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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州警方破获一起非法收购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5-9-4，玉林，广西——9 月 4 日凌晨，玉州森

林公安根据群众电话举报，在玉州区南江街道城站

路火车站的一辆面包车上发现车内装载着无合法手

续的 3 条暹罗鳄（活体）以及其他野生动物。经查

明，犯罪嫌疑人罗某通过电话、微信联系广州的卖

家（兰姐）购买了三条暹罗鳄（活体）并用货物托

运方式寄回玉林用作动物展览。目前，犯罪嫌疑人

罗某因涉嫌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已被呈请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阅读原

文 

 

从日本走私 18 跟象牙被判 15 年 

2015-9-7，青岛，山东——2014 年 10 月初，青岛海

关驻邮局办事处从 7 个邮寄自日本、标注为木制工

艺品的邮件中发现了 18 根疑似象牙，共重 131.26

公斤。根据收件人预留的电话号码，缉私局民警朱

抓获了烟台市万光古玩城内一家古玩店的老板邰东

明。近日，经青岛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市中级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邰东明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一审判

决，以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邰东明有期徒

刑 15 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 20 万元。阅读原文 

 

 

西双版纳边防查获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鹰嘴龟

210 只 

2015-9-8, 西双版纳，云南——9 月 7 日，西双版纳

边防关坪查缉点执勤官兵在对一辆从勐海开往广州

的物流车进行例行检查时，在该车中部下方发现 6

个大纸箱。通过进一步仔细检查，发现箱内装货的

是 210 只龟类动物属鹰嘴龟，属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阅读原文 

 

贵阳市破获一起涉嫌网络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9 月）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1bb2e30a5a77.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1bb2e30a5a77.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509/20150907142411_13861.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509/20150907142411_13861.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5/09-08/751227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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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9, 贵阳，贵州——近日，贵阳市森林公安机

关成功破获一起涉嫌网络非法贩卖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案件，在南明区万东花鸟市场一店面内收缴野

生保护动物 27 只。经查明，2015 年 3 月至 6 月期

间，嫌疑人何某通过 QQ、微信等网络通讯方式，

从重庆、广东等地分四次购买 38 条球蟒及 2 条红

尾蚺用于出售。目前，嫌疑人何某已被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阅读原文 

 

德宏警方一案缴获犀牛角等野生动物制品 219 件案值

139 万 

 

2015-9-10，德宏，云南——7 月 25 日，德宏州芒市

森林公安局获取一条线索得知瑞丽市畹町开发区发

现有人出售野生动物制品。通过大量走访、调查工

作，8 月 6 日，专案组在瑞丽市畹町镇森森木雕工

艺品店将黄某及其侄子曾某某抓获，并从工艺品店

及其住所内查获犀牛角、象皮等各类野生动物制品

219 件。曾某某之子曾某也在芒市一汽车修理厂被

专案组民警抓获。经鉴定，所缴获的野生动物制品

中，共有虎骨 10 块净重 1300 克，犀牛角 6 件，亚

洲象象牙制品 27件，亚洲象象皮 2块净重 580克，

印度野牛头骨 1 个，非洲狮爪 1 支，穿山甲甲片 2

片（雕件），丝带状犀牛角制品 1 袋净重 128 克，

涉案价值 139 万余元。阅读原文 

 

带“土特产”象牙入境 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判 6

年半 

 

2015-9-15, 北京——2013 年 12 月 1 日，姜某某乘坐

EK308 航班由科特迪瓦经阿联酋转机于抵达北京首

都机场 T3 航站楼入境。海关人员在其行李箱内查

获用锡纸包裹的 6 根疑似象牙制品。经检验为现代

象科象牙制品，净重 14.535 千克，价值人民币

605629.84 元。2015年 9月 15日上午，北京市第四

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了此案。被告人姜某某

因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6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6 万元。阅读原文 

 

深圳边防联合香港警方截获 282 只涉嫌跨境走私珍稀

乌龟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fad79d24856ab.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fb293ee6c56d8.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fd6de3bd258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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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20, 深圳，广东——9 月 20 日凌晨，驻守在

深港边界一线的武警广东边防六支队官兵联合香港

警方，在深圳沙头角公众码头截获一批涉嫌跨境走

私珍稀乌龟 13 箱，经清点共有 282 只。目前，乌

龟的种类还在鉴定中，案件已移交有关部门作进一

步处理。阅读原文 

 

云南河口检验检疫局查获非法进境穿山甲鳞片 

2015-9-20, 河口，云南—— 9 月 20 日，云南河口

检验检疫局北山办事处工作人员在河口南溪河公路

大桥边民进境通道查验时，截获越南籍女子藏匿携

带进境的穿山甲鳞片，重量为 1 千克、价值约 0.75

万元。北山办事处工作人员依法将该批穿山甲鳞片

进行截留送检处理，并向当事人宣传了相关法律知

识。阅读原文 

 

男子 1.6 万元买两只穿山甲 从云南带回四川被查获

2015-9-21, 攀枝花，四川——9 月 21 日下午 1 点，

攀枝花民警在京昆高速田房收费站进行检查时，在

一辆奔驰轿车上，发现了两只活体穿山甲。经查

明，9 月 21 日上午 9 点，杨某在云南省昆明市二

环路高架桥下，以 16000 元的价格，从路边一名陌

生男子手中购买了两只活体穿山甲，准备带回南

充。目前，杨某因涉嫌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罪，被依法刑拘，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 

阅读原文 

 

金陵海关查获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2015-9-25, 南京，江苏——金陵海关驻禄口机场办

事处旅检关员近日在一名香港飞抵南京旅客行李内

查获 11 件疑似玳瑁制品，包括手镯、梳子等共计

115 克，依法予以扣留并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昆明森林公安查获野生动物制品 6551 克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509/20150921094547_13898.html
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si/1081141.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71158.htm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fffe970c35982.html
http://cd.qq.com/a/20150926/010863_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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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9-26, 昆明，云南——9 月 26 日，根据举报和

调查结果，昆明市森林公安局海口分局逮捕了富民

县永定镇乡音市场上四名以售卖中草药为幌子非法

售卖野生动物制品的嫌疑人，查获穿山甲甲片

5502 克。据查，他们的穿山甲片是从螺蛳湾三期

药材批发市场、富民县赤就镇、西山区马街镇等不

同地点收购的。阅读原文 

 

非法收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告破 

 

2015-9-28, 齐齐哈尔，黑龙江——6 月初，根据群

众举报，齐齐哈尔市森林公安局专案组民警通过一

天两夜的蹲守，在内蒙古阿荣旗将涉嫌犯罪的韩某

甲、仲某某、韩某乙抓获，当场收缴熊掌 100 余公

斤，另有其他野生动物制品三冰柜，共 250 余公

斤。与此同时，专案组民警在齐市、吉林省长白县

分别将同案犯 c 徐某某、吕某某及刘某某陆续抓

获。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刘某某又供述了贩卖其熊

掌的上线，在吉林省森林公安局民警的配合下，专

案组在吉林省榆树市将刘某某的上线抓获归案。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当中。阅读原文 

 

 

金陵海关查获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2015-9-25, 南京，江苏——金陵海关驻禄口机场办

事处旅检关员近日在一名香港飞抵南京旅客行李内

查获 11 件疑似玳瑁制品，包括手镯、梳子等共计

115 克，依法予以扣留并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195c3cbf5a56.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0ed4e1fe59be.html
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si/1081141.htm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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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香港海关在机场检获怀疑象牙切片 

 

2015-09-02，香港——9 月 2 日，香港海关人员在

进行清关工作时，检查一件从津巴布韦经荷兰阿姆

斯特丹进口香港报称「装饰磁砖」的空运邮包。有

关邮包在 X 光检查下呈现可疑影像。海关人员打开

邮包，发现该批以木屑覆盖的怀疑象牙切片。案件

已转交渔农自然护理署（渔护署）跟进。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再检 51 公斤疑走私象牙 

 

2015-09-08，香港——9 月 6 日，香港海关人员在

进行清关工作时，检查两件从津巴布韦经荷兰阿姆

斯特丹进口香港报称「装饰磁砖」的空运邮包。有

关邮包在 X 光检查下呈现可疑影像。海关人员打开

邮包，发现该批以木屑覆盖的怀疑象牙切片。共

51 公斤怀疑象牙切片，总值约 51 万元。案件已转

交渔农自然护理署跟进。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在机场缉获怀疑犀牛角 

 

2015-09-21，香港——今日上午，海关人员在检查

三名从南非约翰内斯堡飞抵本港的旅客时，发现他

们的托运行李内共藏约十公斤怀疑犀牛角。这些犀

牛角呈小切件状，怀疑分割自三只完整犀牛角。两

男一女三名乘客被逮捕。案件已转交渔农自然护理

署跟进。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9 月） 

http://www.customs.gov.hk/sc/publication_press/press/index_id_1409.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hongkong/201509/20150908092228_13863.html
http://www.customs.gov.hk/sc/publication_press/press/index_id_14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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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机场缉获 13 公斤怀疑象牙制品 

 

2015-09-25，香港——一名 27 岁男子从津巴布韦哈

拉雷出发，经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飞抵香港。该

男子进行清关时，海关人员发现其手提行李内有一

套特别缝制的背心，内藏约 13 公斤怀疑象牙制品。

案件已转交渔农自然护理署跟进。阅读原文 

 

男子特制内衣藏 15 公斤象牙 被海关查获 

 

2015-09-30，香港——一名 26 岁男子由尼日利亚出

发，经阿联酋抵港，香港海关发现其手提行李内藏

有 1 公斤怀疑象牙切件，随后又在其托运行李内的

一件特别缝制背心及一条内裤中，发现约 15 公斤

怀疑象牙切件，总值约 16 万港元。 

报道说，这是近两个多月来，香港海关在机场截获

的第五宗同类走私象牙案。五次检获的象牙共重 74

公斤，市值约 74 万元港元，5 名涉嫌男子被扣查。。

阅读原文 

 

  

http://www.apdnews.com/china/hongkong/244616.html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1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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