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11 月）
该虎皮重约 2.2 千克，长约 2.8 米，宽约 1.8 米，

带红豆杉质水杯过关被扣

初步判断为成年印支虎虎皮。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查获近 12 吨走私象牙
2013-11-05，厦门——厦门海关 11 月 4 日首度披
露了 2 起象牙走私大案。陈某，福建莆田人，在当
地某工艺美术城开有一家象牙制品店，每年经批准
获得的象牙配额已不能满足其对高额利润的追求，
便企图通过走私获得更多的象牙。2011 年初至当
2013-11-04，图们——日前，图们海关人员对一外

年 8 月，陈某先后自境外购买了多批次象牙，分别

籍男子例行检查时，发现其旅行袋里装着疑似国家

夹藏在铜矿砂、腰果等货物中伺机走私入境。厦门

濒危植物红豆杉制品 20 件，每个高约 23 厘米。海

海关共查扣该团伙走私象牙及制品 2154 支(根、段)，

关人员立即对该批物品予以扣押。经检测发现，20

合计 7.68 吨，价值人民币约 3.78 亿元。2012 年 11

件水杯与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形态特征相

月 8 日，厦门海关再度掌握情报，一个以柳某为首

符。阅读原文

的走私象牙团伙将在关区内运输、销售走私象牙。
经过周密计划，厦门海关发现仓库内夹藏于木板中
的走私象牙共计 4.2 吨，价值人民币约 2.25 亿元。

昆明海关查获走私虎皮

在案件侦查中，厦门海关还得知该团伙仍有两个集
装箱正在运往马来西亚，总署缉私局通过国际执法
合作渠道告知马来西亚海关。马来西亚海关对两个
集装箱进行了布控，最终查获走私象牙约 24 吨。
阅读原文

中山坦洲某合法定点象牙加工企业走私加工一吨多
象牙

2013-11-05，昆明——昆明海关下属河口海关日前
查获由一越南男子走私入境的成年印支虎虎皮一张。
1

对。经清点，确定了涉嫌走私的象牙原牙 867.76
千克、象牙制品 169.08 千克、河马牙制品 0 .3 公
斤。阅读原文

今年以来全国森林公安收缴象牙千余公斤
2013-11-08——近日从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获悉，
今年以来，全国森林公安机关共查办象牙案件 60
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100 余人，收缴象牙
1000 余千克。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有关负责人

2013-11-06，拱北——11 月 4 日，拱北海关首次对

表示，近年来，森林公安根据象牙非法贸易的新特

外发布，该关侦破的“7·28”走私象牙案由广东省高

点、新动向，统筹网上、网下两个战场，切实加大

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结果维持一审判决：主犯姚

对象牙非法贸易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有力

某某、吴某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分别被判处

地打击和整治了象牙非法贸易现象。阅读原文

有期徒刑 14 年、12 年。该案是拱北海关查办的最
大一起象牙走私案，涉案象牙及其制品达 1.04 吨。
2010 年末，拱北海关缉私局接到群众举报，在中

皇岗海关：10 个月查获珍稀红珊瑚制品 60 千克

山坦洲，某合法定点象牙加工企业涉嫌走私象牙。
经过连续多个月侦查，缉私警察摸清了走私象牙的
存储和加工情况。一个跨越两岸三地、涉及境外人
员，从非洲经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
走私象牙及象牙制品的专业团伙也浮出水面。2011
年 7 月 28 日，行动小组同时采取抓捕行动。行动
一共抓获涉案人员 9 人，缴获现代象象牙原牙及制
品共计 2762.85 千克、猛犸牙 53.97 千克、象牙销
售款现金 104 万人民币和书证一批。由于涉嫌走私
进境的原牙都是在涉案的这家合法的定点象牙加工

2013-11-12，皇岗——11 月 10 日，海关关员在皇

企业仓库内查扣，为了区分合法库存和走私象牙，

岗口岸旅检大厅对入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

专案组前往广东省林业厅、国家林业局以及位于哈

发现一名外籍旅客随身携带一个大行李箱，神色可

尔滨的国家象牙检测中心调取象牙相关资料，并根

疑。关员随即对这名旅客的行李箱进行 X 光机检查，

据取得的资料与象牙专家在仓库里一根一根进行核

发现箱内存在大量珠链状物品。开包彻查后发现
2

168 条红珊瑚珠宝项链，重量为 5.5 千克，初步估

批海马是王某在尼泊尔采购后携带至成都。海马，

算案值超百万元人民币。目前，案件已移交缉私部

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I 的

门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物种，为限制进出境物品。这是该关自建关以来立
案调查的首例携带珍贵动物印度洋海马制品进境案。
阅读原文

男子非法收购象牙制品被查获
2013-11-13，盘县——10 月 20 日上午，张某开一

广西部门间 CITES 执法工作协调小组举办西南边境

辆黑色桑塔纳从云南芒市出发返回河北，途经云南

地区物流行业履约培训班

大理距县城五公里处时，以 3000 元的价格购买了
疑似象牙制品 3 件、象牙 1 根，当天夜里到贵州盘

2013-11-18，广西——11 月 7 日，西南边境地区物

县毒品检查站时被查获。经云南省云林司法鉴定中

流行业履约培训班在广西东兴市举行，有来自当地

心鉴定，该物品为象牙及其制品，总价值为

的 90 多个邮政、物流、客运、快递等企业的负责

369566 元。目前，张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班讲解了国内外履约形势和履

案件进一步办理中。阅读原文

约知识、《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走私综合治理办法》
及濒危物种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通报了森林公安、
武警边防、海关等执法部门查获的物流环节濒危物
种非法贸易案例，讨论、交流、推广了预防和打击

121 条活蛇冒充“玩具”欲闯关

濒危物种非法运输及违法携带的做法和经验，培训
2013-11-15，上海——11 月 6 日中午，上海海关旅

班学员纷纷表示收获很大，受益匪浅。阅读原文

检关员正在浦东机场国际到达处，验放从香港抵达
上海 HX236 航班的旅客。一名中国籍男子的行李过
机图像异常，行李箱打开后，旅检关员发现未经申

武汉海关向湖北省林业厅移交罚没象牙制品

报的球蟒 121 条，并企图伪装成玩具蛇。目前，上
海海关缉私局已对该案件进行刑事立案。阅读原文

2013-11-18，武汉——11 月 14 日，湖北省林业厅
和武汉海关联合举办了罚没象牙制品移交仪式。这
是今年打击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联合专项行动的一
个重大成果，也是武汉海关近年来首次向林业部门

成都海关查处首例携带印度洋海马制品进境案

移交罚没象牙制品。此次移交的罚没象牙制品包括
2013-11-18，成都——据成都海关介绍，日前，当

象牙方块、手镯、项链、戒指、吊坠等制品，共 1

事人王某乘坐航班由加德满都飞抵成都，随身携带

57 件。阅读原文

了 41.587 千克干海马，总价 10.81 万元。经查，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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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海关查验地点入境。9 月 15 日，境外策划者

男子贩卖“野味”达 10 年

陈某从南非飞抵福州长乐机场，入境时还随身带了
2013-11-18，广元——因常年贩卖野生动物，广元

象牙，被预伏在那里的缉私警察一举抓获。专案组

市青川县三锅乡的王洪军在当地小有名气。不过，

在犯罪嫌疑人家中又查获 9 公斤犀牛角，至此涉案

大家并不知道他家里还藏着熊掌。在王洪军那里，

犀牛角共计 17.5 公斤。阅读原文

青川县森林公安共查获 20 只带着熊掌的黑熊腿，
来自多头黑熊个体。日前，王洪军等因涉嫌非法运
输、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被青川

男子非法倒卖穿山甲 382 只

县检察院批捕。阅读原文

2013-11-22，株洲——衡南县一男子黄某系湖南省
衡南县人，长期从事野生动物及水产、海鲜经营。
香港水警及海关联合行动查获 48 箱走私五爪金龙

自 2012 年 12 月至 2013 年 2 月，黄某先后三次从
胡某手中收购穿山甲 8 只。自 2012 年 1 月份，黄

2013-11-20，香港——20 日凌晨 1 时许，香港水警

某先后从全某、段某等人手中收购穿山甲 374 只。

西分区及海关人员在屯门湖山路鱼类批发市场对开

2013 年 11 月 18 日，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人民检

海面，发现一艘可疑快艇停泊，于是上前截查，6

察院以黄某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名可疑男子随即登上快艇逃去。执法人员其后在轻

物罪向茶陵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阅读原文

型货车内查获 48 箱俗称“五爪金龙”的水巨蜥，
总值约 40 万港元。案件已交由海关跟进调查。阅
读原文

香港游客走私逾千蟒蛇胆

福州海关破获特大犀牛角走私案
2013-11-20，福州——据福州海关介绍，9 月 8 日
10 时，从博茨瓦纳出发经香港中转飞往福州的航
班降落福州长乐机场，一名中国籍旅客推着行李车
走入洗手间，出来时身上的斜挎包消失了。缉私警
察进入洗手间搜查，发现了黑色背包内藏有几支犀
牛角和一些象牙制品。经查，该旅客为福州长乐籍

2013-11-22，深圳——深圳海关日前截获走私蟒蛇

林某，经常往返于中国、南非两地；另一接头人小

胆案，一名香港旅客经罗湖口岸往内地时，深圳关

蔡，专门为其带一些法定要缴税或禁止进境的物品，

员在他手持发出阵阵腥臭味的胶袋中，查获一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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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干的蟒蛇胆，共 1410 个，市值 310 万人民币。

名福建籍男子陈某准备以 32 万元的价格购买。但

该名港客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罪已被刑事

双方交易时，因价格问题产生分歧，陈某等人将犀

拘留。阅读原文

牛角抢走。案发后不久，陈某、吴某相继落网；收
缴的犀牛角重 2.581 千克，价值近 65 万元。阅读
原文

滕王阁古玩城有人售卖象牙制品
北京渔政查获一级保护动物
2013-11-28，北京——北京市渔政监督管理站日前
联合相关部门对北京工艺品市场和水族市场展开了
连续两天的联合执法检查，期间查获了共查获了 4
件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红珊瑚制品，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玳瑁制品、巨骨舌鱼和陆龟等。阅读原文
2013-11-22，南昌——根据市民举报，昨日上午，
南昌市森林公安局联合南昌市野保局对滕王阁古玩

男子携濒危动物制品入境被查

城售卖象牙制品的店铺进行清查，对市场内所售卖
的象牙制品进行了拍照取证，并通知售卖象牙的相
关人员接受检查。南昌市森林公安局治安大队负责
人称，“接下来我们将会进一步鉴定这些象牙制品
的真伪，并调查这些象牙制品的来源，并依法对店
主作出处理。”阅读原文

交易犀牛角 双方被起诉
2013-11-29，皇岗——11 月 26 日，皇岗海关在皇

2013-11-26，亳州——近日，亳州市森林公安局侦

岗口岸在对一辆入境小车查验时，发现其后尾箱内

破一起非法购买、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犯罪

全部是旧衣物或布料包裹着的各种各样的濒危野生

嫌疑人吴某因涉嫌非法购买、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包括玳瑁手镯 16 个、玳瑁手链 3 个、

动物制品罪，已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2013 年

玳瑁项坠 2 个、鳄鱼手包 10 个、鳄鱼皮鞋 2 双、

初，亳州人吴某在网上出售犀牛角，在网聊中，一
5

鹦鹉螺壳 2 个。据了解，当事人是内地旅客，在马

友，并不知道这些物品入境是违法行为。 阅读原

达加斯加经商，物品是其在当地购买。当事人认为

文

这些物品很稀有，准备买了带回国内出售或赠送亲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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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11 月）
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及华侨社团强烈谴责走私

熊掌及一些麝香。报道称，这些熊掌被精心包装

象牙

并被准备运往中国。据新闻处消息，采购这么多
的熊掌，要有 100 多头熊被杀。阅读原文

2013-11-05，坦桑尼亚——11 月 3 日坦桑尼亚《卫
报》报道，坦警方在达累斯萨拉姆市逮捕了 3 名中
国公民，当场收缴大量象牙。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

曼谷机场查获 400 多只龟

馆正在与坦政府相关部门核实相关情况，敦促坦警
方依法办案，保障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中国驻坦使

2013-11-09，泰国——曼谷素瓦那普机场查获两件

馆已通过当地媒体发表声明，强调中国政府一贯重

藏有 400 多只龟的行李，其中绝大多数龟属保护动

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中国驻坦大使吕友清和中国

物。泰国海关人员在一条行李传送带上发现两件行

驻坦使馆强烈谴责杀戮大象和走私象牙的犯罪行径，

李重量超常。X 光检查显示，行李中藏有 475 只龟，

坚决支持坦政府依法打击象牙走私的行动，愿积极

其中 423 只为辐射龟，其余种类不明。据称，两件

提供相关协助。中国政府和中国警方将继续同坦政

行李随一架来自孟加拉国的航班抵达素瓦那普机场，

府和坦警方加强合作，共同努力，依法打击相关犯

无人认领。阅读原文

罪分子。阅读原文

美国销毁 6 吨象牙
俄罗斯边防军查获欲运往中国的 450 千克熊掌

2013-11-15，美国——美国今天销毁 6 吨缴获的象
牙。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将出资 100 万美金，
用于瓦解象牙和犀牛贩卖集团。克里说，动物贩卖
每年获利 80-100 亿美元，所获资金大部分被用于
贩毒和贩卖人口。阅读原文

2013-11-06，俄罗斯——据俄罗斯之声网站报道，
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汽车维修站

英媒曝猖獗走私：保健品市场给物种带来巨大威胁

被边防局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缴获逾 450 千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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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内私藏 12 只熊掌 美国蒙州一中餐馆老板挨罚
2013-11-29，美国——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蒙太拿州赫勒纳市(Helena)新湖南中餐馆的东
主，日前承认了 13 项关于非法买卖黑熊和拥有黑
熊身体部位的控罪，其中一项罪状是检方在他们所
经营餐馆一个 5 加仑的桶内发现 12 只熊掌。综合

2013-11-16，英国——英国《每日邮报》11 月 15

美联社和当地媒体《独立报》报道，两名被告分别

日报道，英国边境部队在一个秘密仓库缉获大量非

是 57 岁的洪戴维(David Hong，音译，下同)及其 52

法走私物品，其中有象牙、狮子头骨、犀牛角、藏

岁的妻子黄恒(Heng Huang)，两人 25 日对指控表示

羚羊皮和保健品等。边境部队高级军官格兰特•米

认罪，并被法官命令缴纳 4980 美元的罚款，法庭

勒(Grant Miller)称，“我们缉获的东西从象牙到动物

同时命令他们 6 年内不得狩猎。阅读原文

标本，再到海洋物种，无奇不有。这些货物多出现
在返英乘客的行李货运中，而且数量很大。”阅读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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