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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祥查获非法运输犀牛角案 

 

2014-09-02，凭祥——8 月 30 日，凭祥市公安局路

查专业队查获一起特大非法运输濒危野生动物器官

案件，抓获涉案嫌疑人 1 人，缴获犀牛角 2 根重约

6.8 公斤，价值约 200 多万元，查扣作案面包车 1

辆嫌疑人郑某元，34 岁，福建省仙游县人。目前，

该局已将该案移交有关部门进一步审理。阅读原文 

 

“代购”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老板获刑 

2014-09-02，厦门——32 岁的女子陈某福建省罗源

县人，是一家个体店的老板。去年 5 月，陈某受北

京朋友孟某委托，到莆田市工艺美术城向“娟子”

购买 38 件盔犀鸟中空的盔突和 38 件切割掉的盔犀

鸟嘴上喙的前端部分，2 件盔犀鸟的盔突雕刻成的

工艺品，价值合计 133600 元。随后，陈某驾车将

物品运到高崎国际机场，以托运“工艺品”为名，

交给事先联系好的航空公司机组成员，准备随当日

航班运回北京交给孟某。当天上午 10 点，这些物

品过安检通道时被查获。日前，湖里区法院作出判

决，陈某一审因犯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

处罚金 5000 元。阅读原文 

 

朋友圈非法买卖象牙获刑并被罚款 

2014-09-05，威海——郑某从岳父那里继承了部分

象牙制品。2013 年 5 月，郑某通过朋友认识了夏

某，夏某说能帮他专卖象牙制品。随后，郑某将象

牙制品存放在夏某家中，夏某则将这些象牙制品拍

成照片发到自己的的朋友圈里进行销售。有人见夏

某要出售象牙制品，便报了警。经国家林业局鉴

定，郑某持有并欲出售的象牙制品共价值 42 万

元。9 月 3 日，高区法院审结一起非法收购、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件，男子郑某、夏某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8 万元。阅读原文 

 

药材商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被批捕 

2014-09-09，安国——为获取巨大利益，1998 年安

国市药材市场药材经营商户张某先后从成都“五块

石”药材市场和哈尔滨“三棵树”药材市场，购买

30 余公斤赛加羚羊角、3 公斤麝香、 2 公斤犀牛

角，进行收藏，等待日后升值，赚取更多的钱。张

某明知自己储存的药材为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不但不上报，还继续持有。为了防止被国家没

收，张某找到犯罪嫌疑人田某，将野生动物制品加

工成工艺品进行销售。随后，田某找到犯罪嫌疑人

师某将其加工成手串，由田某通过 QQ 群、微信、

淘宝网等平台联系客户，通过快递方式邮寄。办案

人员在掌握大量事实证据基础上，以张某等人涉嫌

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依法作

出批捕决定。办案人员在安国市药材市场药材经营

商户张某家中查获麝香囊 136 个，赛加羚羊角 104

根，犀牛角 0.72 千克，涉案金额 477.6 万元，及大

量野生动物制品碎料。阅读原文 

 

上海浦东虹桥国际机场濒危物种实物宣传展柜正式

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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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1，上海——9 月 1 日，上海浦东国际机

场举办了濒危物种实物宣传展柜启用仪式，在机场

海关出入境通关要道共有 40 余种濒危物种实物被

公开展示，旨在提示过往旅客依法携带濒危野生动

植物及其制品，起到宣传和警示作用。阅读原文 

 

广东森林公安查获 457 只穿山甲死体 

 

2014-09-12，广州——2014 年 9 月 11 日，广东省

森林公安接群众举报，在白云区石井镇某小区查获

457 只穿山甲死体。查获的穿山甲死体最大的有二

十多斤。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4 名犯罪

嫌疑人已落网。阅读原文 

 

长春海关破获走私红豆杉制品案 

 

2014-09-15，长春——日前，长春海关隶属临江海

关破获一起涉嫌走私进境红豆杉制品案，抓获犯罪

嫌疑人 1 人，查扣大量疑似红豆杉制品，其中包括

原木 3 根、人物雕刻 4 座、帆船造型雕刻 3 艘以及

水杯等成品。阅读原文 

 

深圳公安边防查获 290 个安布闭壳龟 

2014-09-16，深圳——9 月 14 日 11 时，深圳公安

边防支队长岭边防工作站接举报称,有人进行走私活

动。执勤人员在嫌疑车内发现共有白色泡沫箱 8

个，里面装有安布闭壳龟 290 个，案值约 20 万元

人民币。目前，涉案人员已被移交公安部门，查获

的安布闭壳龟已被移交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阅读原文 

 

福建宁德查获一批红珊瑚 

 

2014-09-17，宁德——近日，宁德公安边防在霞浦

县三沙镇破获一起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当场抓获涉案人员两名，查扣涉案车辆一部，

查获珍贵红珊瑚 26.78 公斤。经初步估算，这批珍

贵的红珊瑚总价约 1070 万元。阅读原文 

 

广州天河小区藏象牙 

http://www.forestry.gov.cn/main/443/content-703826.html
http://news.ynet.com/3.1/1409/12/9382241.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18445.htm
http://epaper.legaldaily.com.cn/fzrb/content/20140916/Articel08013GN.htm
http://www.fj.xinhuanet.com/xhs/2014-09/17/c_11125231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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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7，广州——根据群众 16 日中午时分的

举报，民警成功在天河区天河北苑破获一起特别重

大的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件，查

获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象牙共计 458 件，重约 38 公

斤，其中最重的一根象牙超过 5 斤，市场价值在

3~4 万元以上。总涉案价值约 150 多万元，当场抓

获犯罪嫌疑人 1 名。阅读原文 

 

商人从非洲带象牙回国获刑 

2014-09-23，北京——2013 年 7 月底，河北男子

国某与朋友赴非洲游玩，他们在当地购买了大量象

牙及制品，但都不敢带回国内。国某逞英雄，主动

提出帮众人将象牙及制品带回国。国某将总计 24

千克多的象牙制品装进薯片桶和奶粉罐内带上了飞

机。2013 年 9 月 6 日，国某等人抵达首都机场，在

无申报通道通关时，海关人员当场发现并查扣了这

些象牙。经鉴定，总价值 100 余万元。昨天，记者

从市三中院获悉，国某的行为构成走私珍贵动物、

珍贵动物制品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5 年，罚金

10 万元。阅读原文 

 

兰州缴雪豹皮两张 

 

2014-09-25，兰州——2013 年 8 月初，兰州市城

关区的一名杨姓涉毒男子被发现有非法贩卖运输野

生动物制品的犯罪嫌疑。经办案民警多方查证，发

现其近期从外地购得两张雪豹皮，找人加工后欲运

往外地销售。8 月 12 日 9 时许，布控民警在杨某住

处将其抓获，当场从其携带行李中查获豹子皮两

张。阅读原文 

 

 

江门海关破获走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2014-09-25，江门——近日，江门海关成功摧毁一

个从南非和香港走私犀牛角、象牙等濒危动物制品

到境内的犯罪团伙，在台山、珠海等地抓获犯罪嫌

疑人 3 名，缴获象牙原牙 4 根（98.65 千克）、象

牙制品 162 块（7.91 千克）、羚羊角 2 根（240

克）、犀牛角 7 块（615 克），这是海关总署开展

“守卫者”专项行动以来，江门海关查获的最大宗

涉嫌走私犀牛角、象牙等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件。

阅读原文 

http://news.ifeng.com/a/20140917/42004931_0.s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40923/42053046_0.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4/09-25/6629399.shtml
http://jiangmen.customs.gov.cn/tabid/61237/InfoID/719576/frtid/63716/settingmoduleid/71033/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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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男子非法倒卖穿山甲被捕 

2014-09-26，益阳——孙运华于 2011 年 11 月开

始，从广州每斤 240 元至 980 元的价格收购穿山

甲。经汽车运输至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孙运华家中

或者通过物流、客运班车等方式将穿山甲运输至益

阳再通知孙运华自取。后经群众举报，益阳市森林

公安局民警于 8 月 21 日，在孙运华家现场查获 37

只疑似穿山甲的动物冰冻死体。2014 年 9 月 25

日，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孙某某批

准逮捕。阅读原文 

 

中国再次为非洲国家举办培训活动 

 

2014-09-28，杭州——2014 年 9 月 24 日，“2014

年非洲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与履约官员研修

班”在杭州举办开班，来自非洲 11 个国家的 24 名

学员参加开班仪式。他们将在今后三周接受有关中

国野生动植物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发展，履行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及打击野生

动植物违法犯罪等培训，并实地考察，交流打击野

生动植物犯罪对策等。这是中国第二次为非洲国家

野生动植物保护和履约官员举办培训交流活动。阅

读原文 

 

14 人团伙走私象牙 2 千万 

2014-09-29，广州——昨日，广州市中院开庭审理

一宗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据检方指控，两年

间，这个拥有 14 人的走私团伙，在白云机场海关

关员及免税店职员等接应下，从非洲刚果(金)走私

了 659.32 千克的象牙入境，而经鉴定，这些象牙价

值达 2747 万余元。阅读原文 

 

 

机器里竟然“吐出”象牙 

 

2014-09-29，杭州——近日，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在

一名多哈飞往杭州入境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中，

查获 14 件藏匿在机器零件中的象牙制品，分别是

12 个乳白色的象牙手镯，和 2 串象牙装饰链坠。阅

读原文 

 

罗湖口岸查获旅客藏匿 7 只鹰嘴龟 

http://news.sina.com.cn/o/2014-09-26/172930920857.shtml
http://www.cites.gov.cn/ShowIndex/ShowNews.aspx?sort=t1&id=9276
http://www.cites.gov.cn/ShowIndex/ShowNews.aspx?sort=t1&id=9276
http://legal.dbw.cn/system/2014/09/29/056016749.shtml
http://news.163.com/14/0929/06/A79R5D1G00014AED.html
http://news.163.com/14/0929/06/A79R5D1G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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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9，深圳——近日，深圳海关在罗湖口岸

查获 1 名入境香港旅客在随身行李中携带活体鹰嘴

龟 7 只。当事人将 3 只鹰嘴龟藏在月饼盒中，另外

4 只则在随身携带的挎包内用文件袋包裹。目前，

此批活体动物移交相关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对上海自贸区海关官员培训 

2014-09-30，上海——为提升上海自贸区海关一线

官员濒危物种监管能力，9 月 24 日，国家濒管办上

海办事处濒管处派员专程前往上海自贸区外高桥海

关开展濒危物种履约能力专题培训授课。培训班

上，濒管处作了主题讲座，重点围绕 CITES 公约简

介、允许进出口证明书申请核发管理、最新监管政

策介绍、濒危物种自贸区简政放权新政、珍稀敏感

物种鉴别、执法经验交流和个案分析等多个方面开

展集中授课，并与参会海关一线官员开展互动交

流，详细解答自贸区濒危物种监管新政，并发放了

办事处刊印的《上海自贸区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

简政放权政策指南》。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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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称人类活动导致物种灭绝速度快 1000 倍 

 

2014-09-10——目前，美国一项最新研究表明，由

于人类活动，物种灭绝速度是 6000 万年前的 1000

倍。科学家计算“正常环境背景灭绝速度”是每年

1000 万支物种中有 1 种灭绝，目前，这项最新研究

发现，6000 万年前物种灭绝速度比之前科学家预测

低 10 倍，这意味着当前物种灭绝速度至少是此前

预测的 10 倍以上。美国布朗大学博士研究员朱里

安-德-沃斯(Jurriaan de Vos)说：“通过这项研究

将使人们意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警告人类需要

减少对环境的活动影响，当人类进入地球自然环

境，对其它物种产生了一定威胁。”阅读原文 

 

13 个国家聚首回顾各国野生虎保护进展 

2014-09-12，吉隆坡——9 月 13 日至 16 日，来自

13 个野生虎分布国的高级政府官员将会齐聚孟加拉

国首都达卡，就 2010 年 13 个野生虎分布国共同设

定的到 2022 年野生虎数量翻倍的目标，对各个国

家这 4 年来在野生虎保护上的进展进行回顾。“在

实现 TX2 的道路上，我们已经走了接近目标的三分

之一”，WWF 老虎全球行动项目负责人麦克•巴尔

策（Mike Baltzer）说，“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

好的成就，但想要实现我们 2022 年的目标，仍需

要各个国家付出更多的努力”。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4 年 9 月）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联系我们： 

TRAFFIC 中国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内 

文华宫 2616 室 , 100006 

电话：010-65116211  
 

http://www.kejixun.com/article/201409/70619.html
http://www.wwfchina.org/pressdetail.php?id=1562
http://www.traffic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