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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联合多机构启动“爱象月”行动 

 

2015-12-02——12 月 2 日，腾讯开启“爱象月“倡

导行动，号召广大网民“拒绝网络非法象牙贸

易”，一起对象牙贸易说“不”。近十个组织或产

品参与，跨平台、跨组织倡导“爱象”。如今，互

联网也正成为非法象牙贸易的重要渠道。截止

2015 年 12 月，微信已经处罚、封停 622 个公众

帐号及个人号，清理野生动物制品交易违法有

害信息近 10 万条。阅读原文 

 

微信联络网上交易 象牙走私现新苗头 

2015-12-03，杭州——今年以来，从杭州海关近

期通报的多起象牙走私案来看，微信、QQ 等已

成为象牙订货、销售的联络工具，邮递渠道走私

象牙也呈现新特点。杭州海关针对象牙走私团

伙，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精、准、狠”打击, 今

年在“守卫者”行动中破获利用进出境旅检、邮

递渠道走私濒危动物制品大案,查获走私象牙

270 余公斤、犀牛角约 9 公斤。阅读原文 

 

中越海关联手查获穿山甲鳞片3086.67千克和象

牙1167.39千克 

 

2015-12-04，东兴——东兴海关近日与越南横模

海关支局通过跨境合作机制，在中国广西垌中

—越南广宁横模口岸通过密切合作，查获一起

濒危动物制品走私大案，两国共计查发走私濒

危动物制品穿山甲鳞片 3086.67 千克、象牙

1167.39 千克。据了解，南宁海关隶属东兴海关

关员近期在垌中口岸监管现场与检验检疫人员

在一票申报为冻鱼的货物中发现穿山甲鳞片

505.19 千克、象牙 284.95 千克。经过进一步侦

查，南宁海关与越南广宁省海关局执法合作，中

国边检部门在口岸监管区外拦截查获穿山甲鳞

片 465.48 千克、象牙 22.44 千克；越南海关在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12 月） 

http://news.sina.com.cn/o/2015-12-03/doc-ifxmhqaa9866936.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5-12/03/c_1348798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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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通报后及时将滞留在越方的货柜拦截，并

一举查获穿山甲鳞片 2116 公斤、象牙 860 公斤。

阅读原文 

 

海关今年查获走私濒危动物及其制品超100吨 

2015-12-06——统计显示，仅今年前三季度，全

国海关查获走私涉危动植物犯罪案件135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446人，查获走私濒危动物及其制

品100.8吨，其中象牙629.3千克、犀牛角16.9千

克及穿山甲、龟甲牡丹、罗汉松等濒危动植物。

阅读原文 

 

东兴男子帮他人走私穿山甲获刑5年 

2015-12-09，东兴——今年4月7日，东兴男子唐

国力与何炳源受人雇请，从一艘越南方向开来

的船上将白色网袋装的穿山甲运至广东交货。

东兴海关缉私分局民警接到情报后，在华石高

速附近路段将其抓获。民警在涉案商务车中发

现20只活体马来穿山甲，6只中国穿山甲。12月

8日，防城港市中级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罪，判

处被告人唐国力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五万元；判处被告人何炳源有期徒刑一年，缓

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阅读原文 

 

 

广西横江边境检查站查获 50 只活体穿山甲 

 

2015-12-14，防城港——12 月 12 日凌晨，广西

防城港边防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执勤官兵依法

在对一辆从广西东兴市开往广西防城港市方向

的小轿车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车内飘来

阵阵腥臭味，而司机回答执勤官兵问题时神情

极为紧张，于是执勤官兵进一步检查这辆车。最

终查获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活体穿山甲 50 只。据

办案民警介绍，司机沈某为了 1000 元运费，帮

他人从广西东兴市运送这批活体穿山甲到广西

防城港港口区。阅读原文 

 

男子海淘象牙制品被海关查扣 

2015-12-16，长沙——12月15日，长沙市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被告人陈平涉嫌走私珍贵

动物制品案。检方指控，2014年初到当年10月份，

陈平先后6次通过EBay购物网站在境外购买古

董邮寄回国内，其中包括共计购买156件象牙制

品，净重6.674千克。阅读原文 

http://picture.youth.cn/qtdb/201512/t20151204_7379829.htm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12-06/967891.html
http://www.gx.chinanews.com/content-28-130238-1.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5-12/14/c_128528110.htm
http://news.sina.com.cn/o/2015-12-16/doc-ifxmpnuk16265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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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朋友圈买卖野生动物制品 

2015-12-17，满洲里——满洲里市森林公安局与

福建省莆田市森林公安联手，成功破获一起利

用微信朋友圈出售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重大案件。9 月 18 日，满洲里市森林公安机关

在满洲里市某特产商店里，将正在进行野生动

物制品熊掌交易的满洲里籍男子赵某等人抓获，

并查获了赵某利用微信朋友圈收购和出售的虎

骨等多种野生动物制品。为了彻底铲除非法销

售链条，民警在赵某的微信朋友圈中发现一条

重要线索为福建省莆田市男子张某利用微信向

赵某出售虎骨。12 月 7 日，民警赶赴福建省，

在莆田市森林公安局的配合下，将犯罪嫌疑人

张某的妻子刘某某抓获，当场查获熊牙408个、

熊爪 165 个、穿山甲鳞片 8 个、穿山甲爪 1 个、

盔犀鸟头骨 3 个、象牙制品 5 件等其他动物制

品。阅读原文 

 

中国拟禁止网络平台违法交易野生动物及制品 

 

2015-12-21——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

次会议12月21日开始审议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

草案。修订草案明确规定，禁止网络交易平台、

商品集中交易市场等任何交易场所为违法出售、

收购、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违法猎捕工具

等提供交易平台。阅读原文 

 

红木家具中藏象牙 费尽心机亦枉然 

2015-12-23，崇左——由于近年来红木市场行情

不好，林某把眼光放到了能够获取暴利的象牙

市场。2014 年 11 月 7 日，林某经凭祥市友谊关

口岸出境到越南，向越南老板订购一批象牙制

品，并约定由越南老板安排送货到凭祥市。随后，

林某将象牙制品和两对象牙分别藏入新购买的

红木家具中，通过物流发往福建省仙游县途中

被抓获。凭祥海关缉私分局查获象牙制品 1批、

象牙 4 根，总净重 64.95 千克。近日，崇左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林某走私象牙制品一案进

行了宣判，被告人林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

民币三万元。阅读原文 

 

全国海关打私五大战役查获濒危动植物 358 吨 

2015-12-24——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今天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透露，今年 1—11 月，

全国海关共查获走私犯罪案件 2088 起，其中查

http://www.gywb.cn/content/2015-12/17/content_4340811.htm
http://news.sina.com.cn/c/2015-12-21/doc-ifxmszek7498755.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sf/news/2015-12-23/1349145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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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走私濒危动植物案件 160 起，查获走私濒危

动植物及其制品 358 吨。此外，全国海关强化

了与国际组织的执法合作，在“眼镜蛇三号行动”

中查获了一大批的走私濒危动植物案件，取得

了积极效果。阅读原文 

   

女儿送父亲象牙制品祝寿 获刑 5 年半 

2015-12-28，沈阳——2014 年 11 月 20 日，永久

居住日本的明某为给其父亲过六十岁生日，携

带 385 件象牙制品，共重 14.465 千克，总价值

人民币 602713 元，从日本大阪乘坐航班返回沈

阳时被沈阳海关缉私局当场抓获。其辩护人也

提出，明某购买象牙制品是为了给其父亲过生

日时赠送朋友或留作纪念。根据被告人明某的

供述、与其父亲的聊天记录和海关查获经过证

实，其在明知象牙制品不能携带入境的情况下

仍携带象牙制品通关，且未向海关申报。近日，

法院判决被告人明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

万元。阅读原文 

 

江西查获象牙走私案 

2015-12-31，黎川——2014 年底，江西省黎川县

公安机关查获陈海燕车上装载的 22件象牙制品，

重 13.3 千克，价值 55 万余元。陈海燕被批准逮

捕后，江西省森林公安局邀请省检察院提前介

入。根据陈海燕的供述，森林公安机关抓获了帮

助其非法加工象牙的同案犯陈冬东，向其出售

象牙的许天永及许天永的“上线”刘连水也随之

在福建落网，所查获的象牙及制品扩大到 600余

公斤、案值 2000 余万元。据查，刘连水从不法

分子手里收购由非洲偷运至国内的象牙后，加

价转手卖给许天永。近日，法院以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被告人

陈海燕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

20 万元；判处被告人陈冬东有期徒刑三年。同

案被告人许天永、刘连水正在审理之中。阅读原

文 

 

首都机场一年查获象牙 1895 件 

 

2015-12-31，北京——12 月 30 日上午，首都

机场海关发布2015年查获濒危动植物案件数据，

共计 149 起，其中，仅象牙制品就有 1895 件，

200 余公斤。此外，还查获了犀牛角、豹皮、穿

山甲片、玳瑁壳等各类濒危动植物制品 712件。

同时，首都机场海关还联合国家濒危科学委员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5-12/24/content_6414641.htm?node=20908
http://ln.qq.com/a/20151228/010527.htm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5/1231/c188502-27997674.html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5/1231/c188502-27997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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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野生救援公益组织在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

楼举行“给野生动物朋友寄一张明信片”政策法

规宣传活动。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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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qianlong.com/2015/1230/233949.shtml
http://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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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法会议员提出议案全面停止象牙贸易 

2015-12-02，香港——香港特区立法会 12 月 2

日就加强打击走私野生动物罪行的议案进行辩

论，促请政府研究进一步限制在香港进行象牙

及其它濒危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贸易。有鉴于

香港是全球最大象牙制品零售市场，世界自然

基金会香港分会等组织当天到立法会现场表示

支持有关动议。阅读原文 

 

习近平考察津巴布韦野生动物救助基地 

2015-12-03，津巴布韦——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

2日在津巴布韦考察野生动物救助基地。习近平

强调，中国高度重视野生动物保护事业，加强野

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和拯救繁育工作，严厉打击

野生动物及象牙等动物产品非法贸易，并取得

显著成效。中国加强宣传教育，民间团体等也积

极参与此项工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群众

基础不断扩大。同时，中国认真履行野生动物保

护国际义务，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

阅读原文 

 

习近平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

上的致辞 

 

2015-12-07，南非——国家主席习近平 12 月 4

日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并

发表题为《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

代》的致辞。他在致辞中强调，中非合作绝不以

牺牲非洲生态环境和长远利益为代价。阅读原

文 

 

日本：致使大象偷猎行为愈演愈烈的罪魁祸首

之一 

 

2015-12-15，日本——华盛顿一家非盈利组织环

境研究机构（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表示，日本目前没有最基本的有效象牙交易控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12 月） 

http://news.xinhuanet.com/ttgg/2015-12/02/c_1117336276.htm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5162ec69fe66d1.html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5-12/07/content_37255657.htm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15-12/07/content_372556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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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手段。事实证明，日本政府并不能完全阻止日

本市场上的非法象牙制品。该机构周三发布了

一项新的报告给出了一个严厉的结论：“日本的

象牙控制体系充满漏洞，薄弱的市场法规更是

削弱了这一体系的力量，日本甚至没有最基本

的有效象牙交易控制手段。”阅读原文 

 

新加坡查获大宗走私象牙及穿山甲鳞片案 

2015-12-17，新加坡——据台湾“中央社”12月17

日报道，新加坡当局近日查获0.5吨象牙，价值

估达92万美元。这批重达505公斤的象牙标记着

“假发”，运自尼日利亚，在12日空运运往老挝途

中与324公斤穿山甲鳞片一同被查获。阅读原文 

 

印媒：中国同意协助印度打击走私"小叶紫檀" 

 

2015-12-17，印度——外媒称，世界最大的檀香

紫檀木（red sanders）（小叶紫檀）进口国中国

同意协助印度打击从安得拉邦走私活动，堪称

突破。印度“雷迪夫”网站报道，印度环境、森林

和科技部的AK·帕里达在与中国官员会谈后对

记者说：“我们非常高兴从中国方面得到打击檀

香紫檀木走私活动的积极响应。2016年1月28日

中国与安得拉邦各部门将举行会议敲定协助模

式。”阅读原文 

 

东亚峰会国家代表探讨野生动物保护 

2015-12-18——12 月 14 日-15 日，为落实 2014

年东亚峰会打击野生动植物走私宣言，野生动

物保护合作国际研讨会暨东亚峰会国家野生动

物保护经验分享与技术问题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会议分享了东亚峰会所涉国家野生动植物保护

经验，分析了东亚地区野生动植物保护所面临

的挑战，并研讨了相关对策。阅读原文 

 

4名中国人走私犀牛角在坦桑尼亚被判20年监

禁 

 

http://travel.163.com/15/1215/14/BASO0GK900063KE8.html
http://news.163.com/15/1217/16/BB25IUM800014SEH.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5-12-17/doc-ifxmpxnx5239928.s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189f2060151aff2f5e101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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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9，坦桑尼亚——坦桑尼亚一家法院17

日判处4名走私犀牛角的中国籍男子20年监禁

和108亿坦桑尼亚先令（约合3240万人民币）的

罚款。这4名中国籍男子上月在坦桑尼亚西南姆

贝亚地区一处边检站被执法人员抓获，当时他

们由马拉维驾车进入坦桑境内，被发现所驾车

辆的油箱内藏有11根犀牛角。阅读原文 

 

国际刑警组织跨国行动共查获4.5吨象牙和犀牛

角 

2015-12-23——据法新社 12 月 22 日报道，国际

刑警组织日前宣布，为期 10 个月的大规模跨国

行动共查获 4.5 吨象牙和犀牛角，逮捕 376 名

涉案人员。国际刑警组织 22 日发布声明说，此

次行动从今年 1 月持续到 10 月，行动范围遍布

埃塞俄比亚、肯尼亚、莫桑比克、南非、苏丹等

11 个国家。除从 25 个非法交易组织中查获的走

私品除象牙和犀牛角之外，还包括 2000 多只穿

山甲和 173 只陆地龟等稀有物种。警方还在行

动中缴获了多件作案武器。阅读原文 

 

马达加斯加议会通过打击红木和乌木走私法 

2015-12-23，马达加斯加——12 月 17 日，马达

加斯加国民议会通过新的打击红木和乌木走私

法和关于成立打击红木和乌木走私特别法庭的

法案。新的法律规定，砍伐、运输、未经许可的

存储、买卖、出口红木或乌木，不管是直接或间

接参与都要受到处罚。特别法庭设在塔那那利

佛，有权起诉、预审和审判有关案件。公民社会

可以直接向该法庭提起诉讼。阅读原文 

 

俄罗斯远东查获 527 只熊掌 

 

2015-12-24，俄罗斯——12 月 23 日外媒报道，

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查获 527 只熊掌，11 只熊胆

以及 3 只麝香。这些熊掌是在一家小型木材加

工厂的运货列车上查获的。据悉，这已经不是边

检站近期第一次查获动物衍生物了。今年 11 月

俄罗斯西伯利亚海关管理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

边防军人在对后贝加尔斯克火车站一辆从俄罗

斯开往中国的货运列车进行边防检查时发现了

18 只疑似熊掌。9 月，海关人员又查获了 46 只

马鹿尾和 3 只熊掌。阅读原文 

 

南非驱逐一名朝鲜外交官因其涉嫌走私犀牛角 

2015-12-27，南非——西方媒体称，南非政府驱

逐了一名利用外交豁免权和朝鲜大使馆外交车

http://news.shm.com.cn/2015-12/19/content_4424850.htm
http://country.huanqiu.com/international_criminal_police_organizati
http://country.huanqiu.com/international_criminal_police_organizati
http://country.huanqiu.com/ethiopia
http://country.huanqiu.com/kenya
http://country.huanqiu.com/mozambique
http://country.huanqiu.com/south_africa
http://country.huanqiu.com/sudan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12/8241400.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zcfg/201512/20151223091747_14262.html
http://news.china.com/hd/11127798/20151224/21002108.html#phot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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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走私犀牛角的朝鲜高级外交官。报道称，这名

朝鲜外交官因在今年 5 月 3 日被发现携带 4.5

公斤犀牛角在莫桑比克被捕。莫桑比克警方表

示，他（她）在交出 3 万美元保释金后获得了释

放，并很快利用他的外交官身份返回南非。南非

媒体报道称，该国政府今年 11 月向这名外交官

发出了限期 30 天离境的要求，此人随后于 12

月 11 日离开南非。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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