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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关查获今年最大宗象牙走私案 

 

2015-5-6，广东，广州—— 4 月 28 日，广州海关下属

白云机场海关关员对旅客的行李进行过机检查时发现

异常，逐一打开 2 名旅客的行李后，发现数十件象牙

制品。据悉，两人分别携带 4.92 千克和 4.58 千克象

牙制品，包括象牙手镯、象牙印章原料等象牙制品 23

件和 44 件，合计近 10 千克。这是今年以来广州海关

在旅检渠道查获的最大宗象牙走私案件。阅读原文 

 

首都机场女工走私犀牛角 

2015-5-7, 北京——2013年 11月 8日晚上 6时，徐

某携带犀牛角、象牙制品，乘坐国际航班抵达首都

国际机场 T3航站楼，在行李转盘旁的无障碍厕所

内，他将象牙等制品装入机场某公司技师吴芳的背

包内。吴芳利用其持有的机场控制区通行证，携带

上述物品绕行员工通道通关，后二人分别被当场抓

获。海关工作人员当场查获疑似犀牛角 6件、疑似

象牙制品 26件、疑似象牙牙段 1件、疑似象牙牙

尖 2件，同时查获吴芳与徐某于同年 7月 15日合

谋走私的象牙手镯 1枚。经鉴定，6件疑似犀牛角

制品为现代犀科角，净重 4.445千克，价值 111万

余元；30件疑似象牙制品为现代象科象牙制品，

净重 3.405千克，价值 14万余元，总价值 125万

余元。法院最终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徐某

有期徒刑 10年，并处罚金 20万元，判处吴芳有期

徒刑 6年，并处罚金 12万元。阅读原文 

 

宁夏破获特大非法猎杀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5-05-11，宁夏——今年 1 月至 2 月，犯罪嫌疑

人禹文某等 4 人先后三次驾车进入宁夏贺兰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小西峰沟内，用 1 支小口径步枪非法

猎捕、杀害了 10 只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岩羊，并偷

运回老家泾源县。2月 13日，当禹某等 2人用一辆

微型面包车从小西峰沟向外运送猎杀的岩羊时，被

蹲守的宁夏森林公安局贺兰山分局民警和护林员当

场抓获。目前，涉案 4 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抓捕归

案并被批捕，其他 5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和 4支涉案

枪支另行立案处理。阅读原文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5 月） 

http://news.ycwb.com/2015-05/06/content_20166949.htm
http://news.ycwb.com/2015-05/06/content_20166949.htm
http://jisi.gov.cn/News/aljx/201505/20150507150341_13321.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d43859d58437d.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d43859d58437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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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关查获象牙走私案 

 

2015-05-12，上海——近日，上海浦东机场海关查

获 2 起旅客携带象牙制品入境案件。2 名旅客通过

腰腹部及腿部捆绑方式携带象牙制品共计 94 件入

境，总重 9.1千克。阅读原文 

 

非法收购出售象牙制品 一男子被批捕 

2015-05-12，内蒙古，呼和浩特——2015 年 4 月 2

日 10 时许，新城区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电话

称，位于新城区兴安北路的商品交易中心二楼有人

正在展销疑似象牙制品。侦查员立即赶往现场，将

犯罪嫌疑人孙某某控制，从其摊位处扣押 480 件疑

似象牙制品，同时在展柜下方，发现了一根疑似象

牙。经鉴定，从孙某某处扣押的物品为亚洲象牙或

非洲象牙制品，总重 0.966 千克，涉案金额 4 万余

元。5 月 6 日，犯罪嫌疑人孙某某因涉嫌非法收购、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被新城区人民检察

院依法批准逮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阅

读原文 

 

贩卖数千猕猴案又宣判 两被告均获刑 10年以上 

2015-05-13，陕西，西安——自 2000 年 3 月起至

2002 年 6 月，许士奎与同伙，先后 20 余次向上海、

北京、苏州等地的机构非法运输、出售猕猴近 400

只。2001年 6月至 2002年 12月，毕涛伙与同伙倒

卖猕猴，先后 30 多次向上海、北京、苏州、广州

等地的医院、医疗研究机构以及实验动物公司，非

法运输、出售 1218只猕猴，每只以 1900元至 2750

元不等的价格出售，涉案金额 220 多万元。法院审

理认为，许士奎、毕涛伙同他人非法收购、运输、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猕猴，构成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其中，毕涛直接

参与收购、出售猕猴 1218 只，情节特别严重，鉴

于毕涛有自首情节，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处毕涛

有期徒刑 10 年又 6 个月，并处罚金 8 万元。法院

认定许士奎系主犯，判处许士奎有期徒刑 13 年，

并处罚金 9 万元。对二人非法所得，依法继续追缴。

阅读原文 

 

湖南湘潭打掉一贩卖野生动物团伙 穿山甲交易量

达数千只 

2015-5-13，湖南，湘潭——去年１２月，湘潭市森

林公安掌握了一个以株洲籍男子石某父子为首的贩

卖野生动物团伙的线索，该团伙涉嫌贩卖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穿山甲和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巨蜥。今年３

月１１日，办案民警将正在与某野味餐馆交易的石

某父子抓获，当场从其所驾驶车辆中缴获两只分别

重４．５公斤和６．５公斤的穿山甲。据石某供述，

这两只穿山甲是从广西运送过来，交易价格为每公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40851.htm
http://www.northnews.cn/2015/0512/1924359.shtml
http://www.northnews.cn/2015/0512/1924359.s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d4accd78443b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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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１８００元。随后，民警又陆续抓获５名同案人

员。从所掌握的证据和对嫌疑人的审问来看，石某

等人于２００１年开始从事野生动物贩卖勾当，累

计贩卖的穿山甲已达数千只。目前，石某父子等犯

罪嫌疑人已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因案情复杂、

涉案人员较多，案件仍在深入侦办之中。阅读原文 

  

云南村民猎杀野生大熊猫被抓 4800元卖肉和熊掌 

 

2015-05-14，云南，邵通——2014 年 12 月 31 日，

昭通市水富县森林公安局太平镇派出所接到举报线

索后，在水富县太平镇吴某某家中查获疑似熊肉

8.5 公斤及一批冰冻的野生动物死体，抓获犯罪嫌

疑人吴某某。当日，水富县森林公安局将此案立为

刑事案件侦查。2015年 2月 3日，云南省濒科委鉴

定中心通过DNA鉴定，查获的疑似熊肉制品来源为

大熊猫。2015 年 3 月 29 日，专案组将王氏兄弟中

的弟弟(以下简称王某弟)抓获，并在其家中查获大

熊猫皮一张，及一些其他野生动物制品。民警随后

又对王氏兄弟中的哥哥(以下简称王某哥)家进行了

搜查，查获猎枪 2 支，大熊猫头骨、腿骨、油脂等。

2015 年 3 月 30 日，犯罪嫌疑人王某哥投案自首，

并在后来指认现场时主动上交大熊猫胆一个。目前，

“12·31”专案的所有涉案人员均已归案，其中 3

人已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阅读原文 

 

高速车祸救了 21只穿山甲 偷运者被判刑重罚 

2015-05-17，广东，中山——去年 6 月，朱某富等

人在未取得运输野生动物穿山甲资格的情况下，经

人介绍受雇伙同王某安(已判刑)自广西防城港市将

一批穿山甲运往深圳市。当日晚间 10 时许，两人

驾车途经中山市时发生交通事故，朱某富与王某安

弃车逃离现场。随后，公安人员在该车内缴获活体

穿山甲 21只(共价值人民币 35070元)。经华南野生

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涉案的穿山甲为印度穿山

甲，属于国家Ⅱ级重点保护的濒危野生动物，被列

入《濒危野生动物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

破案后，中山市公安局森林分局已将该 21 只穿山

甲移送给中山市林业局依法处理。事发 14 天后，

朱某富自行前往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

事实。按照相关刑罚，法院判决朱某犯非法运输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20万元。阅读原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d4a9c6d6343b1.html
http://news.hexun.com/2015-05-14/175804413.html
http://www.forestry.gov.cn/bhxh/650/content-7662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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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海关缉私民警奔袭数百公里截获四对走私象牙 

 

2015-05-19，广西，南宁——5 月 14 日凌晨，南宁

海关缉私局缉私警察连夜从东兴奔袭北海开展

“GN1508”行动，在北海市海城区截获刚刚从飞

艇上卸下的 4 对涉嫌走私入境的象牙，以及接运走

私象牙的本田 CRV越野车 1辆及涉案运输工具丰田

锐志轿车 1辆，现场抓获涉案人员 4名。这批象牙

共重 100.8 千克，最长的一根长达 182 厘米，重达

25.7 千克，最短也有 105 厘米，重 6.6 千克。这是

自今年 5月 4日海关总署“眼镜蛇三号行动”开展

以来，南宁海关查获的首起涉嫌走私国家濒危物种

特大案件。目前，涉案的 3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

刑事拘留。东兴海关缉私分局已成立专案组立案侦

办该案。阅读原文 

 

非法出售野生动物获刑又罚金 

2015-05-22，广东，清远——黄某辉从 2006 年开始

收购、出售野生动物牟取非法利益，先是通过电话

联系卖家，从广州各个地方收购野生动物，然后悄

悄运回清远售卖。直至 2009 年期间，黄某辉多次

非法收购、出售国家保护动物，其中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巨蜥 7 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共 5

只以及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共 129 只。城区

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黄某辉有期徒刑六年，

并处罚金一万元，查获的野生动物已由公安机关放

生。阅读原文 

 

长途贩运象牙虎骨团伙 8人获刑 

2015-05-27，北京—— 2013年 8月，翟某在未取得

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从被告人庚某处

购买净重 17千克、价值总计为 71万余元的象牙牙

尖 6根，并指使团伙成员胡某驾车从天津市到北京

市通州区京津高速台湖收费站取货，胡某取货后在

回津途中被查获。经鉴定象牙牙尖净重 17.185千

克，价值总计为人民币 71万余元。象牙被查并没

有让翟某收手。此后直至 2014年 4月，翟某又指

使多名团伙成员，分三次驾车将大批骨制品由广西

运至天津，这些骨制品包括 7具虎骨、11具狮骨

和 20具大型猫科动物骨骼（时间久远，无法确定

物种）等，价值总计近 350万元。5月 26日，西

城法院对此案一审宣判，分别以犯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 8人 6

年至 12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阅读原文 

 

 

杭州海关查获象牙 270余公斤 

http://collection.sina.com.cn/yjjj/20150519/0754187347.s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d79ba561a4579.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d79ba561a4579.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d9343f23646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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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8，浙江， 杭州——5月 28日，杭州海关

宣布，自 2014 年 6 月海关总署部署开展旨在保护

生物多样性、打击象牙等濒危动植物制品走私的

“守卫者”行动以来，获得了一些成绩。据介绍，

杭州海关已先后破获利用进出境旅检、邮递渠道走

私濒危动物制品大案，共查获走私象牙 270 余公斤、

犀牛角近 9 公斤，其中包括不少精致的象牙工艺品。

阅读原文 

 

 

 

 

 

 

 

 

 

中国公开销毁一批执法查没象牙 

 

2015-05-29，北京——5 月 29 日，国家林业局和海

关总署在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将 660 多公斤

象牙销毁。这些象牙是 2014 年以来，执法机构查

没并结案的非法象牙及其制品，这也是中国政府第

二次公开销毁查没象牙。这些象牙被放在一个由 14

名警察守卫的警戒线内，由一台粉碎机这些象牙销

毁。此次行动进一步彰显我国政府打击象牙走私等

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坚定立场。国家林业局表示，

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强象等野生动物保护，将采取

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整治网上非法象牙交易、

严控象牙加工和贸易直至停止商业性加工象牙制品

等 10 项措施，多环节阻断象牙非法贸易链条。阅

读原文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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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桑比克缴获近 1.3吨象牙和犀牛角 

2015-05-15，莫桑比克——莫桑比克警方在首都马

普托郊外储存这批非法物品的一栋房屋里，逮捕了

1 名亚洲人。马普托警方发言人马布达说，这次行

动缴获共重约 1160公斤的 340根象牙，和重约 124

公斤的 65 个犀牛角。他否认早些时候当地的报道

说被捕的是个中国人，只说他是个亚洲人，但没有

确认他的国籍。阅读原文 

 

新加坡起获近两千件象牙等走私品 总值超 3000 万

元 

2015-05-21，新加坡——据香港媒体 5月 19日报道，

新加坡在一艘由肯尼亚出发到越南的船上，起获总

值约 600万美元(约 3724万人民币)的象牙、及犀西

角等走私品物，货物重量达 3.7吨，是自 2002年以

来破获最大宗的非法走私象牙案件。官方 19 日发

声明称，这次行动由新加坡农粮及兽医管理局(AVA)

联同海关执行，当局最后起获 1783件未经加工的 

 

 

 

 

象牙;另外发现 4 个犀牛角、22 只来自非洲猎豹或

豹的牙齿等。阅读原文 

 

美国称赞中国公开销毁非法象牙及制品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5 月）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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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特克 29 日发表声明，称赞中

国政府当天在北京销毁 660 多公斤非法象牙及制品，

以及中国为实现最终禁止商业加工和销售象牙及制

品而作出的承诺。声明说，中国销毁非法野生动物

制品的做法“展示了中国正在履行终结野生动物走

私活动的坚强承诺”。当天北京的销毁活动向野生

动物偷猎者、走私者和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强有力

的信息”。声明表示，这次销毁活动是为巩固中美

两国在 2013年和 2014年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所作承

诺而采取的一个切实行动。确保禁止商业性销售象

牙及制品的行为，是中美双方为制止偷猎和野生动

物走私活动而作出努力的一个关键部分。美方期待

将在 6 月举行的新一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继续为此

作出共同努力。阅读原文 

 

http://jx.zjol.com.cn/system/2015/05/31/020676388.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