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3 月）
2015-03-05，广东，东莞——根据举报线索，市林

温州海关查获两件象牙制品

业局等执法人员来到大朗镇松木山村附近的高速出
口旁的一个农庄检查，发现菜馆中不仅有大量动物
药酒，还查获了疑似鸮类、褐翅鸦鹃、蛤蚧等国家
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死体 169 只，水律蛇、草鹭等国
家三有保护动物活体一批。目前，土菜馆负责人黄
某已因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
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男子猎杀肢解亚洲黑熊卖 3000 元 被判刑 3 年
2015-03-06，四川，平武——2014 年 10 月 13 日，
李某某在平武县水晶镇猎杀一只黑熊。随后，李某

2015-03-04，浙江，温州——近日，杭州海关隶属

某喊来雷某某、杨某某一起将黑熊肢解后搬运至家

温州海关驻机场办事处查获一名旅客违规携带象牙

中，并以 3000 元的价格出售给雷某某。次日 5 时

制工艺品进境情事。经开箱查验，发现 2 件造型奇

许，雷某某将购买的黑熊运往外地销售，途经平武

特、做工精美的象牙制工艺品，共计 480 克。阅读

县龙安镇大坪村时，被平武县森林公安局民警挡获。

原文

经鉴定：被猎杀的黑熊为亚洲黑熊，属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动物。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判处李某某
犯非法猎捕、杀害、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及

东莞农庄用濒危野生动物泡酒 犯罪嫌疑人被刑拘

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并处罚金三千元，其违法所得三千元被依法予以没
收；雷某某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千
元；杨某某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
处拘役二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阅
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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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瑁壳 220 克，沉香木 3.5 公斤，鱼翅 560 克，鲨

三亚机场旅客行李箱中查获玳瑁标本

鱼皮 680 克。该旅客称，他在斐济工作，归国探亲
带了当地特产，准备馈赠亲友，却没想到带的礼品
违反了国家法律法规。目前，威海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工作人员已依法对该批截获物作出退运处理。据
悉，这是威海口岸首次截获鲸牙、玳瑁壳和沉香木。
阅读原文

东兴有人卖国家保护动物 部门突查一批“野味”
2015-03-06，海南，三亚——3 月 3 日下午，一名

获救

旅客在凤凰机场接受安全检查，当其随身行李通过
X 光机时，执勤安检员发现行李内装有玳瑁标本一
个，执勤安检员立即按规定将旅客和物品移交机场
公安处理。阅读原文

入境旅客擅自携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违法

2015-03-09，广西，东兴——3 月 2 日，有网友在
网上发帖称，东兴市国贸市场出现多品种的国家级
保护动物，如猫头鹰、猴鹰、野生水鸭、斑鸠、白
鹭等。3 月 5 日，工商部门联合森林公安组织人员，
对农贸市场野生动物销售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检

2015-03-06，山东，威海——近日，在威海机场旅

查中发现确有野生动物销售，但没有网友所说大规

检入境大厅，一名旅客乘坐航班经韩国转机从威海

模野生动物销售。东兴市工商局市场与合同监督管

口岸入境，检验检疫工作人员在对行李进行 X 光检

理股股长王永忠介绍，当天检查活动一家鸟禽类经

查时发现，这位旅客的行李箱中携带有鲸牙 24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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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户的台面下方查获属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

在东兴市警方配合下，成功打掉该团伙。目前，收

14 只白面水鸡，且该经营户无法提供野生动物养

缴的野生保护动物物品及 5 名嫌疑人由新疆警方处

殖销售等相关证件。王永忠表示，平时在市场对于

理。阅读原文

野生动物销售都有检查，但其具有隐蔽性，专找熟
人销售，查处有一定困难。目前，东兴市工商局已
要求辖区工商所加强日常巡查，发现有违法经营行

瑞安野味店老板状告阿里巴巴

为坚决进行查处。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现场对各
销售摊主进行宣传教育，严禁野生保护动物偷猎、

2015-03-12，浙江，瑞安——四川人吴训刚在瑞安

经营等违法行为。目前，14 只白面水鸡已移交东

开店做野生动物的买卖，并在阿里巴巴的网站上进

兴市林业局，做放生处理。阅读原文

行售卖。后其店铺被网站处理。近日，吴训刚与电
商巨无霸阿里巴巴在杭州滨江区法院对簿公堂，他
请求法院判令阿里巴巴道歉并恢复其网络上商业信
誉，同时赔偿 1 万元。起诉状称，自己是阿里巴巴

东兴协助新疆警方打掉贩卖野生动物制品团伙

用户，对方以他发布的销售暹罗鳄鱼及其制品信息
涉及野生动植物为由，阻止商品信息上架，并对网
店诚信分扣除 12 分，甚至关闭网店一周。吴训刚
认为，自己依法获国家林业局颁发的野生动物经营
许可证，被告违约且侵犯其合法权。阿里巴巴则认
为，吴训刚告错对象，且对吴网上经营野生动物的
相关处理决定，符合与对方签订相关协议的约定和
国家有关规定。由于双方分歧较大，法庭没有当庭
作出判决，本案也引发网上经营野生动物的关注和
争议。阅读原文

2014-03-10，广西，东兴——近日，新疆乌鲁木齐
市公安局办案民警来到东兴市公安局，请求协助抓
捕一伙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的嫌疑人。东兴市公

男子带 165 块玳瑁壳回国 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安局立即指派刑侦大队派员协助，在东兴市城区抓
获一名嫌疑人。根据嫌疑人供述，民警在东兴市天

2015-03-13，四川，成都——2009 年，广西小伙朱

鹅湖小区一套房内控制 4 名嫌疑人，在房内搜出大

某某被以公派留学生身份被派往古巴学习，在古巴

量象牙制品手镯以及犀牛角、虎头骨等物品一大批。

用小物品换了不少玳瑁背甲壳。2013 年 7 月 27 日，

嫌疑人从越南购进这些保护野生动物制品，在东兴

朱某某从古巴回国，他转机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市设立网上销售给国内客户。新疆警方获取信息后，

出关时，机场海关官员对他携带的行李进行 X 光检
3

查，发现有疑似玳瑁背甲壳的物品，遂将其拦下，

某抓获。经调查，这批猴类死体是他从 2014 年 10

并将这些物品扣押。经鉴定，朱某某携带的玳瑁背

月份开始在腾冲县明光乡以每公斤 60 元的价格从

甲壳共 165 块，净重 18.4 千克，价值人民币 18.72

边民手中收购，准备以每公斤 100 元的价格运到广

万元。后经审理，成都中院认为，朱某某违反海关

西玉林出售。经云南省森林公安局技术处民警对死

法律，逃避海关监管，非法携带玳瑁背甲壳入境，

体的初步外观判断，这批死体疑似为猕猴、叶猴、

虽然朱某某本人很惊讶，他认为自己是帮别人带的，

短尾猴等，但必须通过样本 DNA 鉴定后方能确认。

而且这些玳瑁背甲壳在古巴并不是很值钱，但其行

目前，犯罪嫌疑人黄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

为构成了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由于数额不满 20

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万元，情节较轻，且没有证据证明朱某某以牟利为
目的；他系初犯，又是在读公派出国留学生，成都
中院日前判处其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2 年，并处罚

男子倒卖象牙被捕

金 3 万元，没收玳瑁背甲壳。阅读原文

云南破获特大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查获疑似猴类死体 52 只

2015-03-13，四川，成都——2013 年年底，原在荷
花池市场经营一间销售饰品的商铺的吴某到广东进
货时，看到当地一些商家象牙制品卖得不错，于是，
吴某通过微信跟福建、广州的卖家联系非法收购了
一批象牙制品自己进行销售。2014 年 5 月份，广
2015-03-13，云南，保山——3 月 10 日凌晨，保山

州几家倒卖象牙制品的商家被公安机关抓获，其销

市森林公安局民警根据举报电话，于当日凌晨 2 点

售的渠道和买家线索也全部被警方掌握，后广州警

在保山市隆阳区 320 国道线的曼海桥检查站，从一

方向成都市森林公安局提供了相关线索，使吴某被

辆货运车辆上查获一批 52 只猴类死体制品。死体

公安机关抓获，吴某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当

皮毛均已不在，内脏组织也被掏空，只剩一具具干

天，民警在其店铺内查获象牙制品 526 件，共计

枯的骨架，看上去十分残忍。民警将犯罪嫌疑人黄

1.15 公斤。经鉴定，被查获的象牙制品均为非洲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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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或亚洲象牙制品，价值人民币 47917 元。近日，

青岛海关查获象牙雕刻件

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法院
认为，吴某以营利为目的，明知是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而非法收购、出售，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最终，吴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扣押在案的作案工具手机 1 部、象牙制
品 526 件均被没收。阅读原文

2015-03-18，山东，青岛——近日，青岛海关驻邮

乌鲁木齐海关查获濒危动物制品入境

局办事处在寄自日本的邮件中查获象牙雕刻件一件，
重约 1780 克。目前已予暂扣并做进一步处理。阅
读原文

温州两人因非法收购、出售穿山甲获刑
2015-03-21，浙江，温州——根据举报，警察在温
州人陈某的茶座冷藏室查获一直穿山甲。根据供述，
2015-03-18，新疆，乌鲁木齐——

民警抓获林某和上线郭某，并查获 31 只冷冻的穿

2015 年 3 月 7

山甲死体，案值 4 万多元。近日，永嘉检察院对犯

日，乌鲁木齐机场海关旅检关员在监管阿斯塔纳至

罪嫌疑人郭某、夏某等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乌鲁木齐的入境航班时，在一名外籍旅客的托运行

物制品罪提起公诉。按照最新的法律规定，“非法

李中查获熊掌冻体肉四只。后经国家林业局森林公

收购、出售穿山甲数量达到 8 只，属于情节严重；

安局野生动植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初步鉴定意见，

数量达到 16 只，属于情节特别严重”。犯罪嫌疑

该冻体肉为黑熊熊掌，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

人郭某和夏某贩卖数量达到 31 只，属于“情节特

易公约（CITES）附录一的物种，同时也是我国二

别严重”，法定刑为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

级重点保护动物。这是乌鲁木齐海关 2015 年首起

金或者没收财产。阅读原文

从国际旅检通道查获侦办的濒危动物制品入境案。
目前，该案已移交相关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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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李物品中查获疑似濒危动物药酒 16 瓶。目前，

福州市检察院起诉一起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海关关员已对该批药酒按规定进行处理。阅读原文
2015-03-23，福建，福州——翁某在非洲刚果共和
国务工期间从当地市场及同乡处大量收购象牙梳子、
象牙筷子、象牙印章等象牙制品预备携带归国牟利。

携 29 件象牙制品入境 被判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回国前，翁某将购得的象牙制品伪装在葡萄酒盒子
内，用塑料胶带包缠后包裹于毯子和衣物之间。翁

2015-03-24，北京——2013 年 12 月 1 日 23 时许，

某携带内装有象牙制品的行李包，乘坐航班从长乐

金某携带重量 14380 千克，价值达 59 万余元的 29

机场入境。海关人员对其行李进行检查时，查获了

件象牙制品，从非洲国家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市出发，

45 件象牙制品。经鉴定，该象牙制品是国家一级

途经迪拜转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被查获。

保护野生动物亚洲象和非洲象的象牙制品，其中象

且经查明金某早有“前科”，2007 年她就因从科

牙制品 40 件，重量达 3.8654 千克，价值 16.106 万

特迪瓦邮寄象牙制品入境受到温州海关行政处罚。

元人民币。日前，福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走私珍贵动

北京三中院认为，金某携带国家禁止进口的珍贵动

物制品罪起诉翁某，最终翁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物制品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20000 元。阅读原文

金某最终因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六个月，并被处以罚金人民币十万元。阅读原
文

南宁海关查获疑似濒危动物药酒 16 瓶

杭州海关查获两件象牙雕刻制品

2015-3-24，广西，南宁——3 月 22 日，南宁海关
在旅检现场查获疑似濒危动物药酒 16 瓶。当天，
南宁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关员在对岘港至南宁

2015-03-25，浙江，杭州——3 月 19 日，杭州海关

MU2952 入境旅客进行查验时，在一名中国籍旅客

驻邮局办事处在一件寄自日本的邮件中查获象牙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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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制品 2 件，重 2055 克。目前已予以暂扣并作进

2015-03-27，福建，漳平—— 3 月 18 日晚，漳平市

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公安局森林分局麦元森林派出所根据群众举报，联
合灵地派出所出警，在劈山工人的住所内发现一只
动物疑似穿山甲。经查，3 月 18 日，犯罪嫌疑人

黄浦区查获一起非法经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蓝某林、蓝某灵、刘某锋、蓝某益、刘某光、雷某

件

树、易某添等 7 名工人在灵地乡西坑村西坑林场
“后头山”劈山时，非法捕猎野生动物一只，疑似

2015-03-25，上海——上海市黄浦区的杨某无证经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并带回其临时住所内，

营象牙及犀牛角制品，公安部门根据举报查获疑似

准备将其食用，后被民警当场查获。19 日，经漳

野生动物制品并暂扣。经科学鉴定， 12 件物件全

平市林业局技术员认定，该野生动物为国家二级保

部为现生象（非洲象或亚洲象）象牙雕刻品，另外
2 件物件为犀牛角雕刻品。日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

护动物穿山甲。目前，蓝某林等 7 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执法机关将按照《野生动物

被漳平警方依法取保候审。查获的穿山甲已被放归

保护法》及《刑法》有关规定追究犯罪嫌疑人的法

大自然。阅读原文

律责任。阅读原文

萧山机场海关查获 30 件象牙制品
无业男子非法运输穿山甲被判拘役罚款
2015-03-26，广西，防城港——2014 年 8 月 30 日 8
时许，家住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陈垂立驾驶小轿
车运载 2 只穿山甲欲经高速公路收费站进入高速公
路时，被防城港市公安局防城边防派出所民警查获。
经鉴定，该 2 只穿山甲为马来穿山甲，属 CITES 附
录Ⅱ物种。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垂立无视国法，
非法运输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其行为已

2015-03-27，杭州，萧山——3 月 25 日，杭州海关

构成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鉴于其归案

隶属萧山机场海关查获一起旅客违规携带象牙制品

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当庭自愿认罪，依法可以

进境情事，从 2 名自多哈进境的苏丹籍男性旅客行

从轻处罚。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运

李中查获象牙制品 30 件，重 1280 克。阅读原文

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陈垂立拘役 5
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阅读原文
福建漳平 7 人非法捕猎 1 只穿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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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缴高鼻羚羊角 2000 多只，价值 6000 多万元。目

河南许昌侦破野生动物制品案

前，该案已移交吉林森林警方管辖处置。阅读原文

挡获可疑出租车搜出待哺小黑熊 两男子收售濒危
野生动物被刑拘

2014-03-30，河南，许昌——去年 8 月 28 日，许昌
市森林公安局接到市民报警，在许昌市区丞相府步
行街一家名叫“核锦缘”的文玩店内搜出大量疑似
象牙制品和羚羊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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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获的涉案物品
有：高鼻羚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角 2 只，藏原

2015-03-31，四川，青川——19 日晚上 9 点半，青

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角 2 副，象牙尖 1 根，象

川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和青川县森林公安民警在广

牙制品牙牌 72 个、手镯 5 个、佛头 6 个、项链 4

甘高速四川收费站出站口，将一辆牌照川 HT12**

条、吊坠 6 个，总价值 24 万多元。据落网的女店

的出租车拦下。民警随即在车内发现两只小黑熊和

主代某交代，这个店是她和丈夫刘某所开，他们通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制品 5 件，警方将车上三人

过微信联系甘肃省天水市的马某，从马某处购进了

控制。经过调查，两只小黑熊幼崽是车内乘客杨健

这批货物，由马某通过快递运到许昌。 9 月 17 日，

（化名）通过当地好友联系李康购买的，而他打算

许昌市森林公安局民警驾车奔赴天水市，将马某抓

在陕西汉中开一个黑熊养殖企业。车上另两人对杨

获。据马某供述，这些货物是他通过单线联系从广

健携带野生动物及制品并不知情。对于两只小黑熊

东购进。日前，马某、代某、刘某 3 人涉嫌非法收

和林麝制品的来源，李康称是他曾经的两位买主卖

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许昌警方移交

给他的。目前，李康和杨健因涉嫌非法运输、出售、

至检察机关起诉。办案中，许昌市森林公安局又获

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已被刑事拘留。

得一条吉林省有人贩卖羚羊角的线索，遂北上吉林，

而两只小黑熊也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得到了专业的

在一个市场内将涉嫌贩卖羚羊角的女店主王某抓获，

照顾。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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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集中焚毁 15 吨走私象牙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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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行动计划启动仪式，呼吁社会各界共同保
护野生动物，抵制野生动物制品消费及提高民众环
保相关知识。据报道，这项行动计划由美国外交部
资助，将按照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所提出的
“亚洲地区应对濒危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项目”
(ARREST)的模式与原则运作，减少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的消费需求，加强执法力度等。报道指出，通过
这项行动计划，将越南、美国和南非政府、非政府
组织、学生与有名人士连结在一起，共同携手打击

2015-03-04，肯尼亚——在 2015 年“世界野生动植

非法买卖野生动物的活动，并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

物日”到来之际，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 3 日

护，尤其是打击犀牛角非法交易，呼吁民众抵制保

在内罗毕国家公园点火焚毁了 15 吨走私象牙，并

护类野生动物制品消费。据悉，这项行动计划将包

称国际社会在抵制野生动植物走私方面已达成共识，

括多项具体活动，由越南和美国政府、非政府组织、

肯尼亚将继续加强合作，减少非法象牙交易。肯雅

业者、社会团体等机构配合展开，目的是改善与提

塔在仪式上表示，在过去 3 年里，许多国家销毁了

高越南民众对保护野生动物与环保的知识，保护生

查没象牙。他称赞国际社会在象牙走私问题上团结

物多样性，促进可持续发展。阅读原文

一致，积极履行环保承诺。肯雅塔说：“我们必须
传递明确的信息。这里的许多象牙都取自那些被犯
罪分子肆意杀害的大象身上。我们希望肯尼亚、非

中国人在非公益组织助力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

洲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下一代都能够体验到这些大
型野生动物的威严和美丽。”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

2015-03-12，肯尼亚——由中国人在非洲发起成立

局发言人保罗•乌都托称，这次集中焚毁如此多的

的民间公益组织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１０日向

走私象牙，彰显了人们共同抵制非法象牙贸易的决

肯尼亚马赛马拉地区一野生动物保护区捐赠了一辆

心。阅读原文

巡逻车，助力当地保护区管理和反盗猎巡逻。马拉
野生动物保护基金会创始人卓强在交接仪式上说，
基金会希望通过捐赠巡逻车，帮助奥肯耶野生动物
保护区提升巡逻和反盗猎能力，同时促进保护区对
狮子等大型猫科动物的跟踪研究。阅读原文

越南发起保护野生动物行动 抵制野生动物制品
2015-03-09，越南——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越南农业农村发展部等单位 3 日在河内市举行保护

老挝成濒危物种出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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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20，老挝——外媒称，伦敦的非政府组织
环境调查机构（EIA）3 月 19 日公布的报告显示，

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会议在博茨瓦纳举行

老挝西北部一家综合旅游度假村为了吸引中国游客，
已变成野生动物违法交易的“违法场所”。他们提

2015-03-27，博茨瓦纳——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

供的野味包括老虎肉和熊掌等。报道称，环境调查

卡萨内国际会议２５日在博茨瓦纳举行，来自３２

机构与越南当地的非政府组织“越南自然教育”证

个国家及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就打击野生动物猎杀、

明，一些当地餐馆的菜单上写着：炒老虎肉、熊掌

野生动物制品交易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并就进一步

和穿山甲。一些环境组织也表示，老挝日益成为向

推进相关工作达成共识。会议发表的声明说，与会

外国游客出售濒危物种的中心，特别是针对中国游

国家及国际组织将从根除野生动物制品市场、加强

客，这推高了对这些违法制品的需求。报道称，环

法制建设、保证有效执法、支持可持续经济和生态

境调查机构的报告呼吁老挝立即成立工作组解决该

发展等方面推进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工作。此

问题，并没收经济特区所有违法制品。报道还称，

次会议评估了２０１４年２月举行的打击野生动物

一些缅甸边境城市也因为向中国游客出售稀有动物

非法交易伦敦国际会议达成的《伦敦宣言》的落实

制品，提供博彩和性服务而闻名。阅读原文

情况。阅读原文

南非一动物园割园内犀牛牛角防盗猎者伤害

中国愿与非洲国家加强合作 共同保护野生动物打
击盗猎

2015-03-24，南非——据“中央社”报道，对付日
益猖獗的犀牛盗猎，南非小型私人野生动物园祭出

2015-03-30，博茨瓦纳——在博茨瓦纳参加野生动

法宝，兽医抢先偷猎者一步割掉犀牛角，让偷猎者

物保护大会的中国国家林业局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

无法因为窃取犀牛角而残杀犀牛宝贵生命。报道称，

中心常务副主任孟宪林 3 月 25 日表示，中国将进

位于非洲南部的蒙特•卡姆迪布野生动物园 1 个月

一步采取措施打击野生动物猎杀和野生动物制品交

内有两头犀牛遭到盗猎者屠杀，犀牛角被割走。园

易，并加强与非洲国家合作执法，共同保护野生濒

方不但悬赏巨额奖金缉凶，立即加强防盗措施，并

危动物。孟宪林在接受《华侨周报》专访时说，中

着手割园内剩下的犀牛的角。参与这项手术的兽医

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丁达尔表示，预先割下犀牛角虽不是最好的方式，

（CITES）的成员国，有义务对非洲的野生动物保

但却是目前保护犀牛生命安全最有效的方式。他说，

护作出贡献，但他指出，中国和其他国家在野生动

“没有人喜欢看见没有角的犀牛，可是在还没有找

物保护方面主要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野生动物栖

到杜绝盗猎的最佳方法前，却是最好的方法。”阅

息地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和人类发展之间的矛盾；二

读原文

是非洲的地区战争和相对落后的经济；三是因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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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而导致的非法的捕猎和交易。孟宪林表示，继
2014 年 2 月在伦敦举办的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
国际会议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在过去的一年
内共同为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制品交易、保护野生动
物和有效执法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孟宪林
说，中国希望与博茨瓦纳等非洲国家合作，也从立
法、执法和提高公民意识等方面为保护非洲象和其
他野生动物承担更多国际责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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