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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警方侦破穿山甲特大偷运案 抓获 3 名女性嫌疑

人 

2015-10-1，东兴，广西——9 月 21 日零晨 2 点，东

兴市森林公安局执勤民警和防城港市公安边防支队

楠木山检查站执勤官兵在对过往车辆列行检查时，

在一辆车牌号为桂 EBE838 的五菱面包车上查获 32

只活体穿山甲，3 名嫌疑人当场被抓获。经查，3

名犯罪嫌疑人中，两人为凌姓姐妹，在此次案件中

伙同另一嫌疑人张某，于 9 月 20 日晚 10 点，驾驶

上述被查五菱面包车从东兴市松柏镇前往东兴市东

兴镇东盟大道一个偏避小巷的民房非法运输穿山甲。

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文 

 

云南怒江边防支队查获 12 吨走私珍稀植物红豆杉 

2015-10-10，怒江，云南——10 月 6 日晚，云南公

安边防总队怒江边防支队片马边境检查站开展公开

查缉时，发现一辆黑色斯科达小轿车及一辆黑色摩

托车停放在公路边，且两辆车住形迹可疑。于此同

时，有两辆载重大卡车通过。执勤官兵将其拦截，

并对卡车驾驶员和车辆进行询查，当场查获国家一

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红豆杉原木 12 吨，抓获涉案

嫌疑人 4 人。据卡车驾驶员王某、李某交待，所载

红豆杉原木均为黑色斯科达小轿车车主张某在缅甸

所购，二人只是负责运输赚取运费。目前，该案已

移交大理海关缉私局进行处理。阅读原文 

 

广州海关查获走私玳瑁扇 

2015-10-13, 广州，广东——广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

海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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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骨

光泽通透，鳞片云纹清晰，做工精美。经专业部门

鉴定，确认这 4 把折扇均为玳瑁背甲壳制品，净重

750 克。阅读原文 

 

高速公路缴获七千只斑鸠夜鹭， 微信群专卖野生动

物 

2015-10-14, 广州，广东——。9 月上旬，广州森林

警方根据线索发现了一个专门在网上售卖保护野生

动物的微信群，并通过相关线索，抓获了三名藏身

广州的犯罪嫌疑人，并在群众举报线索下破获了一

起特大贩卖野生动物的案子，现场共缴获国家三有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10 月） 

http://www.gx.chinanews.com/content-14-127731-1.html
http://www.gx.chinanews.com/content-14-127731-1.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police_and_frontier-defence/content/2015-10/10/content_6299170.htm?node=23298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510/20151013110628_139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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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和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斑鸠、夜鹭等

共计 7160 只。阅读原文 

 

广西叫堪边境检查站查获特大走私国家野生保护动物

案 

2015-10-16，崇左，广西——14 日晚 20 时 05 分左

右，叫堪边境检查站战士在该站 319 省道执勤点依

法对一辆由边境开往崇左市龙州县城方向的黑色福

特轿车进行边防检查时，发现轿车的后备箱里的两

个可疑木箱内有 50 只壁虎类的动物。经审讯得知：

彭某，一直在平南县从事中药材生意。 10 月 14 日

下午，彭某在崇左市龙州县一边境集市闲逛时，以

50 元钱一条的价格从某妇女购买了 50 只蛤蚧。目

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云南河口警方破获跨国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2015-10-20, 河口，云南——今年 6 月初，铁路公安

机关获得线索，近期将有一批非法走私入境的野生

动物制品途经河口境内运往内地。6月 25日下午15

时 30 分许，查缉民警拦下一辆驾乘 3 人的摩托车

进行例行检查，发现两名外籍男乘客神色慌张，形

迹十分可疑。经过细致检查，当场从二人携带的一

个跨包内查获一批疑似犀牛角、虎爪、虎牙、豹牙

等野生动物制品。经查，上述两名犯罪嫌疑人均为

越南籍人员，于半年前通过越南国内一个网络社交

平台结识，并共同谋划走私贩卖野生动物制品的违

法犯罪勾当。6月 25 日，二人相约携带虎牙、虎爪、

豹牙、犀牛角等野生动物制品偷渡到我国境内，途

经河口县老火车站广场时被我国警方查获。经鉴定，

查获的该批野生动物制品包括白犀角 4 块、虎爪 4

只、虎牙 15 颗、豹牙 4 颗，总经济价值为 59.5 万

元。目前，该案已经河口县森林公安局侦查终结，

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

移送检查机关审查起诉。阅读原文 

 

3 名温州商人买卖野生穿山甲 通通被判刑 

2015-10-21, 温州，浙江——去年 7 月 7 日 9 时许，

夏某在自己家中将已剥去甲片的穿山甲以 2590 元

的价格卖给林某。同月 9 日上午，林某来到乐清市

一家酒店门口想要销售穿山甲给他人时，被民警现

场抓获。随后民警在夏某家中将其和丈夫郭某抓获

归案，现场查获穿山甲 30 只，价值人民币 40080

元。法院经审理后，分别判处郭某、夏某有期徒刑

一年八个月和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判处林某有期

徒刑一年一个月。阅读原文 

 

上海海关查获走私穿山甲鳞片 249 公斤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63f3bd325bce.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police_and_frontier-defence/content/2015-10/16/content_6308744.htm?node=23298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8074a3e25cf6.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85d33e7c5d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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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3, 上海—— 2015 年 3 月 27 日下午，上

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关员在对进境航班进行行李 X

光预检时，发现九个黑色行李箱内装置的物品与常

规行李物品有明显区别。经开箱查验，每个行李箱

中装的全是满满一麻袋的穿山甲鳞片约 249 公斤。

经侦查后，犯罪嫌疑人马某受其在尼日利亚同事邱

某的委托，负责接收邱某托运的涉案行李箱，并按

照邱某的指示在国内交付快递，已初步形成了一个

集境外采购、走私入境、境内销售等多环节的走私

链。 

4 月 7 日，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海关关员在例行监管

时，又查获了一起走私穿山甲鳞片入境案，缴获穿

山甲鳞片约 25 千克，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海关

发现，该案犯罪嫌疑人的来源地同样是尼日利亚，

据其交代，其同样是受其在尼日利亚的同事邱某所

托，携带上述穿山甲鳞片入境并按其指示交付，并

被许诺完成后可获报酬 1 万元。随后，海关缉私警

察立即让两起案件的嫌疑人对邱某的个人信息进行

了再次比对，最终认定两起案件中的境外嫌疑人邱

某系同一人。目前该案正在侦查中。阅读原文 

 

遂渝高速查获两只疑似熊掌 

2015-10-27, 重庆—25 日，根据举报，璧山区公安

局禁毒支队与重庆铁路公安处禁毒支队在遂渝高速

路大路服务区拦截查处运输毒品嫌疑人时，意外在

大巴托运行李中查获两只熊掌，周围还放满了冰块

进行保温，其肉质新鲜程度疑似刚刚从活体取下不

久。大巴驾驶员交代，这两包东西是一个男子在龙

头寺车站交给他托运往成都，接货人的电话是交货

的人发给他的，他不认识双方，也不清楚具体情

况。目前，警方正在对该案作进一步侦查中。阅读

原文 

 

商洛破获的全国最大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开始庭审 

2015-10-26, 商洛，陕西——25 日，商洛市商州区

人民法院集中开庭审理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全国

最大网络贩卖爬宠类野生动物案。据检察院指控：

自 2012 年 10 月起被告人崔某等 20 人利用百度贴

吧等网络平台，通过快递、客运车辆等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缅甸蟒 98

条、蜂猴 1 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核准

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球蟒、网蟒、绿树蟒、地

毯蟒 45 条，红尾巴蚺 6 条，缅甸陆龟、红眼陆龟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shai/201510/20151023085445_14012.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a4a101305e7b.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a4a101305e7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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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只，平原巨蜥、王者蜥蜴、绿鬣蜥 15 只，猕猴

5 只，小熊猫 1 只，另有暗影巨蜥 25 只。据介

绍，因该案犯罪网络遍布全国各地，部分关联被告

人陆续在北京、辽宁、山西、新疆、广西、广东、

江苏等地审查起诉及审判，商州区法院此次庭审预

计持续 4 天。阅读原文 

 

敦煌 4 名男子非法售卖雪豹雪鸡上庭受审 

2015-10-28, 敦煌，甘肃—— 2014 年 12 月的一

天，马某某在阿克塞县尖沟放牧时，在一沟壑处发

现一只被铁制捕兽夹夹住的雪豹死体，便把该雪豹

死体运输并存放在其红柳沟的住处，后通过电话联

系到马某以一万元的价格予以出售。为从中获利，

马某驾驶车辆，伙同他人将雪豹死体运至敦煌市欲

出售，行至敦煌市区被交警依法查获。经鉴定，涉

案的动物死体为雪豹。10 月 21 日下午，敦煌市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目前，此

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云南怒江边防查获一批走私珍稀植物红豆杉 

2015-10-30, 怒江，云南——10 月 28 日，云南公安

边防总队怒江边防支队片马边境检查站执勤官兵在

云南省怒江州泸水县片马镇片岗公路开展公开查缉

时，在对两辆从岗房开往片马方向的白色微型车进

行检查时，发现车内装满红豆杉原木，经询问驾驶

员得知，原木为境外人员委托运送到片马镇。目

前，该案已移交大理海关缉私局进行处理。阅读原

文 

 

福州宅男花数万元买小蟒蛇养家中 获刑 7 年 

2015-10-30, 福州，福建——2012 年 8、9 月，小李

以 2.65 万元的价格向网友购买了 20 条白化缅甸

蟒。随后以 1.4 万元的价格将其中的 10 条卖给网

友“景记爬宠”。当月，他帮助黄某某向邹某某购

买了 15 条白化缅甸蟒。同年 10 月和 11 月，小李

又购买了 4 条花岗岩缅甸蟒。2014 年 2 月至 7

月，小李向“爬行天下”论坛卖家购买了 3 条球

蟒。2015 年 9 月，法院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小李有期徒刑 7 年，并处罚

金 3 万元。阅读原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9dc6941a5e38.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a9d9beec5ee1.html
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5-10/29/content_3985733.htm
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5-10/29/content_3985733.htm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0b65ebfe15f7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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