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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京津部门间CITES履约执法工作首次联席会

议在北京召开 

2014-10-08，北京——近日，由濒管办北京办事处

牵头，2014京津部门间CITES执法工作小组首届联

席会议在北京延庆县召开。北京海关、北京公安局、

天津海关、天津公安局、天津市场质量监督局、天

津农业局、林业局、渔政局等15家成员单位40余人

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协调小组成立一年来的工

作报告，研究确定了2015年工作重点。阅读原文 

 

广州海关查获活体辐射陆龟 

 

2014-10-08，广州——9月27日前，广州海关下属

白云机场海关查获一名旅客违规携带活体辐射陆龟

195只及活体蜥蜴8条，由马达加斯加经曼谷飞抵广

州进境。目前，此案已移交检验检疫部门作进一步

处理。阅读原文 

 

男子手表换象牙在机场被拦截 

2014-10-09，昆明，云南——彭某用价值3000多元

的一块手表，从朋友手中换来一件非洲象象牙制品。

他通过物流公司邮寄到青岛卖个好价钱。货物在昆

明机场过安检时被民警查获。近日，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判处彭某缓刑一年。阅读原文 

 

象牙制品暗藏国际邮包被查 

 

2014-10-09，烟台——近日，青岛海关下属烟台海

关在寄自法国的国际邮递包裹内查获夹藏的象牙雕

件 1 个，重约 1.2 公斤。阅读原文 

 

济南地摊淘来价值18万象牙制品海宁落网 

2014-10-13，海宁，浙江——今年3月初，杨某坐

大巴从福建来到济南，在济南花了2.4万元买了

4.392公斤象牙制品，包括手镯2件、手链11条、项

链2条、圆盘饰品41件、珠子185颗、碎块11件、工

艺品13件，价值18.3万余元。杨某乘大巴车回家，

在海宁车站转车时被民警抓获。归案后，杨某说：

“我知道没有相关许可证，出售象牙制品是违法的，

但我不知道买卖多少才犯法，所以就抱有侥幸心

理。”日前，杨某因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2万元。阅

读原文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年 10月）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443/content-708352.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20404.htm
http://news.163.com/14/1009/07/A83LJTIN00014SEH.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sdong/201410/20141009155750_12364.html
http://news.163.com/14/1013/08/A8E36Q5F00014AED.html
http://news.163.com/14/1013/08/A8E36Q5F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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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启动“2014利剑行动”保护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 

2014-10-14——为切实保护我国森林和野生动物资

源，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日前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为期2个月的“2014利剑行动”。专项行动包括药材

交易市场、花鸟宠物市场、古玩城等地非法收购、

出售野生动物及制品的行为；边境口岸地区非法走

私野生动物及制品的行为等。阅读原文 

 

TRAFFIC 助力阿里巴巴集团遏制网络非法野生物贸

易 

 

2014-10-15，杭州——10月14日下午，阿里巴巴集

团与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在杭州

阿里巴巴集团企业园区，正式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

忘录。双方将致力于在电子商务行业中树立对非法

野生物贸易“零容忍”的理念，并通过教育消费者，

减少非法野生物贸易。非法野生物贸易是全球最严

重、最危险和最具破坏性的国际性有组织犯罪活动

之一，而对非法野生物制品的需求也正将众多受威

胁和濒危物种快速推向灭绝。阅读原文 

 

广州加工非法象牙窝点被破获 灌醉买家再交易 

2014-10-15，广州，广东——记者从广州市森林公

安分局获悉，民警成功端掉一个加工非法象牙的窝

点，查获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现代象牙制品共计约

重 83 公斤，价值约 340 多万元，当场抓获犯罪嫌

疑人 2 名。警方发现，为防止买家泄露交易地点，

每次非法交易的时候，买家往往被灌醉，兜兜转转

一番后才抵达地点进行交易。阅读原文 

 

乌海市森林公安局侦破一起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

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2014-10-14，乌海，内蒙古——今年 8 月，乌海市

森林公安局从犯罪嫌疑人靳某住所查获 27 件疑似

野生动物制品，另在靳某后续的物流包裹中查获 1

件疑似野生动物制品。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涉案的 28 件制品中 13 件为象牙制

品、3 件为犀牛角制品、2 件为盔犀鸟头制品，总

价值 82500 元人民币。目前案件已提请乌海市检察

院进入批捕阶段。阅读原文 

 

温州海关连续查获走私象牙  

 

2014-10-15 ，温州，浙江——杭州海关下属温州海

关在对一件从葡萄牙寄往温州地区、申报为“笔筒”

的邮包进行过机检查时，发现包裹中装有翠绿色圆

筒状物品，随即打开邮包，一股腥臭味扑面而来。

这批“笔筒”涂抹着劣质的颜料，除去颜料后“笔筒”

横截面显露出象牙独有的纹路。关员当即暂扣了这

批“笔筒”，在接下来的几天，又接连有两批来自葡

http://www.gov.cn/xinwen/2014-10/11/content_2763005.htm
http://www.trafficchina.org/node/188
http://news.xinhuanet.com/yzyd/legal/20141015/c_1112830426.htm
http://www.wuhai.gov.cn/zwgk/zxzx/bmdt/8fca09c2_8b9a_41f7_9c18_14cfbbb16351.html


 

 

 3 

萄牙的“笔筒”相继现身。 17件“笔筒”重约5.18公斤。

经鉴定，都是非洲象象牙制成的。阅读原文 

 

孕妇为安胎进补购四只熊掌获刑 

2014-10-16，从化，广东——孕妇陈某听人说在秋

冬之际吃熊掌进补对孕妇和小孩都有好处。2012年

11月初她到从化市太平镇一菜市场路边购买了四只

熊掌，后被从化市公安局查获。从化法院一审判处

陈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1000元。阅读原文 

 

男子走私39公斤象牙获刑10年 

2014-10-19，北京——罗某今年38岁，在国内长期

销售象牙等珍贵动物制品。2013年12月23日，罗某

从广州前往布隆迪。在布隆迪期间，罗某花费2800

美元购买了39公斤象牙制品及两张豹皮。为了遮掩，

罗某还在这些象牙制品上涂上了黑色油漆。今年春

节，罗某携带的大量象牙制品在首都机场被海关人

员发现。在侦查过程中，警方从罗某手机的QQ聊

天记录里发现，罗某多次买卖象牙制品。北京市三

中院审理认为，罗某的行为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动

物制品罪，情节特别严重，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10

年，并处罚金20万。阅读原文 

 

第十届敏感物种履约执法联席会议在杭州召开 

2014-10-20，杭州，浙江——10月8日至10日，第

十届敏感物种履约执法联席会议在浙江杭州召开。

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

安部、司法部、商务部、农业部、海关总署、工商

总局、质检总局、邮政局、林业局、濒管办及各办

事处、濒科委，5个重点省市海关缉私局和10个重

点省市（区）森林公安局，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东北林业大学，TRAFFIC、WCS、IFAW、TNC等国际

NGO组织等共计80余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议主

要就各方在濒危物种履约执法工作领域开展的主要

工作展开了交流和回顾，分析了当前工作中遇到的

主要问题和存在的主要困难，重点围绕当前我国濒

危物种履约执法工作面临的国际国内双重形势压力

和下一步所需开展重点工作任务展开深入研讨。会

议同时就当前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重点领域中的网

络贸易监管工作展开座谈。阅读原文 

 

河口检验检疫局查获一批非法入境穿山甲鳞片 

 2014-10-21，河口，云南——近日，河口检验检疫

局北山办事处工作人员在河口南溪河公路大桥边民

互市入境通道，查获一批穿山甲鳞片，重量为2千

克，价值约1.5万元人民币。阅读原文 

 

一家三口被通缉倒卖濒危野生动物 

2014-10-21，杭州，浙江——严某，今年60岁，湖

南溆浦县人。2003年 来到浙江杭州打工并经营了

一家食用蛇店。2013年底，严某伙同儿子、女儿倒

卖穿山甲13只，获取暴利近3万元。2014年8月，因

群众举报，严某一家人的违法犯罪行为终于暴露，

当地警方将严某等人上网通缉。目前，严某及其儿

子、女儿均已归案，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阅读原文 

 

文玩饰品？野生动物制品？千万别过界！ 

2014-10-22，沈阳，辽宁——2014年6月11日，公

安机关接到市民举报，称有人欲向其贩卖象牙制品。

据该市民证实，其在微信上面认识了昵称“小淘气”

的王某，王某便向其推荐购买象牙牌子，说品相好

而且便宜。该市民便挑中了其中两块并约定好了价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21107.htm
http://news.xinhuanet.com/yzyd/legal/20141016/c_1112845054.htm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4-10/19/c_127114398.htm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445/content-711076.html
http://www.cqn.com.cn/news/zjpd/dfdt/962702.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4-10-21/1054310213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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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交易时间地点。后来该买家从朋友那听说买卖

象牙制品违法，便到派出所进行了举报。在将王某

抓获后，根据王某的交代，警方于当天下午迅速将

王某的“上线”李某、蔡某抓获。10月21日，记者从

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检察院已将两名涉嫌非法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犯罪嫌疑人李某、蔡某依

法批准逮捕。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海上查获走私5000余片海龟壳案 

 

2014-10-24，深圳，广东——近日，深圳海关查获

5312片玳瑁壳，重达105公斤，折合玳瑁共408只，

按照亲体价值预估计达734.4万元。据3名涉案人员

供述，这批玳瑁背甲盾片是从香港起运，本想通过

大亚湾海域偷运至粤东地区上岸贩卖牟利，不料遭

遇深圳海关缉私警察截查。目前，该案船上涉嫌走

私的3名嫌疑人全部被刑事拘留，背后操纵走私的

主要犯罪嫌疑人林某也已经被海关抓获归案。阅读

原文 

 

北京海关查获涉嫌濒危制品玳瑁手镯19个 

 

2014-10-27，北京——近日，北京海关隶属首都机

场海关查获濒危制品玳瑁手镯 19 个。依据相关规

定，北京海关将货物扣留，待进一步鉴定和处理。

阅读原文 

 

云南江城县发现8户商铺售卖野生动物 

 

2014-10-28，江城，云南——日前，有媒体报道称，

江城县中越三号界碑赶集集市有些摊位明目张胆售

卖野生动物，猕猴现场点杀，并有公务用车出现。

这一情况，普洱市委、市政府，江城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联合清理整治专项行动小组，

在中越三号界碑集市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截至目前，

共检查清理53户商铺，其中8户发现售卖野生动物，

没收疑似蜂猴活体2只、凹甲陆龟活体8只、疑似猕

猴活体3只，各类野生动物制品74.4公斤。 另外，

江城县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对此次非法贩卖野生

http://news.syd.com.cn/system/2014/10/22/010516720.shtml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4-10/24/content_10578396.htm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4-10/24/content_10578396.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221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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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行为和监管部门一查到底，对涉事人员处罚情

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进一步加大与老、越两国省

县相关执法部门进行沟通合作，探索务实管用的管

控机制，形成多角度、全方位的管控体系，从源头

上遏制非法行为。阅读原文 

 

拱北口岸截获高鼻羚羊角 

2014-10-29 ，珠海，广东——近日，珠海检验检疫

局拱北办车检一科从一辆入境粤澳两地牌私家车上

截获一根重0.21千克，长约20厘米，横切面成圆形

的高鼻羚羊羊角。由于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关的检疫

审批手续与证书，工作人员依法对该动物角进行截

留。阅读原文 

   

广东截获30件象牙制品 重量超过7公斤  

2014-10-31，江门，广东——日前，30件象牙制品

藏于入境普通邮件中试图“闯关”时，被江门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截获。据了解，此前该局在跨境电商快

件中已多次查获象牙制品。此次被截获的象牙制品

共30件，重量超过7公斤，藏于一件入境EMS邮件

中。该邮件寄自英国，收件人地址为江门市某公司，

申报品名为金属花瓶，外包装为纸箱。目前已移交

海关缉私局处理。阅读原文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4-10-27/content_12599257.html
http://www.hkcna.hk/content/2014/1029/306145.shtml
http://www.hkcna.hk/content/2014/1029/306145.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4-10/30/c_11130479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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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警察 

2014-10-11，津巴布韦——澳大利亚前特种兵达

民·曼德运用军事战术对付日益猖獗的非洲盗猎活

动 。 他 于 2009 年 成 立 国 际 反 偷 猎 基 金 会

（ International Anti-Poaching Foundation，缩写

IAPF），至今已为津巴布韦１０个保护区培训巡护

员，业务延伸至莫桑比克。该基金还致力于创建非

洲野生动物巡护员国际标准。阅读原文 

 

纳米比亚实施割犀牛角行动 防止犀牛被杀害 

2014-10-14，纳米比亚——报道援引纳米比亚环境

和旅游部副部长希费塔的话报道说，为了保护该国

引以为傲的犀牛，政府将继续实施割角行动，即把

犀牛麻醉后割去其两个角，从而使犀牛能够免遭以

获取犀牛角为目的盗猎分子的杀害。阅读原文 

 

越南发起活动大幅削减犀牛角需求 

 

2014-10-22，越南——越南的一项新运动通过告诫

消费者犀牛角并没有药用价值，已经成功降低了38% 

 

的非法相关商品需求。2013年，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会议将越南列为犀牛角消费最多的国

家。阅读原文 

 

肯尼亚官员:非法走私野生动物制品是国际犯罪 

2014-10-22，肯尼亚——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局

长威廉·基普罗诺21日说，如今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已形成一条包括偷猎者、中间商、出口商、投资者

和消费者在内的复杂犯罪链条，亟须国际社会共同

应对。基普罗诺21日在内罗毕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时说，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是一种有组织犯罪行为，

是“继毒品、贩卖人口和武器走私后的第四大非法

国际贸易”，也是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重大威胁之

一。阅读原文 

 

象牙走私犯“攻陷”肯尼迪机场 

2014-10-22，美国——近日，美国法庭开庭审判涉

案金额最大的一起非法象牙走私案，涉及金额高达

6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670万元）。古玩店的老

板戈登就是这起走私案的中间人。他利用古玩店作

为掩护，付给走私贩一定的费用，让他们把象牙从

西非运到肯尼迪国际机场，再卖到美国其他地方。

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年 10月） 

http://www.baidu.com/link?url=xizYnKkbToSCKMxdza0C4wUPLgd6SDAtyQT7fvc-QEi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world/u7ai2750540_K4.html
http://news.timedg.com/2014-10/14/content_14928975.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sj/hqlw/2014-10-22/content_12569460.html
http://news.sina.com.cn/w/2014-10-22/154931028638.shtml
http://news.163.com/14/1022/03/A94NBC7I00014Q4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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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多部法律配套保护野生动物 

2014-10-30，日本——除“生物多样性基本法”外，

日本还颁布有“鸟兽保护及规正狩猎的法律”、

“濒临灭绝野生动植物保护法”、“防止外来物种

破坏生态法”等法律以及保护非野生动物的“爱护

及管理动物相关法律”。目前，日本已经建立起了

较为完善的动物保护法律体系。阅读原文 

 

http://www.ntv.cn/a/20141030/5876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