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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私犬嗅出三起象牙走私案 

2016-04-04，广州——广州海关 3 月份连续查获三起

非法携带象牙制品进境案，均是被缉私犬验证查获的。

3 月 15 日，一架从非洲某国起飞的国际航班降落在广

州白云国际机场，进境大厅的预检区里，海关关员盯

着 X 光机上的异常图像，缉私犬认真嗅闻后，突然在

行李箱边坐下。经过进一步地开箱检查，发现在该行

李箱里装着象牙观音像、手镯和印章各 1 件，共 192

克。3 月 18 日，仍是同架次的国际航班，发现其中旅

客行李箱内藏有 11 件象牙制品，净重 255 克，在另

一名旅客行李箱中也发现 6 件象牙制品，净重 172 克。

目前，上述象牙制品已经被广州海关依法查扣。阅读

原文 

 

福建涵江成功破获一起网销象牙制品案件 

2016-04-06，福建莆田——近日，根据新浪微博群众

反映，莆田市森林公安部门抓获签收快递的林某，当

场查获疑似象牙制品珠子手串一件。3 月 21 日上午，

涵江森林分局又相继在快递公司截获2件犯罪嫌疑人

林某的包裹，查获 18 个象牙制品手镯、1 块象牙制品

素牌。阅读原文 

 

湛江海关移交罚没濒危动物制品走私象牙 78 公斤 

 

2016-04-07，广东湛江——日前，湛江海关与湛江市

林业局举办罚没濒危野生动植物制品移交活动，将查

获的 10 根共计 77.99 公斤涉嫌走私象牙，移交湛江市

林业局依法保管处理。阅读原文 

 

澳门拟立法将走私濒危物种最高罚款提升至 50 万澳

门元 

2016-04-07，澳门——澳门特区行政会 4 月 7 日表示，

已完成讨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执行

法》法案。该法案将走私濒危物种最高罚款由目前的

5000 澳门元提升上百倍至 50 万元，以震慑走私者。

法案将在特区立法会通过后生效。阅读原文 

 

海关总署：济南海关查获最大宗走私濒危蝴蝶标

本案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4 月） 

http://news.163.com/16/0404/15/BJQLTCVQ00014AED.html
http://news.163.com/16/0404/15/BJQLTCVQ00014AED.html
http://www.ptxw.com/news/xw/fzzx/201604/t20160406_125825.htm
http://kb.southcn.com/content/2016-04/07/content_145512764.htm
http://news.sina.com.cn/o/2016-04-07/doc-ifxrckae761587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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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07，山东济南——2 月 3 日，济南海关开展

“JN1602”联合行动，打响了“国门利剑 2016”行动的第

一枪，查获涉嫌走私进境的蝴蝶标本 2800 余枚，其

中 1180 枚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 II 保护物种。截至目前，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4 人，

其中逮捕 1 人、取保候审 3 人。该案是我国签署 CITES

公约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宗走私濒危蝴蝶标本

案。阅读原文 

 

广州查获象牙犀牛角 

 

2016-04-08，广州——4 月 7 日 9 时许，广州市公安局

森林分局值班室接匿名群众来电举报，称位于荔湾区

康王中路华林寺某广场C馆一临时档口在非法经营野

生物制品。上午 11 时 30 分许，民警在该店玻璃展柜

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9.6 公斤，疑似犀牛角 6 件。在另

一个档口，民警发现象牙制品 0.36 公斤。经专家鉴定，

此次所查一档口中，有假象牙，有猛犸象牙，也有现

代象牙，这些真真假假的象牙混在一起销售，并无国

家认证的象牙销售证书，全部真现代象牙都是走私品。

此次查获的 6 件疑似犀牛角，已被送往华南濒危动物

研究所进行 DNA 鉴定真伪，目前，嫌疑人吴某玲已

被刑拘，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文 

 

非法买卖象牙虎皮制品 11 人在乌鲁木齐受审 

2016-04-09，新疆——2014 年 10 月 10 日，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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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们在一处微信公众平台

上看到有人在朋友圈内兜售象牙制品的相关信息。经

查，早在 2014 年越南籍人士杜某就使用出入境通行

证由越南进入中国广西，向我国广西人士吴某贩卖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而后，吴某转手贩卖他人。这些野

生动物制品流转广西、山东、新疆、内蒙古等大半个

中国，经手人士多达 20 名。经过进一步调查核实，

杜某、吴某等 11 人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其中在

2015 年 2 月，杜某以 3.2 万元向吴某出售了虎皮一张，

经公安机关鉴定实际价值高达 48 万元。4 月 18 日，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该起走私珍

贵动物制品案，未当庭宣判。阅读原文 

 

广东男子边境非法运输象牙等珍稀动物制品被判刑 

2016-04-15，广西防城港——防城港市中级法院 12 日

介绍，2015 年 3 月 16 日 21 时许，广东籍被告人张某

携带象牙工艺品、犀牛角碎块和狮子牙齿等乘坐小轿

车从中越边境广西东兴市建设街出发，意图将上述野

生动物制品运输至防城港市港口区，途经楠木山边境

http://bj.people.com.cn/n2/2016/0407/c233086-28094597-2.html
http://news.163.com/16/0408/06/BK41IAIN00014AED.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60419/48501407_0.shtml
http://bj.people.com.cn/n2/2016/0407/c233086-2809459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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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站时被查获。经鉴定，涉案物品象牙制品净重

2207 克，犀牛角碎块净重 691.5 克，狮子牙齿净重

192.6 克，涉案金额约 26 万余元人民币。广西东兴市

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张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五万元。阅读原文 

   

广东中山查获 1.6 吨穿山甲片 

 

2016-04-18，广东中山——近日广东中山边防支队在

珠江口水域横门水道查获一起涉嫌走私穿山甲鳞片

案，查扣涉嫌走私的穿山甲鳞片约 1.6 吨，案值约人

民币 1280 万元。目前，此案正移交中山市海关缉私

局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云南森林公安为亚洲象撑起保护伞 

2016-04-19，云南——在亚洲象的分布区，地方政府、

林业部门、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安等是保护亚洲象的

主力军，云南森林公安机关是打击亚洲象及其制品非

法贸易的主要执法部门。为有效保护亚洲象，近年来

云南森林公安先后开展了拯救亚洲象行动、南方二号

行动等多次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了各种非法猎捕、运

输、销售野生动物等犯罪行为。据统计，从 2008 年

至今，全省森林公安机关查处涉及亚洲象及其制品的

违法犯罪 30 余起，涉案亚洲象 2 头，查获象皮 50 余

公斤、完整亚洲象象皮 1 张，象牙及其制品 1000 余

件。阅读原文 

 

广西东兴海关查获走私活体穿山甲 

 

2016-04-22，广西东兴——4 月 15 日上午，东兴海关

缉私分局接群众举报，称有人用小轿车装运走私穿山

甲。当天下午 13 时 55 分许，查缉民警在东兴市马路

镇发现一辆与举报线索相符并且形迹可疑的小轿车。

民警亮明身份并对其喊话，要求停车接受检查。目标

车辆发现缉私民警后突然加速，试图逃脱。最终驾驶

人员弃车逃逸。该涉案轿车后备厢共装有活体穿山甲

56 只，共计 247.88 公斤。阅读原文 

 

昆明公安“滇绿”行动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50 余件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189f2060154151ccaca191c.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604/20160418103816_14769.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189f206015429c3a0361a07.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x/201604/20160422100523_147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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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9，云南昆明——为有效保护珍稀动植物资

源，依法打击非法猎捕、出售、收购、贩卖、食用野

生动物和私挖滥采野生植物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巩固、

扩大“滇绿”专项行动的战果和战绩，4 月 27 日，昆明

市森林公安局 76 名民警分成 10 个行动小组，统一对

8 个有可能存在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行为的场所开

展突击清查行动。经过 4 个多小时的工作，森林公安

民警共查获疑似疑似犀盔鸟制品 7 件，疑似熊牙 1 颗，

疑似象牙制品 56 件，疑似象皮 0.145 千克，疑似蛇皮

1.435 千克。阅读原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45cc6301545d669dca01a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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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环境部首次公开销毁一吨象牙制品 

 

2016-04-02，意大利——据《每日邮报》报道，为了

惩戒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的非洲象牙偷猎行为，意

大利政府用大型推土机将非法象牙进行销毁。这些象

牙总计达到 1 吨，价值 360 万英镑（折合人民币 3300

万）。阅读原文 

 

肯尼亚 100 多吨象牙和犀牛角待焚毁 

 

2016-04-06，肯尼亚——肯尼亚政府 3 月 30 日宣布，

4月 30日肯尼亚总统肯雅塔将亲自参与焚毁105吨象

牙和 1.3 吨犀牛角的活动，以显示肯尼亚政府在推动

全球禁止象牙和犀牛角贸易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阅读原文 

泰国警方截获 315 公斤走私象牙 

 

2016-04-06，泰国——当地时间 4 月 5 日，泰国曼谷

素万那普国际机场海关截获 315 公斤(约合 694 磅)象

牙，价值达 2800 万泰铢(约合 79.2 万美元)。据悉，

这些象牙来自莫桑比克。阅读原文 

 

加拿大华裔男子将乌龟藏裤裆走私至大陆 

2016-04-13，加拿大——台媒称，加拿大华裔男子徐

凯（音）坦承自己为“筹措大学学费”而走私逾 1000

只乌龟至中国大陆。据台湾联合新闻网 4 月 12 日报

道，徐凯12日将回到密西根州安娜堡联邦法院受审。

他已承认有罪，并表示他为了减轻父母的财务负担，

而犯下此“可耻罪行”。报道称，徐凯于 2014 年在美

加边界遭逮，裤裆藏了 51 只乌龟。当局指控徐凯从

美国与加拿大走私乌龟至中国，或雇用某人将乌龟藏

在行李箱中，从美国偷偷运送逾1000只乌龟至中国。

此举恐将使他面临惨痛代价，美国密西根州检方拟对

他处以五年刑期。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4 月） 

http://news.china.com/hd/11127798/20160401/22354408_3.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6-04/06/c_128869476.htm
http://news.163.com/16/0406/08/BJV3G2PS000146BE.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604/20160413095246_147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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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莫桑比克举行野生动植物保护宣讲会 

2016-04-14，莫桑比克——中国国家林业局、海关总

署 12 日会同森林公安和中国对外承包商会，在莫桑

比克首都马普托举办野生动植物保护宣讲会，介绍非

洲地区野生物保护的严峻形势，以及中国政府打击濒

危野生动植物贸易犯罪的执法情况，呼吁华侨华人共

同抵制非法野生物贸易。中国驻莫桑比克大使苏健在

宣讲会上说，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是中国作为负责

任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中莫两国友好合

作的重要内容。他希望以此次宣讲会为契机，促使中

资企业和华侨社团在参与保护野生动植物这一人类

共同事业的同时，改善中国公民在当地生活及工作环

境。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中国项目主任周非发言

时播放了非法盗猎和买卖野生动物的视频，指出濒危

野生动植物制品市场的存在，使非洲象正面临灭顶之

灾。他说，自觉抵制买卖和运输濒危野生物制品，将

有助于减少盗猎，同时也避免随之而来的法律风险。

阅读原文 

 

非洲多国同意以行动严禁象牙贸易 

2016-04-19，非洲——正在开罗举办的非洲部长级环

境会议第六届特别会议期间，与会的非洲多国共同签

署大象保护倡议，同意采取切实措施严格禁止象牙贸

易，以实际行动保护非洲象。本届非洲部长级环境会

议以“2030 议程：非洲的政策与实施”为主题，于 16

日至 19 日举办，来自埃及、安哥拉、乌干达等 54 个

非洲国家的环境部长或有关官员参加会议。本届会议

主要讨论去年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的《巴黎协定》和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在非洲的落实。本届会议还就非洲国家发展可再生

能源，共同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等议题进行讨论。

为表达禁止象牙贸易的共同意愿，安哥拉等 13 个非

洲国家一同签署了大象保护倡议，其重点是通过诸如

关闭本土市场等措施保护非洲象。阅读原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189f20601540ffb4ccd1899.html
http://news.youth.cn/kj/201604/t20160419_788326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