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8 月）

微信收购象牙制品没等卖已被判刑
2015-8-3，大连，辽宁——2014 年 6 月至 10 月中
旬，被告人刘某、蒋某、张某在位于大连市西岗区
双兴综合批发市场三人共同经营的工艺品行内，将
从西藏、福建等地及手机微信上收购的象牙制品摆
放在柜台内对外出售。2014 年 11 月 3 日，大连市
森林公安局从该店搜出未售出的象牙佛牌等象牙制
品。总重 0.61 千克，价值合计人民币 25417 元。大
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近日判决：被告人刘某、蒋某、
张某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均判
处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阅读原文
2015-8-5，广州，广东——8 月 4 日中午，马达加斯加
的航班降落广州后，携带两个行李箱的林某、廖某联
系了机场地勤工作人员李某。李某在行李箱进入检测

勾结机场“内鬼”偷运野生“陆龟” 一团伙被广

前，将其取出，当他准备将装满辐纹陆龟的行李箱交

州警方抓获

给货主时，根据群众举报预先埋伏好的广州森林公安
分局民警将其抓获，查获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 级保护
动物辐纹陆龟 298 只，现场抓获 4 名犯罪嫌疑人。目
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一男子因非法出售野生动物制品被判刑
2015-8-7, 开封，河南—— 2013 年至 2014 年，被
告人李某将象牙制品、高鼻羚羊角、盔犀鸟制品放
入店铺内非法出售，后被河南省森林公安局查获，
并在该店铺扣押象牙制品 68 件，1.585 公斤、高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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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角 1 根、盔犀鸟制品 1 件。经法院审理，判处

危野生动物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决

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

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六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杨某

币 20000 元。阅读原文

犯非法猎捕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并处罚金五万元;尹某犯非法收购、运输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
罚金十万元。介绍人也受到法律处罚。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查获 182 个超大蛇胆

广州侦破网上售野生保护动物案 查获蟒 6 条绿蜥蜴
11 条

2015-8-17, 厦门，福建——8 月初，厦门高崎机场，
一名内地男性旅客选择无申报通道通关，关员在对
其行李进行过机检查时，发现其所携带的黑色手提

2015-8-21, 广州，广东——8 月 16 日，市森林公安

包过机图像异常，开包查验后，发现大量鸡蛋大小

分局刑警队发现，有人在 QQ 论坛网上非法兜售缅

的疑似蛇胆，经清点共计 182 个。经鉴定，该批蛇

甸蟒、球蟒、绿鬣蜥等野生保护动物。17 日下午，

胆来自网纹蟒，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根据情报，民警在花地湾地铁口抓获 2 名犯罪嫌疑

易公约》附录 I 物种，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

人李某东、李某达，查获疑似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球蟒幼体活体 5 条，绿蜥蜴活体 10 条。随后，民
警在李某达位于荔湾区增滘南约某出租屋住处，查
获疑似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缅甸蟒活体 1 条，苏卡

5 人非法捕猎、收购黑叶猴被判刑

达龟、星龟、缅甸陆龟活体共 3 只，龟壳 3 只，以

2015-8-18，六盘水，贵州——2011 年~2013 年，经

及绿蜥蜴活体 1 条。经初查，上述被查获的动物是

人介绍，六盘水市原动物园园长尹某先后从赵某和

犯罪嫌疑人向别人非法收购回来后，通过 QQ 论坛

杨某手中收购其捕猎的黑叶猴 5 只。后被执法部门

网发布兜售信息，并通过 QQ 和电话私聊约定以球

查获。经审理，法院判决赵某犯非法猎捕珍贵、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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蟒 160 元每条、绿蜥蜴 80 元每条的价格非法出售

局办事处在一件寄自非洲某国的邮件内，发现了混

给网友的。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文

装夹藏的疑似象牙材质的手环、筷子、圆珠等工艺
制品及加工成段的半成品，外观雪白圆润、纹路精
致。经专业部门鉴定，确认该批象牙制品取自现代
象，共计 32 件，净重 1.94 千克。阅读原文

青岛海关查获玳瑁标本

广州海关查获玳瑁扇 4 把

2015-8-25, 青岛，山东——8 月 12 日，青岛海关驻
邮局办事处在 2 个寄自日本的邮件中查获伪报为
“洋服”的濒危野生动物玳瑁标本 2 件，重约 5.5
公斤。阅读原文

2015-8-25, 广州，广东——广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
关员在监管进境邮件时，发现其中两个邮件内共有
4 把折扇，扇片材质疑似动物背甲制品。净重 750
克。经鉴定，确认为玳瑁背甲壳制品。 阅读原文

广州海关查获 32 件象牙制品

2015-8-25, 广州，广东—— 近日，广州海关驻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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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关破邮包走私活龟 总值 9.5 万

2015-08-14，岘港，越南——越南警方当地时间 13
日在岘港停靠的一艘运送石料的船上发现了两只集
装箱，里面藏着犀牛角和象牙。其中，象牙重 593
千克，犀牛角有 142 千克。据悉，这艘非法运输船
是从莫桑比克经马来西亚过来的，计划要停靠在越
南北部的海防港口。阅读原文

越南查获 2 吨象牙
2015-08-11，香港——香港海关接获香港邮政通

2015-08-24，岘港，越南——岘港市(Da Nang)海关

知，检查五件从美国洛杉矶经日本成田进口香港报

查获超过 2 吨象牙原牙。象牙被藏在来自尼日利亚

称为“旧书”的空运邮包。有关邮包在Ｘ光检查下

的原木运输船内运往越南。阅读原文（只有英文）

呈现可疑影像。海关人员打开邮包，发现共有 95
只活龟。案件已转交渔农自然护理署（渔护署）跟
进。阅读原文

越南破获半月内第 4 起动物制品走私案
2015-08-27，岘港，越南——岘港市(Da Nang)海关
与警方等相关部门 25 日在仙沙港口(Tien Sa)检查 1

越南警方缴获 100 千克非法走私犀牛角和象牙

个从马来西亚运至越南的货物集装箱，发现内藏有

2015-08-13，河内，越南——越南警方当地时间 12

约 1 公吨重的象牙与穿山甲鳞片。这批走私品以进

日在河内机场查获月 100 千克非法走私犀牛角和象

口红豆名义报关，象牙与穿山甲鳞片藏在伪装的红

牙。其中，象牙 49 件，重 96 千克，犀牛角 1 只，

豆包装内。有关部门目前正在扩大调查。这是越南

重 5 千克。航班来自南非。越南黑市价格“犀角每

相关部门半月内第 4 度破获野生动物制品走私案。

克 133 美元，象牙每千克 2100 美元。阅读原文（只

相关部门于 12 日、13 日与 22 日也查获了 3 起大量

有英文版）

象牙与犀牛角走私案件。阅读原文

越南警方缴获 700 千克非法走私犀牛角和象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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