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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多部门开展打击走私系统履约执法培训会 

 

2015-11-02，桂林——2015年10月28-29日，由广西

部门间CITES执法工作协调小组（PICE-CG）主办，

TRAFFIC与其他NGO协办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打击

走私系统履约执法培训会在桂林举行。来自20个不

同部门的超过60名执法人员接受了为期两天的培训。

“广西与越南比邻，中越边境地区打击野生物走私

和非法贸易的压力非常大，”TRAFFIC中国项目主

任周非说，“TRAFFIC赞赏广西执法部门一直以来

的执法努力。我们随时准备向当地政府执法机构提

供帮助以遏制非法野生物走私和非法贸易。”   阅读

原文 

 

中德海关联手侦破走私濒危植物案 

2015-11-02——北京时间 2015年 5月 20日 13时，

柏林时间当天 7 时，在中国无锡、昆明、河口、北

京、邯郸，在德国多特蒙德、科隆，中国海关和德

国海关联手，于两国 7地同时开展行动，一举破获

一起跨境走私濒危植物大案，中国海关和德国海关

首次国际刑事执法合作大获成功。中德共计抓获犯

罪嫌疑人 9人，现场查获濒危野生植物 1250余株，

包括“龟甲牡丹”、“花笼”、“乌羽玉”等仙人掌科植

物。阅读原文 

 

 

成都海关查获走私红珊瑚 9500克 

 

2015-11-03，成都——自今年以来，成都市检察机

关携手成都海关开展严厉打击走私红珊瑚行动，目

前，已成功办理 3 起走私红珊瑚案，共重 9500 余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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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总价值高达 380 余万元，逮捕涉嫌走私珍贵动

物制品罪犯罪嫌疑人 2人。阅读原文 

 

 

北京查获800余公斤象牙及其制品 

2015-11-04，北京——5月21日至8月30日期间，根

据群众举报，北京森林公安连续追踪多名贩卖象牙

及其制品的犯罪嫌疑人，并历时三个月，辗转北京、

河北、广东、山东等地，共查扣804.4公斤象牙及

其制品以及部分犀牛角、熊掌、盘羊角、穿山甲片、

独角鲸牙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品，案值达

2439万元，抓获犯罪嫌疑人16名。经审讯，涉案象

牙是从日本非法走私进入我国香港，经深圳、威海

流入大陆。阅读原文 

 

宁波海关查获濒危植物 

2015-11-12，宁波——近日，宁波海关成功截获了

一批申报品名为工艺品、陶瓷等，但实际上装满进

口多肉植物的邮包，查获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植物 24株，其中龟

甲牡丹 15株，岩牡丹属 9株。属于 CITES附录Ⅱ

珍稀植物 52株，其中乌羽玉属 8株，其他 44株。

目前，涉案植物已经移交检验检疫部门处理。阅读

原文 

 

30位文玩商家承诺“拒绝非法野生物贸易” 

2015-11-14，北京——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TRAFFIC）参加第七届中国文玩博览会并获得了

30位文玩商家公开承诺“拒绝非法野生物贸易”的支

持。开幕式上，TRAFFIC项目经理李晨阳又向参展

商和观众介绍了TRAFFIC的理念以及拒绝野生物贸

易的意义。随后李晨阳向30位信誉良好并公开承诺

“拒绝非法野生物贸易”的文玩商家颁发“承诺坐屏”，

作为对他们的鼓励，意在通过影响商家去进一步影

响消费者。阅读原文 

 

 

广东查获走私穿山甲片约2000千克 

2015-11-17，广州——今年 1月 16日下午，广州市

公安局森林分局缴获穿山甲鳞片约 2000 千克，终

端市值约 4000 万元。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这些穿

山甲鳞片从尼日利亚走私入境后，今年春节前从广

西境内流入广东，并打算通过互联网、熟人等渠道

流入中药材市场。目前，涉案的 4 名犯罪嫌疑人皆

已被批准逮捕。阅读原文 

 

 

中国采取多项措施严打象牙等非法交易 

2015-11-18——中国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陈凤学出席

“中国-南非青年志愿者自然保护论坛”并参观“中国-

非洲野生动物摄影展”时表示，中国近两年采取多

http://bj.people.com.cn/n/2015/1103/c233086-27006815.html
http://www.bj.xinhuanet.com/jzzg/2015-11/04/c_111704067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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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措施，完善惩处非法购买象牙等野生动物制品行

为的法律法规，暂停象牙及其制品的进口，还联合

多个国家打击相关非法贸易。经过不懈努力，中国

对象牙等野生动物制品贸易的遏制取得的成效正逐

步显现。南非环境与事务部副部长芭芭拉·汤姆森

出席活动并致辞。她称赞了中方在保护野生动物方

面与南方展开的积极合作，充分肯定了此次论坛的

重要意义，并对两国志在推动环境和野生动物保护

的青年寄予了厚望。阅读原文 

 

江西缴象牙制成品600余公斤 

 

2015-11-18，江西——2014年11月2日，黎川县公安

局在福银高速赣闽边界拦截一辆牌号为湘C79578的

越野车，发现22件雕刻精美的佛像。车主陈海燕解

释这些工艺品为古代猛犸象牙制作。经鉴定，22件

工艺品全部是现代象牙制品，重13.299公斤，案值

55万元。随后，民警通过对陈海燕近一年来的通讯

记录、银行来往记录、物流信息、车辆信息进行整

理、甄别，最终调查到香港居民许某。经秘密侦查，

发现许某承租具有国家林业局颁发的象牙加工许可

的厂房加工象牙，并以此为掩护，除了加工少量公

司提供的合法来源象牙外，还偷偷地大量非法收购

其他象牙进行加工出售牟利。今年2月10日，许某

准备逃往香港时被抓捕归案。专案组迅速对许某承

租的厂房进行搜查，在一间精心伪装的密室内，查

获象牙及其制品约600公斤。10月10日，黎川县法

院以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罪，判处陈海燕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没

收财产20万元。阅读原文 

 

云南边境检查站查获两起跨境走私木材案件 

2015-11-19，云南——10月 6日 23时许，片马边境

检查站查获一起走私国家一级珍惜保护植物红豆杉

原木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4人，查获原木总计 16根，

重 12吨，案值 8万以上。10月 10日晚 23时 30分，

片马检查站再次查获一起走私香柏树墩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7 人，查获总计 143 个(制作树凳原料)，

重 4吨，案值 8千元以上。目前，两起走私案件均

已移交大理海关缉私局进行处理。阅读原文 

 

广西边防查获一批走私活体珊瑚  

 

2015-11-23，防城港——11月23日，广西防城港市

江山边防派出所对外通报，该所边防官兵于近期查

http://finance.chinanews.com/gj/2015/11-18/7628405.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overseas/2015-11/18/c_128442059.htm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yunnan/201511/20151119104719_141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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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508只国家濒危海洋野生保护动物活体珊瑚。目

前已移交防城港市渔监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厦门在檀香木中查获57根象牙 价值超800万元 

 

2015-11-24，厦门——2015年9月22日，厦门海关在

一批申报进口的檀香木中，查验关员查获涉嫌走私

的非洲象象牙57根，重118.8斤，价值达819.72万元。

据犯罪嫌疑人黄某聪供述，今年6月，其在非洲乌

干达采购檀香木时，以每千克300美元的价格收购

该批象牙，企图夹藏在装运檀香木的货柜中走私进

境，随后运往广东进行加工销售。此次查获的57根

非洲象象牙，预示着至少有30头以上的大象惨死，

而且大部分都属于幼年象，估计最小的只有3岁。

此案系今年以来全国海关查获的最大一起象牙走私

案。阅读原文 

 

中越两国商讨联手打击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 

2015-11-24——日前，由中国濒危物种管理办公室

和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联合主办，以打击濒危野

生动植物为主题的“中越双边履约执法交流会”在广

西举行，来自中越两国的海关、森林公安、边防、

林业、检验检疫等部门的 40 多名官员代表出席。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濒危野生动植物走私越来越

猖獗，越南希望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共同打击穿山

甲、象牙、红木等走私行为。”越南海关总局反走

私调查局副局长阮玉俊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阅读原文 

 

学者《自然》发文：中国必须坚决摧毁象牙买卖 

2015-11-26，北京——近日，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张立在《自然》杂志上就全球大象保护

和中国象牙贸易问题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必须坚决

摧毁象牙买卖。张立认为，象牙雕刻作为传统手工

艺品，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非遗”不能等

同于国际的“非遗”，中国的禁贸是积极的表态。禁

止象牙贸易泛滥，应采用多方智慧，要通过原产国、

中转国和消费国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张立认为必须

让象牙去商业化。象牙去商业化最简单的方法，也

是政府应当考虑的方法：以强制回购的方式，由政

府将市场上所有的合法象牙库存一次性购回。阅读

原文 

 

横琴查获涉嫌走私濒危野生动物进境案 

2015-11-26，珠海——11月19日，一批珠海某公司

申报进口的来自马来西亚的活体观赏鱼，由于数量

大、价格低而引起横琴海关查验关员的关注。经查，

其中未申报的70只龟经送检确认为黑池龟，属于列

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物

种，禁止捕捉和国际间贸易。阅读原文 

 

 

http://gx.people.com.cn/n/2015/1123/c179430-27161977.html
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1124/t20151124_520577585.s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gjhz/201511/20151124151622_14165.html
http://www.wokeji.com/kjrw/xwrw/201511/t20151126_1960116.shtml
http://www.wokeji.com/kjrw/xwrw/201511/t20151126_1960116.shtml
http://www.forestry.gov.cn/bhxh/651/content-822673.html


 

5 

 

防城港边防查获约307公斤象牙970公斤穿山甲鳞片 

 

2015-11-26，防城港——11月22日下午2时，峒中站

执勤官兵注意到某贸易公司申报的进口冰冻鲈鱼头。

随即，执勤官兵对该货物进行现场拆封检查，在冰

冻鲈鱼头内发现藏有疑似穿山甲鳞片约970公斤，

疑似象牙约307公斤。阅读原文 

 

北京检方调研显示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特点 

2015-11-27，北京——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

察院针对该院审理的105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

案件发布调研报告，发现这种“黑色买卖”象牙占比

最高, 占比高达60%；涉案人员呈现出普遍文化程

度低、法律意识差的特点；境外走私成“黑色产业

链”运转新渠道；花鸟市场则是“黑色买卖”高发地。

此外，不少网络平台也成为“黑色买卖”滋生的温床。

阅读原文 

 

云南寄往湖南快递包裹中查出虎骨象皮 

2015-11-27，澜沧——11月22日，澜沧县公安局糯

扎渡派出所联合澜沧边境检查站二线战武警官兵，

在省道309线某路段开展公开查缉时，查获2起利用

快递运输野生动物制品案。当天晚上8点左右，民

警在对一辆牌号为云J××665的普洱茂运快递车辆例

行检查时，从一件孟连县发往湖南省常德市江涛县

罐头嘴镇（聂某某收）的快递包裹中，查获疑似大

象皮可疑物一块，重900克。随后，民警又从孟连

县发往四川省泸州市江阴区大山坪钩鱼台路4号

（韩某某收）的快递包裹中，查获疑似虎骨可疑物

2节，重400克。目前，民警已将查获的大象皮和虎

骨疑似物移交澜沧县森林公安局处理。阅读原文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51126/newgx56565ca8-13989973.s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bm/content/2015-11/27/content_6375556.htm?node=20736
http://xw.kunming.cn/a/2015-11/27/content_41014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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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中国公民被控走私犀牛角在坦桑尼亚被捕 

 

2015-11-09，坦桑尼亚——外媒称，坦桑尼亚警方6

日在该国西南部逮捕了四名被控走私11支犀牛角的

中国公民，他们从马拉维来到坦桑尼亚，这些犀牛

角被固定在车底。案件正在调查中，不久后将在法

庭审理。阅读原文 

 

加拿大华人涉嫌在美走私犀牛角被判2年监禁 

2015-11-13，加拿大——加拿大检方质控被告持中

国护照的Linxun Liao在2009年到2013年间，从美国

拍卖行购买价值超过100万元的犀牛角雕杯，然后

非法从美国寄到中国。廖林讯因走私犀牛角被判2

年监禁，释放后驱逐出美国。阅读原文 

 

TRAFFIC 与腾讯合力打击社交媒体上非法野生物

贸易 

2015-11-25，英国——2015年11月24日，国际野生

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与中国领先的互联网

服务提供商腾讯公司就打击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上

的非法野生物交易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MoU）。

腾讯和TRAFFIC承诺对微信平台上的非法野生物及

其制品的信息发布和交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

并一致同意通过公众教育和信息传播影响大众抵制

非法野生物贸易。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9 月） 

http://news.ifeng.com/a/20151109/46166334_0.shtml
http://www.chinaqw.com/hqhr/2015/11-13/70413.shtml
http://www.trafficchina.org/node/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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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头北部白犀牛去世 现全球仅剩下三头 

 

2015-11-26，美国——据外媒报道，本周，41 岁的

犀牛Nola在美国圣迭戈野生动物园去世，这意味着

全球只剩下 3头北部白犀牛了。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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