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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州查获一起非法运输野生动物案件 

 

2015-02-02，广西，贺州——1 月 27 日晚，交警在

对一辆从柳州开往新竹的大客车检查时发现，该车

货箱内装有两箱竹鼠，共 24 只。除此之外，还发

现 26 只猫头鹰。据司机林某交代，这些竹鼠均是

人工饲养，平时经常帮别人托运竹鼠，并不知道这

是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而另外几箱猫头鹰是在贺

州东出口时别人要求运输的，因赶时间并没有仔细

查看，若知道是野生动物绝不会帮忙违法运输。目

前，本案已经移交给森林公安处理。阅读原文 

 

青年因网上买卖野生动物被捕 

2015-02-02，安徽，淮南——2014 年 9 月，李磊在

网络论坛上看到有人出售球蟒，便通过网络上联络

方式，以 2650 元自甘肃省天水市一卖家处购得 10

条球蟒。同年 10 月，李磊又以 3000 元自另一卖家

处购得了一条红尾蚺。同时还通过网络多次向合肥、

山东等地出售繁殖的球蟒。去年的 12 月 22 日，淮

南市森林公安局接到甘肃省天水市森林公安局移交

的线索，通过侦查，在李磊的租房处查获了 20 多

只缅甸龟、巴西红耳龟、大鳄龟、锯缘镊龟，并查

处在《濒危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中的物

种，8 只球蟒和 1 只红尾蚺。1 月 30 日，安徽省淮

南市田家庵区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以涉嫌非法收购、

出售、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李磊。

阅读原文 

 

深圳罗湖海关截获濒危动物鳄鱼皮料 641 块 

  

2015-02-03，广东，深圳罗湖——罗湖海关在对 1

名入境内地旅客进行抽查时，在其随身携带的行李

发现未向海关申报的皮料一批。经华南野生动物物

种鉴定中心鉴定，上述涉案物品为鳄鱼皮。海关关

员已将案件移送海关缉私部门进行进一步处理。阅

读原文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2 月）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b47eaf51c2c22.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b47f6a8d42c31.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b4ced35d72c92.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b4ced35d72c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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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毕节破获系列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 

2015-02-03 ，贵州，毕节——根据举报，七星关区

森林公安局成功将犯罪嫌疑人周泽均等六人抓获，

缴获疑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鹰 38 只、鹞 3 只。

经七星关区森林公安连夜突审，现已查明：2015

年 1 月 24 日至 28 日期间，重庆市江津市蔡家镇向

阳村村民周泽均等 7 人，以牟利为目的，共抓获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鹰 37 只、鹞 3 只。目前，

7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森林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活体

鹰和鹞(共计 37 只)在当地媒体的见证下放归大自然，

死亡的 4 只已做销毁处理，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阅读原文 

 

河南郑州口岸在入境旅客携带物中截获鳄鱼标本 

2015-02-04，河南，郑州——1 月 22 日，河南检验

检疫局郑州机场工作人员在对来自柬埔寨暹粒的

K6958 航班检疫查验时，在入境旅客携带物中截获

鳄鱼标本 1 条，标本重约 0.5 千克。鳄鱼标本属于

我国法律明确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物品。根据

《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的规定，未依

法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动物及其产品，禁止旅客携

带入境。由于携带人不能出示有效的相关检疫审批

手续，现场检疫人员依法对该鳄鱼标本予以截留。

阅读原文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研讨会在京召开  

2015-02-05，北京——《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研

讨会于 2015 年 1 月 31 日召开。会议由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和北京爱它动物保

护公益基金会共同主办。这次修改《野生动物保护

法》研讨会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格局之下，政府智库与民间机构合作的一次有益尝

试。参加会议的学术界和动物保护界代表对《野生

动物保护法》的修改提出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并形

成了一些共识，如野生动物的福利保护应当入法、

利用野生动物应当遵守社会公德等。这些意见将如

实反映到立法机关。阅读原文 

 

沈阳海关查获 385 件象牙制品 

 

2015-02-05，辽宁，沈阳——日前，桃仙机场海关

旅检部门在对进境旅客查验过程中，发现一名中国

籍旅客携带 411 件象牙制品入境。经 “国家林业

局森林公安局野生动植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鉴定，

涉案物品中有 385 件为亚洲象或非洲象象牙制品，

涉案象牙制品共重 14.465 千克，涉案总价值

60.2713 万元。该旅客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被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b4cd137902c6f.html
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san/1002774.html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U2OTkxOA==&mid=202787343&idx=4&sn=6b69ecac27e8bde2b6262183513a0d67&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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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海关缉私局依法执行逮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外交部:中国全面禁猎并禁止虎骨贸易和虎骨入药 

2015-02-05，中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 4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野生

虎的保护，实施了《中国野生虎恢复计划》，全面

禁猎并全面禁止虎骨贸易和虎骨入药。通过政府和

社会各界的努力，中国的野生虎栖息地已得到有效

恢复和改善，野生虎种群已显现逐步扩大态势，野

生虎保护日益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洪磊强调，中

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大野生虎保护力度，使中国野生

虎的种群数量显著增长，并愿就野生虎保护与世界

各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加强合作与交流，促进野生虎

保护这一人类共同事业，使人与自然更加和谐。阅

读原文 

 

亳州男子非法买卖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犀牛角 获刑

五年 

2015-02-07，安徽，亳州——2013 年 3 月 5 日，被

告人吴长征准备以 32 万元的价格出售犀牛角。在

交易过程中，陈福修(另案处理)等人乘吴长征不备，

将犀牛角抢走。后陈福修及吴长征等人被抓获。该

犀牛角重 2.581 千克，案值 645250 元整。2015 年

初，吴长征被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收

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60 万元。阅读原文 

非法运输穿山甲 广西女子获刑 15 个月 

2015-02-08，海南，海口——2014 年 10 月 10 日，

广西籍女子吴美玉(化名)携带 3 只活体穿山甲乘坐

汽车从广西来海南，途经海安港码头乘船到达海口

秀英港 16 号码头时，被民警当场查获。案发后，

被查获的 3 只穿山甲活体已移交海口市林业行政执

法支队。近日，海口秀英区法院以非法运输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吴美玉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并处罚金 6000 元。阅读原文 

 

三男偷运穿山甲 判刑罚款车没收 

2015-02-10，云南，文山——2014 年 5 月 22 日昆

明人刘某指使麻栗坡县八布村村民龙某、李某在中

越 5 号界碑处从一越南人处拿到两只穿山甲。龙、

李在将穿山甲运往昆明途中被查获。龙、李二人被

查获后，协助市森林公安局民警在昆明市普吉加油

站将刘某抓获。经鉴定，查获的 2 只穿山甲为爪哇

穿山甲，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日，依

照法律规定，刘某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 6000

元，依法没收赃款 18097 元。龙某、李某分别犯非

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5000 元，依法没收用

于作案的轿车。阅读原文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02/05/c_127458980.htm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02/05/c_127458980.htm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U2OTkxOA==&mid=202787343&idx=1&sn=731b09572126ed732aae6dcf19e774ff&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U2OTkxOA==&mid=202787343&idx=1&sn=731b09572126ed732aae6dcf19e774ff&3rd=MzA3MDU4NTYzMw==&scene=6#rd
http://news.hefei.cc/2015/0207/024926415.shtml
http://news.hainan.net/hainan/shixian/qb/haikou/2015/02/08/2249793.shtml
http://news.idoican.com.cn/qdwk/html/2015-02/10/content_5358383.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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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海关查获价值 30 余万元濒危物种红珊瑚制品 

2015-02-11，宁夏，银川——10 日，在对 FE115 次

台北－银川航班的监管过程中，海关关员发现一名

旅客行李中携带疑似红珊瑚制品珠链若干。经开箱

查验，共查获红珊瑚手链５条，红珊瑚项链１条，

总重１９２克，价值约３０余万元。现该批饰品已

被海关暂扣，待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男子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印度星龟获刑一年 

 

2015-02-12，上海——2013 年 1 月 9 日，王桦以

600 元的价格购买了豹纹陆龟和印度星龟各 1 只。

2013 年 3 月 11 日，王桦被公安机关抓获。王桦辩

称，自己不知道购买了保护动物，纯粹是出于对小

动物的喜爱才买来饲养的。但公诉人指出，非法收

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并不需要被告人有违法性

认识才构成犯罪。近日，杨浦区法院以非法收购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王桦(化名)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并罚款 2000 元。阅读原文 

 

10 船员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被海关查获 

2015-02-12，江苏，张家港——2 月 2 日晚，张家

港海关登轮抄查自尼日利亚等地返航的香港籍货轮

“康信（KANG SHUN）” 号，当场在该轮的货舱

及部分船员个人住所等地起获穿山甲甲片 8 袋共

83.5 千克，象牙制品 87 件共 3 千克。经查，2014

年 10 月至 11 月期间，“康信”轮船员王某某、侯

某某等 10 人在该轮停靠喀麦隆、尼日利亚等地期

间，在明知穿山甲甲片、象牙制品属国家禁止进口

物品的情况下，仍私下购买了上述涉案物品并企图

通过藏匿的方式携带进境。张家港海关缉私分局依

法对上述船员立案调查。目前上述案件仍在进一步

调查中。阅读原文 

 

广州海关查获用牛角伪装走私象牙 

2015-02-15，广东，广州——1 月 29 日，广州海关

下属白云机场海关关员对 1 名旅客行李进行过机检

查时，发现其箱中的 4 只牛角内含有“异物”。关

员细心查看发现，密封完好的牛角里竟然是乳白色

的象牙制品，共 3 千克。目前，该旅客因涉嫌走私

象牙已被广州海关缉私局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帮游客走私象牙 女警督获刑 

2015-02-26，北京——原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的二级警督褚某受同学之托，试图利用其特殊身份

通过工作人员通道帮归国游客李红力携带象牙制品

入境。褚某没想到，她与李红力接头的过程被全程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5-02/11/c_1114339749.htm
http://sh.eastday.com/m/20150212/u1ai8579474.html?&from=androidqq
http://www.legaldaily.com.cn/Police/content/2015-02/13/content_5969989.htm?node=53707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502/20150215104714_129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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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并在带货出关时被查获。经中国濒危物种进

出口管理办公室北京办事处估算，李红力、褚某携

带的疑似象牙制品净重 12.98 千克，价值人民币 54

万余元。近日，褚某因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

北京市三中院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缓刑 3 年；

李红力则因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北京市三中

院判处有期徒刑 5 年。阅读原文 

 

广西南宁机场口岸截获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海马 

2015-02-27，广西，南宁——2 月 9 日，广西检验

检疫局南宁机场办事处检验检疫人员对来自曼谷的

CZ656 航班进行查验时，发现一旅客携带有可疑物

品。通过现场开包检查，发现其携带有大量海马及

燕窝，其中干海马 1 公斤，现场检疫人员按规定将

其截留，并开具截留凭证，作退回处理。阅读原文 

 

平度回应小老虎死亡事件：个人非法驯养 

2015-02-27，山东，平度——2 月 19 日大年初一凌

晨，平度市谷物大厦一只幼虎坠楼死亡。平度市林

业局调查发现，平度市谷物大厦有人非法驯养 3 只

东北虎，其中一只母虎，两只幼虎。一只幼虎因燃

放烟花爆竹受惊，从笼舍中窜出坠楼致死。当晚，

2 只被个人非法驯养的东北虎从山东青岛下辖的平

度市运抵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救助站，被暂时安

放在救助站进行照顾。针对个别单位、人员非法驯

养野生动物事件，市林业局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非法驯养繁殖野生动物行为专项整治活

动。重点查处餐饮、景区、山林及个人违法违规驯

养野生动物问题，对非法驯养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

及当事人进行严肃查处，从严从快做出处罚。阅读

原文 

 

济南截获鲸牙和玳瑁 

2015-02-27，山东，济南——近日,济南检验检疫局

从一批来自日本的邮包中截获一包含有鲸牙制品和

玳瑁制品的邮包,共计 109 件,重 1.825 公斤。其中

象牙制品 107 件,玳瑁制品 2 件。鲸和玳瑁均被列

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包括其

制品在内均属我国法律限制进境和禁止出境类物品。

玳瑁是济南检验检疫局首次截获。阅读原文 

 

中国临时禁止进口非洲象牙雕刻品 时效为期一年 

2015-02-27，中国——据国家林业局网站消息，国

家林业局 26 日发布 2015 年第 7 号公告(国家林业

局(临时禁止进口《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生效后所获非洲象牙雕刻品)公告)。公告称，

经研究决定，从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16 年 2 月 26

日止，我国临时禁止进口《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生效后所获的非洲象牙雕刻品，国家林

业局暂停受理相关行政许可事项。阅读原文 

 

南京浦口：春运查获非法收购运输珍贵野生动物 

2015-02-28，南京，浦口——2 月 26 日夜间， 312

国道星甸收费站民警对一辆河南牌照的大客车例行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502/20150226110930_12976.html
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san/1008851.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bc84ba4182f6b.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bc84ba4182f6b.html
http://shrb.qlwb.com.cn/shrb/content/20150227/ArticelS12011JQ.htm
http://www.jisi.gov.cn/News/jsyw/201502/20150227093017_12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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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车检查时，发现数只死体动物。民警让驾驶员协

助引来货主在检查站内讯问。周姓货主交待：自己

过年回老家时，从四川、河南等地收购的一些野生

动物死体，用冰块保鲜，准备运回上海做成野味美

食售卖。其也知道收购野生动物违法，但出于高额

利润，因而决定铤而走险。经过农林部门的初步鉴

定，两个大箱子内共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 2

只、野驼鹿 1 只、胡狼 2 只和数只飞禽。目前周某

已经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刑事拘留，同时对其收购的渠道，南京警方已经

通知四川、河南警方，进一步核查办理。阅读原文 

 

 

 

 

 

 

 

 

 

 

 

  

http://www.trafficchina.org/
http://sd.legaldaily.com.cn/content/2015-02/28/content_5980879.htm?node=7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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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恐怖组织参与偷猎大象 控制走私象牙获利 

 

2015-02-05，非洲——美国福克斯新闻网 2 月 3 日

发表题为《恐怖组织促使中非暴力偷猎大象增多》

的报道称，在中非各地，偷猎大象处于危险且暴力

的上升势头，一些极端主义团伙甚至从直升机上向

这些动物射击，然后使用电锯锯掉它们宝贵的长牙。

报告表明，自 2014 年 4 月份以来，仅在刚果民主

共和国的加兰巴国家公园，就有 131 头大象被宰杀。

过去，偷猎者依赖“低技术”，一次仅能杀死一两

头大象。但是诸如“圣灵抵抗军”和索马里青年党

等全副武装的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同一时间

猎杀的大象多达 8 头。这些象牙在黑市上出售，然

后大多被销往一些亚洲国家制成奢侈品。阅读原文 

 

泰国调查动物园老虎走私 

2015-02-09，泰国——泰国野生动物警察在搜捕中，

在一个私人动物园发现了几只未注册的老虎和豹子

幼崽，据猜测，这只是整个走私链条的一部分。 

非政府组织 Freeland 表示，该动物园主与 Sudjai 

Chanthawong 相关，该人在五月份被捕，而 Sudjai 

Chanthawong 极有可能是整个动物贩卖集团的主要

人物。诸如老虎、豹子之类的濒危动物只要不是用

于出售，在泰国是允许合法私有化的，但是，

Freeland 表示，动物园许可证系统包含漏洞。

Freeland 的主管 Steven Galster 称，“依据现行法

律，警方不得不持续不断地与不法商贩斗智斗勇。”

阅读原文 

 

越南 42 只穿山甲遭偷猎获救后被转卖餐馆 林警辩

称合法 

 

2015-02-12，越南——据越南当地媒体报道，42 只

从偷猎者手中获救的穿山甲早先由当地警方发现后，

于 2 月 1 日被移交给林警。令人意外的是，向偷猎

者索取罚款后，林警竟将这些穿山甲以 1 公斤 120

万越南盾（约合人民币 350 元）的价格转售给当地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2 月） 

http://www.dnkb.com.cn/archive/info/20150205/10122126622211_1.shtml
http://www.dnkb.com.cn/archive/info/20150205/10122126622211_1.s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b68c9c2372d5f.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b68c9c2372d5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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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街边餐馆。此举遭曝光后引发争议。越南环保组

织“自然越南教育”（ Education for Nature-

Vietnam）强烈谴责林警的做法，称这是“阻止买

卖野生动物的失败”，让政府成了非法野生动物贸

易利益链条中的一环。然而，北宁省林业管理局局

长黎文明（Le Van Minh）称，转售穿山甲是依法进

行的。黎称，依据越南政府 2006 年出台的一部法

规，穿山甲属于限制性商贸产品，政府或已注册的

商户可以售卖它们。黎还补充道，这批穿山甲看上

去很虚弱，“反正也救不活了”。 对此，越媒回

应，北宁省林业局忽视了去年才出台的一部新法，

上面规定穿山甲如今是全球遭贩卖最多的动物之一，

应受到保护。而越南环境局高级官员黄氏青仁

（Hoang Thi Thanh Nhan）亦称，穿山甲在越南属

于稀有品种，不能买卖。 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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