贵野生动物罪提起公诉，等待刘某的将是法律的

净重 7.37 公斤。经进一步侦查，发现 2012 年以来，

严惩。阅读原文

胡某某和其夫俞某某与其在福州开古玩店的亲戚张
某某合谋，由定居英国的俞某某夫妇在境外通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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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直接购买、拍卖行竞买、eBAY 网购等方式购买

宁夏破获一起特大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

象牙制品，多次通过携带、邮寄等方式将象牙制品

2014-11-30，银川，宁夏——10 月 15 日，森林公

走私进境，然后交给国内的张某某销售牟利。2014

安局刑侦支队接到群众举报，银川市有人利用微信、

年 8 月 15 日，福州海关缉私警察在福州、福清等

QQ 等网络工具出售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猎隼。

地将张某某及回国探亲的俞某某夫妇抓获，并在现

森林公安部门随即对其展开调查，犯罪嫌疑人张某

场缴获象牙球、手链、雕像等象牙制品 37 件和犀

于 10 月下旬被抓获。据张某交代，他通过 QQ 等

牛角手杖 1 根。在侦查过程中，缉私警察还查获俞

联系方式从外地非法收购鹰隼类珍贵、濒危野生动

某某通过微信在国内联系出售的一张价值人民币

物十余只，又以高价在宁夏出售。根据张某提供的

48 万元的百年孟加拉虎虎皮。目前，福州海关缉

线索，截止目前，自治区森林公安部门已抓获涉嫌

私局已依法将该案移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网络贩卖野生动物犯罪嫌疑人 17 人，共收缴野生

阅读原文

动物 24 只，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活
体）17 只，“三有”（ 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
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野生动物 7 只，，并已

莆田：加工象牙被判刑罚 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

于 26 日将其全部放生。阅读原文

生动物制品是犯罪
2014-11-28，莆田，福建——2013 年 4 月，被告人
林某以每公斤 500 元的加工费用，向他人收取待加
工象牙制品，以每公斤 300 元的加工费雇佣被告人
郑某一同加工。同年 5 月，公安机关在荔城区新度
镇凌厝村一民房内当场抓获被告人林某、郑某，并
查扣 13 件象牙制品粗坯。经鉴定，该 13 件象牙制
品粗坯案值 43.58 万元。日前，莆田市法院以非法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对原审被告人林
某、郑某作出判决，分别对二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六个月和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的刑罚。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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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11 月）
林代表陪同吕友清大使出席野生动物保护阿鲁沙峰

印度销毁 4 万多件野生动物器官 以阻止走私

会

2014-11-04，印度——据 BBC 中文网报道， 2 日，

2014-11-14，坦桑尼亚——2014 年 11 月 7 日，驻

在德里的动物园中，包括印度环境部长在内的人

坦桑尼亚经济商务代表林治勇陪同驻坦大使吕友清

员将 42000 多件非法交易的野生动物器官放置到

出席野生动物保护阿鲁沙峰会。该峰会由坦自然资

熊熊燃烧的火炉中。被焚毁的包括虎皮、豹皮、

源和旅游部、联合国驻坦机构、美国 ICCF 基金会

爬行动物的皮以及象牙和犀角。印度当局这一举

联合主办，旨在就打击非洲国家野生动物盗猎走私

措的目的在于阻止在南亚猖獗的野生动物走私活

活动，加强国际合作，提出行动方案并加以落实。

动。阅读原文

坦自然资源和旅游部长尼亚兰杜、坦议会议员，来
自赞比亚、布隆迪、肯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卢
旺达等国家的政府官员，欧盟、英国、法国、德国、

坦桑尼亚不满英媒象牙走私报道 野生动物保护任

瑞典、丹麦、西班牙驻坦大使、联合国驻坦协调员，

重道远

正在访坦的美国副国务卿诺维利及多位美国国会议

2014-11-10，坦桑尼亚——据《东非报》报道，坦

员，东共体、南共体、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

桑尼亚政府对此前关于指责某些中国人利用出访非

国际刑警组织、美国野生救援协会等国际组织代表

洲的机会从坦桑尼亚走私象牙的报道给予回应，认

出席了会议。阅读原文

为一些国家毫无根据的报道是值得质疑的，他们是
在借此破坏坦桑尼亚和中国的良好关系。这份指责
国际不法象牙走私团伙栽赃中国大使馆

中国人从坦桑尼亚走私象牙的报告出自于一家英国
的环保组织。报告称，坦桑尼亚是世界最大的象牙

2014-11-25——2014 年 10 月，马来西亚警方在吉

出产国，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象牙走私国家，一些

隆坡国际机场查获一批走私象牙。这批象牙自布隆

中国人借出访非洲的时机购买大量象牙导致当地象

迪首都布琼布拉国际机场发运，总重量达 300 公斤，

牙价格翻倍。在坦桑尼亚对该报告提出不满时，中

发货人为“中国驻布隆迪大使馆 Lee Pan Huang”。

方外交部也于早些时候否认了该报告。中国外交部

经布隆迪相关部门调查后发现，此案完全是一起盗

发言人洪磊表示，这份报告并没有根据，中国一直

用他人名义的国际象牙走私案。事件发生后，中国

反对偷捕并努力打击象牙走私。阅读原文

驻布隆迪大使馆当即照会布隆迪外交部、国家警察
总署，要求布方深入调查案件，早日查出真凶，维
9

护中国声誉。很快，4 名涉案嫌疑人被捕，案件随
后移交布隆迪检察院审理。阅读原文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长充分肯
定中国努力
2014-11-25 ，瑞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秘书长约翰•斯坎伦 24 日在日内瓦接受中
国媒体联合采访，充分肯定了中国在履行公约、打
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推进国际执法合作方面做
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斯坎伦说，在《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80 个缔约国中，中国是
非常活跃的成员。中国在其国内及国际合作方面都
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积极落实《公约》相关要求。
斯坎伦指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濒危野生动植物
的非法贸易活动还很猖獗，贸易额巨大，涉及多个
动植物物种。因此，各国和国际社会应做出进一步
努力，特别需要资源国、过境国和消费国共同采取
行动，携手打击和遏制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阅读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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