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皇岗海关查获濒危动物制品“玳瑁壳”1 公斤 

 

2015-7-3，深圳，广东——6 月 30 日晚 20 时左右，

皇岗海关关员对一名从福田口岸旅检大厅入境的内

地女子行李物品进行例行检查时，该名旅客显得焦

躁不安。关员觉得旅客很可疑，在人身检查房检查

发现旅客后腰部绑有一个布包，里面放着十余片

A4 纸大小的龟壳状物体，长约 60 厘米左右，未经

打磨，壳面上隐约看出有褐色和淡黄色相间的花纹。

初步鉴定，这些龟壳状物体为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玳瑁壳”，足有 1 公斤。据旅客供述，这批玳瑁

壳是其受人之托带往内地的，收取了数百元“带工

费”。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阅读

原文 

 

满洲里森林公安局破获一起非法收购、出售熊掌案 

 

2015-7-7，满洲里，内蒙古——满洲里市森林公安局

民警通过情报得知，市民蔺某将于 7 月 7 日上午在某

小区门口进行熊掌交易。当天，民警来到该小区进行

蹲守，上午 10 时 30 分，蔺某出现在小区门口，当他

拿出熊掌正要进行交易时，被民警当场抓获，现场查

获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熊掌三只。同案另一犯

罪嫌疑人于次日投案自首。犯罪嫌疑人蔺某、高某对

其非法收购、出售熊掌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江门查获非法买卖象牙制品逾 5 公斤 

2015-7-7, 江门，广东——6 月 3 日，江门分局接到

省森林公安局转来的江门张某在互联网上非法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象牙制品线索后，通过展开调

查，发现嫌疑人张某在收藏网站、交流论坛等网络

开设店铺出售疑似象牙制品。6 月 16 日上午 10 时

许，犯罪嫌疑人张某在市院士路进行象牙制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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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si.gov.cn/News/szsm/gd/201507/20150703095419_13647.html
http://jisi.gov.cn/News/szsm/gd/201507/20150703095419_13647.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xfly/2015-07-10/content_13960204.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xfly/2015-07-10/content_139602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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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被民警当场抓获，并查获其随身携带的疑似象

牙制品两件（分别重 911克、1214克）。经搜查，

在张某居住的房间内，书房、厨房、杂物房、保险

柜等地点都查获到疑似象牙制品多件，共计 5646

克。经鉴定，其中属于珍贵、濒危动物现代象牙制

品共计 5256 克，依照有关规定估计价值达

219001.75 元。根据犯罪嫌疑人张某供述，近年来，

其先后通过不同渠道，分别在江门古玩市场或网上

市场买入象牙制品，存放在家中，再通过收藏网站、

交流论坛等网络开设店铺或发布出售信息，并留下

手机号码、QQ 号码等联系方式进行交易。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文 

 

 

三男子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告上法庭 

 

2015-7-8, 南宁，广西——2014 年 6 月到 7 月间，

以朱某为首三人三次从东兴市一名叫阿超的男子手

中收购蟒蛇 74 条，孟加拉巨蜥 279 条以及缅甸陆

龟 5 只，运回西乡塘区新圩街道四联村其租住的养

殖场养殖。随后于 2014 年 7 月 1 日被自治区森林

公安查获。今天上午 9 点，西乡塘区人民法院审理

此案， 三人均对自己运输行为供认不讳。本案没

有立刻宣判。阅读原文 

 

中国最大野生动物贩卖案 三被告一审最高获刑 10 年 

2015-7-10, 商洛，陕西——4 月份，商洛市破获了

全国最大野生动物贩卖案。民警历时大半年时间赶

赴全国 20 多个省市，抓获涉案人员 50 多名，查获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黄金蟒等野生动物 1000 多

条(只)。由于案情复杂，涉案人员多，检察机关采

取分批、分案依法公诉。日前，商南县法院对该案

首批 3 名涉案人刘某、苟某、王某某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 33 条蟒蛇等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一案依法

宣判，分别对被告人刘亮、苟宇、王晓判处有期徒

刑 5 年、10 年、3 年(宣告缓刑 5 年)，并分别判处

罚金 2 万元、1.5 万元、1 万元。阅读原文 

 

新疆边检站破获高额走私案 缴获 35 只熊掌 

2015-7-13, 吉木乃，新疆——7 月 3 日下午 19 时 30

分，一轮驾驶牌号为 FXXXDKM 的哈方货车从吉木

乃口岸入境，边检站前哨班执勤官兵在对其实施车

体检查时，发现该车工具箱上方与车底之间有夹

层，并且有人工动过痕迹。官兵对货车进行仔细检

查，发现冬虫夏草 1 包、查获熊皮 1 张、熊掌 35

只、冬虫夏草 15.66 公斤。经询问，该车驾驶员承

认其为一名哈萨克斯坦国籍人员偷运冬虫夏草、熊

皮、熊掌入境中国，并与中方接货人交接，赚取

200 美元好处费。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阅读原文 

http://jm.southcn.com/content/2015-07/07/content_127896986.htm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e6b25db7c4b9f.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e7537c1c04bec.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xinj/201507/20150713111641_136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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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收购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许昌一文玩店老板被公

诉 

2015-7-15, 许昌，河南——2014 年 7 月，在许昌开

文玩店的张文远通过微信图片了解到甘肃人马某发

布的象牙牌的种类和款式，当即花 10 万余元要了

62 个牙牌和 4 条项链。8 月，许昌市森林公安局民

警在张文远夫妇经营的文玩商店内，将上述象牙牙

牌、项链等象牙制品查获，共计 90 件，重 3.496

公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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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被查获的象牙制品共价值

145669 元。11 月，张文远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被许昌市森林公安局逮

捕。而其妻子李锦和供货人马某也相继被逮捕。目

前，该案已移交魏都区人民法院，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中。阅读原文 

 

满洲里海关破获一起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2015-7-16, 满洲里，内蒙古——近日，满洲里海关

工作人员在对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飞往满洲里的入

境航班的机组人员和旅客行李物品进行检查时，发

现某旅客行李箱的 X 光机透视图像异常。经转人工

查验，在中籍旅客兰某行李箱内发现夹藏有熊牙

30 颗、熊趾甲 8 个、狼皮 1 张，立即移交缉私部

门处理。经满洲里海关缉私部门刑事立案侦查，兰

某携带的上述物品均属我国禁止进出境的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南京海关“眼镜蛇三号行动”连续查获象牙餐具 

 

2015-7-16, 南京，江苏——7 月 9 日，南京海关隶

属金陵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在寄自法国的邮件中查获

疑似象牙制手柄餐具 4 件,而不久前刚刚查获 22

件。阅读原文 

 

乐器制作商走私蟒蛇皮制作二胡 涉案价值 800 万元 

 

2015-07-17，临沂，山东——6 月 25 日，郯城县森

林公安局接到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案件线索转办

通知书，要求对郯城县庙山镇居民岳某某从越南走

私蟒蛇皮到当地销售的情况进行查实。经过连续多

天缜密侦查，于 7 月 9 日将驾驶白色全顺汽车至临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e8eff5c3c4c90.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5-07-16/195332115579.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633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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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市某物流公司接货的岳某抓获，当场收缴蟒蛇皮

制品一宗。7月 10日，郯城县森林公安局将犯罪嫌

疑人岳某某等抓获。岳某某供述，郯城县庙山镇因

是传统拉弦类乐器之乡，制作二胡音箱时使用的蟒

蛇皮需求量巨大。2014年 6 月，加工制作二胡的岳

某某到北京市认识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名女性客商。

今年 6 月和 7 月，岳某某和这名女商人两次赶往越

南，以 50 至 5000 元不等的价格购买了 50 万余元

的蟒蛇皮制品。经女商人帮助，这批蟒蛇皮制品被

辗转走私入境，进入广西。随后，该批蟒蛇皮制品

经伪装后，通过物流从广西发往临沂市。经国家林

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岳某某收购的蟒

蛇皮制品共计 961 张，涉案价值 800 万余元。岳某

某父子的行为构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目前已被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云南破获收购野生动物制品案缴获虎皮鹿头 

 

2015-07-17，德宏，云南—— 2015 年 1 月初，德

宏州森林公安局刑侦大队根据情报线索得知：“有

一名叫阿涛的保山男子，近期在瑞丽边境购买了虎

皮等野生动物制品，准备伺机运往内地非法贩卖牟

利”。7 月 6 日 18 时许，当犯罪嫌疑人在芒市华山

正发眼科医院翡翠路上段进行虎皮接交时，被守候

在附近的民警当场抓获。15日，该案主要犯罪嫌疑

人全部抓捕归案。经云南云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缴获的涉案野生动物制品分别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孟加拉虎虎皮、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马鹿头。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

文 

 

淘宝上买了 2 条宠物蛇被判刑半年罚了 1 万元 

 

2015-7-27，深圳，广东—— 5 月 15 日，余姚市森

林警察大队接到群众举报后，来到嫌疑人谢某的纹

身店进行检查，发现了他养的宠物小蛇。经鉴定小

蛇是“球蟒”，属于《华盛顿公约》附录Ⅱ的保护

动物。据了解：谢某从某淘宝店店主手中购买 2 条

小蛇，每条小蛇 300 元。谢某买了专门的恒温箱，

在纹身店内饲养这 2 条小蛇。谢某和小蛇随后被带

走。昨日余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谢某

违反国家有关野生动物保护法规，非法收购国家重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507/20150717091238_13688.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507/20150717091238_13688.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e993353d64cf1.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e993353d64cf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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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已构成非法

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鉴于谢某的犯罪情节

及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法院最终判处谢

某有期徒刑 6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阅读原文 

 

南宁市查获 29 只非法运输巨蜥  

 

2015-7-30，南宁，广西——日前，南宁市森林公安

局与南宁市公安局在玉洞收费站开展联合执法活动，

执法人员在对进入良庆区玉洞收费站的车辆进行例

行检查时，看到一辆原本疾驰的车辆突然减速下来，

行迹非常可疑，立即上前检查。执法人员打开车辆

后尾厢，看到 4 个麻袋里装着 20 多只活体动物。

经鉴定，所查获的这些动物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

物巨蜥，共 29 只。经讯问，驾驶员覃某供认这 29

条巨蜥是其受人之托从广西防城港东兴市运到南宁

市区“交货”给一老板的，而还没“交货”便被查

获。当日，犯罪嫌疑人覃某因涉嫌非法运输、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被依法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走私象牙豹皮被抓、今日审判  

2015-7-31，合肥，安徽——2014 年 7 月，合肥海关

查获一起通过邮递渠道走私象牙入境案，查获涉嫌

走私入境象牙 79.4 千克、豹皮 4 张。经鉴定，认定

象牙价值人民币 330.83 万元，豹皮价值人民币 24

万元。经查，犯罪嫌疑人尹祯、孙伟和王军三人合

谋从境外购买象牙回国销售。王军负责出境到日本、

埃塞俄比亚等地采购象牙，尹祯通过淘宝店铺在国

内销售象牙，而孙伟去邮政速递公司应聘邮递员以

收发象牙邮包。 

  日前，合肥市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检方指

控，尹祯、孙伟逃避海关监管，伙同他人从日本、

埃塞俄比亚走私进口象牙、豹皮，价值合计

4637789 元，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走私珍贵动物

制品罪追究刑事责任；田艳忠、张文、蓝翔明知象

牙是走私入境仍予以收购，应当以走私珍贵动物制

品罪追究刑事责任；陈季雷、张健明知是象牙仍然

非法收购，应当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追究刑事责任。阅读原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ecd0a88f04e72.html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50730/newgx55b9d838-13282321.s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507/20150731110234_137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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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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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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海关缴获逾 400 斤走私象牙 

 

2015-07-7，泰国——当地时间 2015 年 7 月 6 日，

泰国曼谷，当地海关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没收的象

牙。泰国当局在从刚果驶往老挝的船上查处了超过

200 公斤的走私象牙。阅读原文 

 

台湾领队从日本走私完整棕熊皮被抓 

 

2015-07-10， 台北，台湾——9 日晚，台北海关对

一班由日本札幌飞抵台湾的班机上，一名许姓领队

的托运行李中进行抽检。照 X 光后，赫然发现四个

纸箱中有四张熊皮，净重约 17.93 公斤，经量测最

高的约有 200 公分，熊皮上还有完整的四只熊爪在

上面。该领队称，他是受台北一家公司委托将这些

熊皮带回台湾。据报道，这种完整熊皮在台市价粗

估每只至少100万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 20万元）。

台北海关在对该领队进行侦讯扣押。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破获怀疑走私木材案件 

2015-7-10，香港——在葵涌海关大楼验货场，通过风

险评估，香港海关抽查了一个由印度抵港报称载有

“玻璃花盆”的货柜，在该个 20 尺长货柜内发现约

1.06 万公斤怀疑属於濒危物种的紫檀木材，总值约

660 万元(港币，下同)。海关人员已扣留该批未列於

载货舱单的木材作跟进调查。阅读原文 

 

走私象牙印材偽装花生糖 难逃海关法眼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7 月） 

http://www.jisi.gov.cn/News/jsyw/201507/20150707092714_13660.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twan/201507/20150710154725_13675.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hongkong/201507/20150710095418_13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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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7-14，台湾——一名锺姓女子，13 日傍晚搭

乘国泰航空公司 CX472 班机自香港来台时，其托运

行李中有两盒沾满花生粉的花生糖，海关 X 光扫瞄

时发现有异状。经海关开箱仔细搜查，果然发现两

盒沾满花生粉的花生糖，全部都是象牙制的印材所

偽装，清点后共有 120 个，净重 5611 公克。海关

依规定将全数象牙印材扣押外，并依违反野生动物

保育法函送司法机关侦办。阅读原文 

 

 

 

 

 

 

 

 

 

香港机场查获走私疑似犀牛角价值逾百万 

2015-7-30，香港——香港海关 7 月 26 及 27 日在机场

一个空运中心内查验 3 件可疑空运快递邮件。快递邮

件申报为“木样本”，经不同航班由莫桑比克彭巴经

南非约翰内斯堡抵港。海关人员查验快递邮件后发内

藏 10 块疑似犀牛角，每块均用锡纸及胶纸包裹，混

入其他木制品中。这 10 块犀牛角怀疑分割自两只完

整犀牛角，共重 6.71 公斤，价值约 134 万港元。估

计走私分子企图将犀牛角分割成多件，再利用不同快

递邮件运送，以逃避海关侦查。案件已转交渔农自然

护理署跟进。海关表示，会继续与渔农自然护理署联

手执法，侦查走私濒危物种活动。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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