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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岗查获 14.7 千克象牙 

2016-03-03，广东深圳——2 月 28 日，一名香港男子

背着一个黑色大背包从皇岗海关旅检入境大厅入境，

但试图逃过 X 光机行李检查。海关关员随即要求男子

打开背包检查，发现里面装的都是“铁观音”茶叶包。

茶叶包装上显示每包重量为 500 克，但实际重量明显

查过额定重量。打开茶叶包，关员发现里面居然是被

排得整整齐齐的象牙 360 块，总重量达 14.7 公斤！经

对当事旅客的初步讯问，旅客表示自己是替人带货，

这批象牙由香港货主托其携带过关，旅客收取了带工

费 600 元人民币。阅读原文 

 

购买盔犀鸟手串受审 

 

2016-03-03，江苏徐州——2013 年 7 月，从事房地产

销售工作的王某通过网络了解到了盔犀鸟头胄制作

的工艺品，于是通过微信聊天花 2 万多元从广州的陈

某手中购买了两个盔犀鸟头胄制品，和 12 颗盔犀鸟

头胄制成的珠子。徐州沛县法院刑庭主审法官介绍，

盔犀鸟是华盛顿公约(CITES)一级保护物种。目前，王

某的上家陈某已经被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判处有

期徒刑 11 年，并处罚金 15 万元。3 月 2 日王某接收

徐州沛县法院审理，王某表示认罚，法庭将择期对其

进行宣判。阅读原文 

 

防城港楠木山边境检查站查获非法运输象牙两根 

 

2016-03-03，广西防城港——2 月 27 日，广西公安边

防总队防城港边防支队楠木山边境检查站官兵在一

辆东兴开往南宁的中型厢式货车上查获疑似象牙两

根。经询问，该车司机称该批货物是帮快递公司运输

到南宁，因其无法提供该批象牙的任何合法手续，该

站执勤官兵遂将该批象牙暂扣。阅读原文 

 

防城港市查获 90 只走私野生食蟹猴幼猴 

2016-03-05，广西防城港——3 月 3 日，防城港市港口

区交警大队开展夜查行动时，有一辆小轿车不遵循交

警指挥，被交警拦下之后该车司机弃车逃逸，交警在

轿车中查获 90 只食蟹猴。该车当晚由东兴方向往南

宁方向行驶，悬挂伪造号牌，初步断定为非法运营走

私车辆，由中越东兴边境入境。阅读原文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3 月） 

http://news.sina.com.cn/o/2016-03-03/doc-ifxqafrm6739387.shtml
http://news.jstv.com/a/20160303/109221.shtml
http://art.people.com.cn/n1/2016/0303/c206244-28169148.html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china/20160305/u7ai53699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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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警方解救 2 只黑熊 收缴象牙豹皮 

 

2016-03-05，云南贡山——日前，云南省贡山县森林

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非法收购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及

制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没收活体亚洲黑熊 2

只，收缴亚洲象牙、豹子皮等多件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制品。同时，缴获非法猎捕工具铁夹子 59 个。

阅读原文 

 

烟台截获 1.8 公斤象牙用锡箔纸层层包裹 

2016-3-10，山东烟台——近日，烟台检验检疫局截获

一批由日本邮寄进境净重达 1.8 公斤的象牙制品。当

日，为躲避检查，国外寄件人在邮件面单上将该批次

象牙制品申报为酒器、糖果，同时用锡箔纸将纸箱内

的 3 件象牙制品层层包裹，试图蒙混过关，但这种“障

眼法”终究被工作人员通过 X 光机图像识破。阅读原

文 

 

政府与企业共商减少非法野生物制品需求 

 

2016-03-14，云南西双版纳——3 月 11 日，由中国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动协，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TRAFFIC）和英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主办的旨在减少大

众对非法野生物制品需求的研讨会在西双版纳热带

植物园举行。与会专家集思广益，探讨了野生动植物

保护管理部门、象牙企业、销售渠道、市场需求在全

面禁贸政策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如何加大对非

法野生物贸易的监管，增强法律震慑，遏制市场需求，

改变消费行为。阅读原文 

 

广州一酒楼售卖穿山甲 

 

2016-03-17，广东广州——3 月 9 日，广州市公安局森

林分局民警根据群众举报，在珠江新城猎德大道金某

茗酒楼查获包括穿山甲活体 1 只、16 只穿山甲死体的

碎块及鳞片（共计毛重 9.034 千克）和大壁虎死体 5

条，现场抓获两名相关负责人。目前，森林公安正对

潜逃的涉事酒楼老板展开网络追捕。这是“亚运”以后

http://gongyi.ifeng.com/a/20160305/41559102_0.shtml#p=1
http://zhubao.cngold.org/c/2016-03-10/c3956277.html
http://zhubao.cngold.org/c/2016-03-10/c3956277.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6-03/14/c_1287993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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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现在广州中心城区售卖穿山甲。许警官解释说，

小票上的“鱼”实际上就是穿山甲，一斤穿山甲 1380

元，可谓暴利，正是因为这样的暴利让这家酒楼的老

板铤而走险。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查获走私麝香和牛黄案 

 

2016-03-18，深圳——深圳海关于 2 月 24 日在罗湖口

岸从 1名入境旅客的随行行李内查获违规携带的麝香

495 克、黑熊熊胆 28 只、棕熊熊胆 2 只、黑熊胆膏

424 克等。目前，该案已移送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

文 

 

不法分子走私麝香被查获 

2016-3-21，内蒙古——18 日 11 时 30 分左右,一辆俄

罗斯籍入境车辆从俄罗斯方向驶入内蒙古自治区黑

山头口岸。额尔古纳边防检查站官兵在对车辆及旅客

行李物品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驾驶员神色慌张。边检

站官兵立即联合海关对这辆车进行重点检查,在该车

后备箱中发现麝香 225 枚、玉石原石重约 110 千克,

涉案金额正在统计中。阅读原文 

 

两男子租车运 47 只珍贵濒危猴子牟暴利获刑 

2016-03-22，广西横县——莫青敏、韦家厚本是横县

居民,平时做买卖野生动物生意。2014 年 12 月 10 日,

莫青敏和韦家厚到横县一汽车租赁服务中心租了一

辆小轿车,并由韦家厚驾驶该车搭莫青敏到东兴市，拉

一批猴子去广东省阳江市。12 月 12 日,广西森林公安

局民警在横县横州镇城司路立博宾馆附近将二人抓

获,并从韦家厚驾驶的小轿车内缴获 47 只猴子,其中

28 只为蜂猴,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19 只(其中

死体 1 只)为食蟹猴。近日,由广西南宁市横县检察院

提起公诉,横县法院一审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罪,分别判处莫青敏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万

元;韦家厚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一万元。阅读原文 

   

海口海关查获 六万多张蟒蛇皮价值三亿多 

 

2016-03-23，海南海口——2015 年初，海口海关经分

析相关情报突然发现海南某蟒业公司对产于越南的

蟒蛇的报价普遍低于同行很多，而这么低的价格与走

私有很大几率难逃干系，遂相关部门就该问题紧急摸

排调查。据了解，这个集团为了能获得众多野生动物

经营权，造假处民族乐器等业务，之后便在越南以其

他国家大量收购蟒蛇皮，最终通过绕关偷运的方式对

蟒蛇皮进行加工售卖获得暴利。2016 年 2 月底，警方

通过紧密的抓捕方案成功将数十六嫌疑人抓捕，并查

扣六万四千多张蟒蛇皮和八千个蟒蛇蛋，涉案价值共

达三亿多元。阅读原文 

http://news.sohu.com/20160317/n440694583.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89466.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789466.htm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nmg/201603/20160321111500_14621.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189f20601539966e1e31255.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189f20601539ee15f2d12c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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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海关转交罚没濒危物种制品 

2016-03-25，河南郑州——3 月 24 日上午，郑州海关

与国家濒管办武汉办事处在郑州举行了罚没濒危野

生动植物制品移交暨合作备忘录签署活动仪式。郑州

海关将近年来罚没的 16 批次濒危野生动植物制品移

交给国家濒管办武汉办事处。其中包括象牙 2 支、象

牙手镯和牙筷牙雕等制品 62 件、鳄鱼头骨 2 副、鳄

鱼爪饰品 16 个、鳄鱼皮钱包 2 个、穿山甲甲片 2.19

公斤、蝴蝶标本 26 枚、卡罗莱纳箱龟壳 1 个、檀香

紫檀木块 381 件、棱柱木 1 根。阅读原文 

 

我国象牙进口禁令延期至 2019 年 

2016-03-29——记者日前从国家林业局获悉，我国对

进口象牙及其制品采取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2015

年实施的象牙临时禁止进口的措施延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并扩大象牙及其制品进口范围。阅读原文 

 

西安男子通过网络贩卖野生动物 获刑十年半罚金五

万 

 2016-03-30，陕西西安——崔某，西安市临潼人，2014

年 3 月 20 日，他通过支付宝从莫某手中非法收购 10

只缅甸陆龟，莫某通过长途客车将动物运输至西安。

崔某收货后将存活的 2 只出售给了刘某。同年 6 月 4

日，公安机关在刘某经营的商南县金丝大峡谷萌宠观

赏园内将 2 只龟类动物查获扣押。2013 年 11 月 14

日，崔某以 8000 元收购曾某 5 条红尾蚺，崔某通过

支付宝账户转账后曾某将5条动物通过广州市长途客

车运输到西安市，出售给崔某。2014 年 7 月 7 日，商

洛市森林公安局在崔某处查获扣押其中 2 条。日前崔

某被该市中院终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年又六个月，并处

罚金五万元。阅读原文 

  

http://money.163.com/16/0325/01/BIVDQ3G700253B0H.html
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60329/3650489.shtml
http://finance.hsw.cn/system/2016/0330/2632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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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子涉嫌走私 20 颗虎牙 5 包熊胆被扣印尼 

 

2016-03-01，印度尼西亚——据印尼《星洲日报》报

道，一名中国乘客朱关隆(音译)试图通过印尼苏哈机

场走私虎牙和熊胆等物品到中国厦门机场，被机场人

员扣留。机场动物检疫总局已对该男子进行了调查，

没收 9 枚熊指甲、20 颗虎牙、5 包熊胆及 120 个穿山

甲鱗片。印尼官方表示，嫌犯连同证物已交到警察局，

进一步接受审讯。阅读原文 

 

马来西亚吉隆坡：警方缴获 159 公斤象牙 

 

2016-03-04，马来西亚——当地时间2016年3月2日，

马来西亚吉隆坡，警方展示缴获的 159公斤走私象牙。

阅读原文 

 

非洲犀牛偷猎数量创纪录 非法贸易破坏保护成果 

2016-03-12——据英国《每日电讯报》3 月 10 日报道，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称 2015 年被偷猎者屠杀的

非洲犀牛数量至少达 1338 头，创下了自 2008 年南非

禁止犀牛角贸易以来的新纪录，去年也成为被猎杀的

犀牛总数连续增长的第六年。IUCN 的专家麦克·奈特

说：“在过去二十年里，大量偷猎犀牛角的非法贸易

持续破坏着保护非洲犀牛所取得的成就。”IUCN 还称，

复杂的跨国贸易组织犯罪网络为东南亚地区的犀牛

角需求提供了支持。据悉，在黑市上犀牛角的售价约

为每公斤 6 万美元，比毒品可卡因还要昂贵。阅读原

文 

马拉维焚毁 2.6 吨走私象牙 

 

2016-03-15，马拉维——当地时间 2016 年 3 月 14 日，

马拉维姆祖祖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保护官员焚毁

2.6 吨来自坦桑尼亚的走私象牙。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3 月） 

http://news.carnoc.com/list/337/337984.html
http://jx.china.com.cn/a/yuleshenghuo/201603/7819.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12/c_128794271.htm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3/12/c_128794271.htm
http://news.163.com/16/0315/13/BI6VQSFB000146B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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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王子主持签署保护动物《白金汉宫宣言》 

2016-03-18，英国——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威廉王

子于当地时间 15 日在白金汉宫主持一项野生动物保

护宣言的签字仪式，旨在动员全球运输业参与打击非

法偷运野生动物的行动。在这项《白金汉宫宣言》上

签字的有世界 40 家公司的负责人，其中包括海运和

航空公司以及港口和海关管理公司。据悉，《白金汉

宫宣言》包含 11 项承诺，涉及国际组织和国际公司

间的信息分享、资源分享以及人员培训等等，以提高

防止犯罪分子偷运猎物的标准。阅读原文 

 

坦桑再爆华人象牙走私 非洲最重刑罚 1.5 亿罚款 

 

2016-03-20，坦桑尼亚——据坦桑尼亚媒体《公民报》

报道，3 月 18 日，两名中国籍男子被控在非洲非法偷

猎及交易象牙，坦桑尼亚地方法庭判处每人 30 年有

期徒刑或缴纳罚款人民币 1.5 亿元。审理此案的坦桑

尼亚 Kisutu 地方治安法庭认定许富杰和黄晋（音译）

非法拥有 706 段象牙。这意味着有 226 头大象因此而

死，而这些象牙重 1.8 吨，估计价格为 54 亿先令（约

2000 万元人民币）。博茨瓦納華人慈善基金會主席南

庚戌表示，这应该是目前已知的坦桑尼亚针对象牙偷

猎、走私犯罪等行为最严厉的判罚。阅读原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189f20601538525300111d6.html
http://news.sohu.com/20160320/n4411724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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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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