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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传卖象牙制品 多个微商被判刑 

2016-01-14，福建——2014 年 11 月初，福州的赵某某

在逛福州花鸟市场时，以 3000 多元的价格向他人购

买了 10 件象牙观音头工艺品。随后，他将这些工艺

品挂在微信朋友圈售卖，并通过微信朋友圈转销。不

久，仙游的庄某某以 6800 元的价格购买了这 10 件工

艺品。2014 年 11 月 15 日，庄某某通过微信将 10 个

象牙工艺品卖给了林某某；林某某又通过微信加价卖

给王某某。最后，王某某将这 10 个象牙观音头工艺

品中的四个通过微信卖给江苏的“培培”和山西的高

某某。近日，仙游法院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四名微商有期徒刑 10 个月至

缓刑一年不等的刑期，并处罚金。阅读原文 

 

白云机场查获 30 公斤穿山甲片 

 

2016-01-15，广东——1 月 15 日下午四时许，一名旅

客搭乘由亚的斯亚贝巴飞来的 ET606航班抵达广州白

云机场国际到达大厅，他行动迟疑，引起了检疫人员

的注意。检疫人员随即要求该旅客打开行李进行查验。

果不其然，在该旅客行李发现穿山甲片约 30 千克。

据统计，去年广州机场检验检疫局共截获穿山甲片 52

批次，重量约 220 公斤。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查获纸尿片藏匿玳瑁甲 12 千克 

2016-01-15，广东——1 月 12 日晚，深圳海关隶属皇

岗海关在福田口岸入境大厅对入境旅客进行例行检

查时，发现一男一女行李非常简单，但手上拎的纸尿

裤看上去特别沉。关员打开纸尿片的外包装，发现了

纸尿片里面的暗格内装满了玳瑁甲片，共查获包装好

的玳瑁甲片 40 余件，重约 12 千克。阅读原文 

 

成都海关通报 2015 年查获濒危物种走私案件情况 

 

2016-01-15，四川——1 月 15 日，成都海关通报了 2015

年走私案件基本情况。2015 年，该关开展了严密查堵

和打击走私象牙、龟类背甲、犀牛角等濒危物种“眼

镜蛇 3 号”专项行动。全年共立案侦办走私珍贵动物

及其制品刑事案件 10 起，案值 507.14 万元，同比分

别增长 4 倍和 8.46 倍，涉及到的濒危物种包括象牙、

红珊瑚、沉香木、砗磲、盘羊角等珍稀动植物及其制

品。成都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还将继续按照我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1 月） 

http://www.mnw.cn/putian/xianyou/1082719.html
http://kb.southcn.com/content/2016-01/15/content_140884345.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846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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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对打击象牙走私犯罪“零容忍”的态度，加大对

象牙等濒危物种走私的打击力度。阅读原文 

 

后备箱里藏着 51 只活体穿山甲 

2016-01-18，广西——1 月 17 日凌晨，广昆高速山围

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接警后，玉林市交警支队高

速公路管理一大队民警赶往现场。对双方司机询问时，

雪铁龙司机极不配合，且不愿打开车门，之后借打电

话之由逃离现场，民警奋力追赶但没追上。民警打开

雪铁龙后备箱，发现里面藏着穿山甲活体 51 只。此

案已交由森林公安继续处理。阅读原文 

 

蚂蜂窝联合 TRAFFIC/WWF 发起旅游公益活动 

 

2016-01-19——近日，蚂蜂窝旅行网与国际野生物贸

易研究组织（TRAFFIC）、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拒绝消费非法象牙制品”的旅

游公益活动，倡导旅行者担负起保护大象的重任。据

悉，东南亚一直是携带象牙制品走私的“黑洞”地区。

这几家机构希望通过对前往这一地区的自由行用户

定向传播——让每一位旅行者都成为流动的“宣传大

使”。 阅读原文 

 

药商多年收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获刑八年 

2016-01-21，安徽——亳州詹某某、张某夫妇多次非

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并在自己的药材门

店对外出售。2015 年 4 月 20 日，亳州市森林公安局

扣押 10 千克穿山甲甲片价值 13360 元、103 个麝香

囊价值 61.8 万元、豹骨价值 6 万元等动物制品，涉案

总价值共计 78.7 万元。昨日，亳州市谯城区法院公开

宣判该案，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判处詹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 80 万元；

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被告人张

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阅读原文 

 

百度贴吧被曝叫卖虎骨象牙 

2016-01-21——继媒体曝光百度贴吧中出现濒危动植

物制品交易信息后，百度发布整顿公告并临时对涉及

的 300 多个贴吧采取措施。然而很快又有网友举报百

度“大猫骨”吧、“象芽”吧等出现虎骨、象牙等售卖交

流信息。对于网友举报“大猫骨”吧，百度贴吧曝光台

称该贴吧不符合关闭标准。相关人士坦言，网友刻意

规避违禁关键词、发帖打擦边球，存在时间差和盲区

漏洞，监管难度大。律师指出，百度贴吧相关信息涉

嫌违法，不应该长期、大面积出现违法信息还不做处

理，其有义务对其承载的内容进行监管。阅读原文 

 

2015 年野生动植物保护十件大事 

2016-01-22——近日，在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和中国绿色时报社联合开展下，

权威专家结合网民投票综合评出了 2015 年我国野生

动植物保护十件大事。其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加强象牙贸易管控，我

国临时禁止进口非洲象牙雕刻品和象牙狩猎纪念物；

http://news.huaxi100.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8&id=730444
http://news.eastday.com/s/20160118/u1ai9184973.html
http://www.ccidnet.com/2016/0119/10085025.s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189f20601525f7218f5079b.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6-01-21/doc-ifxnrahr86277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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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联合执法行动，“眼镜蛇三号行动”成果斐然；中

国、南非首次合作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等。阅读原文 

 

资中男子非法售卖穿山甲制品获刑 5 年 

 

2016-01-19，四川——2014 年 8 月，四川资中森林公

安查获四川境内最大一起非法售卖穿山甲制品案，涉

案穿山甲鳞片 59.466 千克，价值 369874.10 元。1 月

19 日，被告人周某明被资中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五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阅读原文 

 

云南：新型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正在生成 

2016-01-22，云南——1 月 19 日，云南省森林公安工

作会议通报称，2015 年，全省森林公安查处各类涉林

案件 2.3 万起。目前国内新型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方式

正在生成，较高收入者为主要消费群体，而微博、微

信等社交媒体成重要交易平台，给警方侦办案件、取

证带来了很大难度。阅读原文 

 

大连海关查获走私象牙 4.1 千克 

2016-01-27，辽宁——日前，辽宁大连国际机场海关

旅检人员在例行旅检中发现三名旅客携带的行李在

过 X 机的图像中体现出象牙手镯、珠子等图像，旅检

人员遂对其携带的托运行李开包彻查。通过旅检渠道

成功截获一批走私象牙制品，包括象牙手镯、手链、

项链等共计 81 件，总重达 4.1 千克。目前，大连海关

缉私部门已立案侦查，并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事拘留。

阅读原文 

 

福建破获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大案 

 

2016-01-27，福建——近日，福州市检察院通报一起

濒危物种制品走私案件。2013 年，身处南非的林某某

与黄某松发现当地黑市低价出售犀牛角、象牙等珍贵

动物制品，遂与境外人员合谋低价购入，并通过某远

洋运输集团下属货轮上工作的虞某夹带走私入境。

2014 年，涉及该案的虞某、黄某松等 7 人被缉拿归案，

涉案金额超过 700 万元，包括 13 件犀牛角制品

28.4889 千克，价值人民币 712.2225 万元；4 截象牙

制品 18.6785 千克，价值 50 万元；10 件象牙制品

2.0703 千克，价值 8.626 万元等。2015 年 9 月福州市

检察院依法对该案提起公诉。阅读原文 

 

http://www.forestry.gov.cn/portal/zrbh/s/1478/content-838861.html
http://sichuan.scol.com.cn/njxw/201601/54267270.html
http://news.163.com/16/0122/08/BDTVFG8V00014AEE.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127/14192562_0.shtml
http://www.dnkb.com.cn/archive/info/20160127/102918147657629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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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破获首例象牙走私大案 

 

2016-01-27，山西——2013 年 9 月 12 日，太原海关缉

私局查私科接到北京海关缉私局移交的一起象牙走

私线索。缉私局经研究决定迅速成立“9.12”专案组，

实施控制下交付，争取人赃俱获。9 月 14 日下午，成

功将寄件人赵某、收件人王女士抓获，现场缴获走私

象牙料 10 多千克。2015 年 12 月，被告人赵某因犯走

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依

法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判

处被告人董某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

阅读原文 

 

防城港 3 人走私 64 只巨蜥受审 

2016-01-27，广西——2015 年 5 月 18 日，刘某某驾驶

一辆满装从越南走私巨蜥的电动三轮车，在东兴市江

南路等候黄某某、孙某前来接运。当三人合力将巨蜥

过驳至轿车上时，被防城海关缉私民警查缉，当场抓

获被告人黄某某，缴获活体圆鼻巨蜥 64 只，后被告

人刘某某被缉拿归案，被告人孙某自动投案。1 月 26

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件，法院将择日宣判。阅读原文 

 

皇岗海关查获旅客走私 56 件象牙制品 

 

2016-01-28，广东——1 月 26 日，一名旅客匆匆往皇

岗海关查验区外走，意图避开行李检查。海关关员将

其拦住询问，旅客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关员认出了

该名旅客，其曾在 1 月初违规携带大量废旧手机从福

田口岸入境而被海关查获。关员打开其背包，发现背

包内装有共计查获象牙段 56 件，包括筒状大象牙段 5

件，象牙尖 11 件、小象牙尖 7 件，象牙圈 33 件，总

重量为 4.8 公斤。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

读原文 

 

运输 960 只穿山甲被判五年 

2016-01-28，广东——2013 年 9 月开始，黄某棠受黄

某明雇请为其运输货物。2014 年 5 月 11 日 15 时许，

黄某明要求黄某棠于次日凌晨驾车到珠海市平沙镇

海泉湾海边装运一批货物，并运到珠海市香洲区广昌

市场后交给他人转运。当天早晨，黄某棠驾车途经广

昌附近的高速路出口时，被公安人员截获。公安人员

查获 960 只穿山甲死体，重约 4150 公斤，价值人民

币 160.32 万元。法院认定，黄某棠主观上已明知其运

送的物品系犯罪所得，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

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阅读原文 

 

姚明现身“大地巨子”展 呼吁保护大象 

http://mt.sohu.com/20160127/n436018118.shtml
http://news.sina.com.cn/c/2016-01-27/doc-ifxnuvxc2103097.s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60128/47276252_1.s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60128/47276252_1.shtml
http://gd.sina.com.cn/zh/news/2016-01-28/city-zh-ifxnzanh0180274.s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60128/47276252_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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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29，上海——2016 年 1 月 28 日，姚明在上海

自然博物馆出席由上海科技馆、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

金会主办的“大地巨子”临展，呼吁公众拒绝使用象牙，

保护大象。数据显示，全球亚洲象目前数量不足 5 万

头，非洲象也不足 47 万头，盗猎使得大象数量剧烈

减少。阅读原文 

 

绥芬河海关查获俄罗斯旅客携带象牙 39.11 千克 

 

2016-01-29，黑龙江——2015 年 7 月 30 日，绥芬河海

关破获一起重大走私象牙制品案件，一名俄罗斯籍男

性旅客手拎两个很沉的编织袋由绥芬河公路口岸进

境，通过 X 光扫描查获其携带的象牙手镯 287 个、象

牙圆柱体 76 个、象牙珠子 22 颗、象牙印章料 26 个，

涉案象牙制品共 39. 11 公斤，案值 160 余万元，俄罗

斯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阅读原文 

 

新疆公安历时半年破获朋友圈倒卖象牙案 

 

2016-01-29——近日，新疆森林公安局破获一起非法

买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案件侦破历时半年，

从乌鲁木齐一路追查到上海、福建，并最终在广西东

兴市抓获主犯。2014 年 10 月 10 日，新疆森林公安局

开展打击破坏森林和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

动。10 月 15 日，民警们开始在一处微信公众平台上

看到兜售象牙制品的相关信息。经过调查，警方将上

海的王某、福建的方某、暂居在广西东兴市的吴某、

越南的杜某等 20 余人抓获。据调查，杜某本人从 2014

年至 2015 年 3 月，分别在新疆、上海、福建、山东、

广西等地多次实施非法出售、收购象牙、虎皮、虎骨、

犀牛角等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阅读原文 

 

   

  

http://mt.sohu.com/20160129/n436326940.shtml
http://heilongjiang.dbw.cn/system/2016/01/29/057065606.shtml
http://jiangsu.china.com.cn/html/2016/xjnews_0129/37570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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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裔教授走私象牙犀角  可能被判 10 年徒刑 

2016-01-15，美国——美国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州立

大学 43 岁的华裔哲学教授 Yiwei Zheng 周三承认，自

己违反了美国禁止从事濒危物种贸易的法律，曾从事

过走私犀牛角和象牙的活动。法庭文件显示，他开了

一家“网上古董店”，其出售的商品中包括象牙和犀牛

角制品。2011 年，芝加哥海关发现此人寄往上海的包

裹中藏有象牙雕刻（价值近 7000 美元）。此前，他还

从从佛罗里达某人处购得价值超过 2万美元的犀牛角，

并在 2010 年 7 月向中国运送。其开展的非法交易总

额高达 150 万美元。检方称，这位教授的行为属于“知

法犯法”，根据美国法律，可能会被判处 10 年徒刑和

50 万美元罚款。阅读原文 

 

印尼打击野生动物走私 将焚烧查获皮毛 

 

2016-01-17，印度尼西亚——当地时间 2016 年 1 月 15

日，印尼林业警察称将焚烧查获走私的珍稀动物皮毛

及其他动物器官，致力于打击野生动物走私。阅读原

文 

 

专家称打击象牙交易 促使象牙价格下降 

2016-1-19，瑞士——“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负责人斯坎伦(JohnScanlon)1 月 12 日在日

内瓦发表讲话说，国际间打击非法象牙交易的行动正

在促使象牙价格下降，这为最终结束象牙交易提供了

希望。他说，象牙价格开始下降，这显示人们正在停

止购买象牙。阅读原文 

 

莫桑比克华人携象牙小挂件回国被捕 

2016-01-21，莫桑比克——据南非华人网援引《莫桑

比克华人报》报道，1 月 9 日晚，又有一位莫桑比克

侨胞在内罗毕国际机场转机时，因携带象牙被机场警

方逮捕。这位 CHEN 姓中国男子只携带了一个象牙小

挂件，是从莫桑比克机场起飞，转机内罗毕飞往广州

时途中被抓的。目前，在莫桑比克华人微信群中，仍

有人贴出象牙图片，公开讨论携带过关的可能性。迹

象表明，在莫桑比克私营企业和个体华商群体中，缺

乏禁止买卖象牙制品的呼吁和宣传，一些在莫同胞对

携带象牙禁品的危险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诸多误解。

阅读原文 

 

斯里兰卡销毁 1529 公斤象牙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1 月）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115/c1002-28055154.html
http://money.163.com/16/0117/11/BDHG49RN00253B0H_all.html#p1
http://money.163.com/16/0117/11/BDHG49RN00253B0H_all.html#p1
http://zhubao.cngold.org/c/2016-01-19/c3853556.html
http://www.chinaqw.com/hqhr/2016/01-21/775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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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27，斯里兰卡——当地时间 1 月 26 日，斯里

兰卡科伦坡，当局销毁了一批三年前缴获的 359 根非

洲象牙。这批象牙来自莫桑比克北部和坦桑尼亚地区，

估值超过 250 万美元，重达 1529 公斤。这些象牙将

先被机器粉碎，之后再放进高温锅炉中烧毁。阅读原

文 

 

爱尔兰男子走私 4 颗鹰隼蛋遭拦截 

2016-01-29，巴西——据英国《卫报》1 月 28 日报道，

智利警方接到匿名消息，曾涉嫌走私野生动物的爱尔

兰籍男子杰弗伦德拉姆正在智利准备再次走私。智利

警方立刻与巴西警方取得联系，并在巴西圣保罗机场

抓获杰弗，营救了四颗准备从智利偷运到迪拜的鹰隼

蛋。据估计，每颗蛋在黑市的售价可高达 8 万美元。

阅读原文 

 

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6/01-27/604300.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6/01-27/604300.shtml
http://news.cnr.cn/gjxw/gnews/20160129/t20160129_521276616.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6/01-27/604299.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