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5 月）
2016-05-11，浙江诸暨——2015 年 7 月 17 日早上 6
海口市森林公安侦破首例跨省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

点多，诸暨森林公安值班室民警接到了这样举报，在
一辆面包车后备箱查获一副狮子骨架，连骨头带肉大

2016-05-03，海南海口——2015 年 9 月初，根据举

概 20 公斤。当天晚上 7 点多，侦办小组赶到磐安县

报，海口市森林公安局民警发现网络上“网上查询宠

安文镇陈某的家中搜查。查获豹猫一只，巨蜥两只，

物店”。通过与深圳、杭州等地警方的密切合作，初
步将嫌疑目标锁定为在海口市注册的黄某。9 月 30 日，

楼梯下的一个暗室里藏着 3 只活的穿山甲。还有一台
冰柜里放着 6 只穿山甲冻体和一只黑熊掌。
民警发现，

经过侦查，民警当即决定对这起网络非法贩卖珍贵濒

陈某的电脑、账本、手机里都写满了他非法交易珍稀

危野生动物活动进行了收网行动，并当场在该窝点内

野生动物的记录。原来，四五年前开始，陈某就四处

将准备出货的犯罪嫌疑人黄某运实施抓捕，现场缴获

打听哪些地方能收购珍贵野生动物。他的上家分布极

16 只的卡达陆龟、豹纹陆龟和印度星龟。对犯罪嫌疑
人黄某运审讯后发现，在该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背后，

广，覆盖广东、湖南、河南、江西、上海、广西、福
建等省。而陈某的下线更是多得数不清。就这样，持

还存在着庞大的上游和下游犯罪链条，形成一个波及

有一般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的陈某，却悄悄地干着非

全国的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网络，涉及海南、广东、广

法的勾当。经过警方细致的核实定价，该案涉及金额

西等多个省市。经过民警八个多月的缜密侦查，专案

高达 4000 多万元。目前，已有 46 名违法犯罪嫌疑人

组民警找到了黄某运的下线，身处海南儋州的买家吴

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阅读原文

某，并迅速赶到其工作单位将其抓捕归案。目前，涉
案的 2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人民检察院起诉。阅读
原文

广西物流车内查获疑似象牙制品约 10 公斤
2016-05-12，广西——广西边防部门近日在中越边境
厦门一男子因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获刑

检查站开展例行检查时，在一辆东兴开往南宁的重型
厢式物流货车上，查获疑似象牙珠子 766 颗、项链 104

2016-05-05，福建厦门——2015 年 5 月 13 日，被告

条、手串 11 串，共计重约 10 千克。经询问物流司机，

人俞某在厦门高崎机场入关时查获 300 多个濒危野生

他只是负责物流包裹的运输工作，对车厢内的物流包

动物制品，包括 343 个非洲狮爪， 4 颗非洲狮牙、10

裹藏有疑似象牙制品并不知情。目前，楠木山边境检

颗豹牙，价值民币 20.2 万元。近日，福建省厦门市中

查站执勤官兵已将这批非法运输的疑似象牙制品查

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宣判，被告人俞某犯走私珍贵

扣做进一步调查处理。阅读原文

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3 万元。阅读原文

温州男子摆摊卖象牙制品被判刑
诸暨破获特大贩卖野生动物案

2016-05-13，浙江温州——在温州妙果寺古玩市场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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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的浙江兰溪男子刘某 2 月 27 日开始销售象牙制品
和其他古玩商品。日前，公安人员在上述摊位现场查
获 9 件疑似象牙制品，其中 1 件为笔筒造型，8 件为
八仙人物造型，重 0.988 千克，价值 4.1 万余元。近
日，鹿城法院宣判了一起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案，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
处罚金 1 万元。阅读原文
2016-05-13，香港——5 月 12 日凌晨，香港海关在流
浮山一带进行反走私行动，期间于岸边发现有人将大
量货物逐一搬上一艘快艇，遂采取行动，最终查获约

皇岗海关查获穿山甲的鳞片 18 公斤

130 公斤怀疑属于濒危物种的穿山甲的鳞片及约 310
公斤动物皮草，总值约 200 万元。目前，海关人员已
扣留该批穿山甲鳞片及动物皮草作跟进调查。阅读原
文

广西东兴海关查获活体穿山甲 15 只
2016-5-19，广西东兴——近日，广西东兴海关缉私部
门根据群众线索举报，锁定涉嫌从越南经中越界河北

2015-05-13，广东深圳——5 月 11 日，皇岗海关下属

仑河偷运穿山甲进入我国境内售卖的可疑船舶。缉私

福田口岸旅检入境大厅，一位中年女性旅客拖着一个

民警于 5 月 17 日清晨在东兴市某市场临河岸边附近

大箱子，身背一个黑色大背包经过入境海关监管区。

布控，经过近五个小时的蹲守，缉私民警将犯罪嫌疑

这位旅客携带物品非常多，关员要求旅客将全部行李

人抓捕，查获活体穿山甲 15 只。目前，缉私部门已对

过 X 光机进行图像检查。这位旅客的背包内携带着 42

该案进行立案侦办。阅读原文

部三星手机、27 个固态硬盘，并小心翼翼取出了一个
用透明胶纸层层捆扎的白色塑胶袋。经过进一步检查，
关员发现旅客行李箱中装着的 3 包物体全部为穿山甲
鳞片，总计达 18 公斤。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

东兴男子出租屋网售野生动物被查

门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查获涉嫌走私穿山甲鳞片 13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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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0，广西东兴——5 月 16 日上午，东兴边防

红二黑三白”的网友。在文玩界，“一红二黑三白”

派出所民警对辖区的出租屋进行走访时，在东兴市北

分别特指盔犀鸟头冠骨、犀牛角和象牙工艺品。2013

仑大道某出租屋内发现大量野生动物，随即封锁现场

年 10 月至 2014 年 2 月，
杨晓晓以 91 万余元的总价，

并联系东兴市森林公安局处理。最后，该所民警配合

分 8 次从上家收购 12 件工艺制品，再以 136 万余元

森林公安民警共在出租内搜出冠斑犀鸟 6 只，水貂 3

的总价，通过快递邮寄或托人携带等方式分别卖给下

只，非洲迷你刺猬 453 只，密袋鼠 112 只，西班牙睡

家。今年 5 月 23 日，四川森林公安破获近十年最大

鼠 34 只，土拨鼠 7 只，松鼠 2 只，玉米蛇 20 只。经

贩卖珍稀野生动物工艺制品案，在成都市武侯法院一

查，民警发现嫌疑人李某在网上开了一家网店，这些

审判决。杨晓晓因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野生动物就是他在网上兜售的宠物，并通过快递销往

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

全国各地。目前，涉案物品和人员已移交给森林公安，

元。其下线涂峰因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0
元。阅读原文

小伙偷运穿山甲鳞片 5 公斤被查

2016-05-24，广西南宁——5 月 18 日晚 9 点，南宁
市公安局五象警务站的民警巡逻到广西规划馆附近
时，发现一辆面包车走走停停，行迹十分可疑，于
是民警上前排查。民警从面包车里搜出一个蛇皮
袋，共装有 5 公斤的穿山甲鳞片。除此之外，民警
在车上还搜出了一把管制刀具。目前，这名男子已
经被移交森林公安做进一步处理。 阅读原文

微信卖犀牛角一天净赚 32 万
2016-05-30，四川成都——2013 年 10 月，杨晓晓通
过一个名为“文玩汇”的软件，认识了一个名叫“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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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将在全境禁止象牙贸易 系欧洲第一国
起底中国"象牙女王"杨凤兰 被指形同黑帮头目
2016-05-03，法国——法国生态能源部部长塞格林•
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4 月 30 日出席肯尼亚首都
内罗毕焚毁象牙活动，并表示法国全国境内将全面禁
止象牙贸易，并希望将此举推广至欧洲各国。法国在
2015 年已经禁止出口天然象牙，并通过制定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相关法律来加大对个人违法或团体走私的
罚款力度，以此打击非法商贩。阅读原文
2016-05-15——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5 月 9 日报道，
杨凤兰被控作为非洲最大象牙走私团伙的头目将价

国际刑警组织破获两个走私象牙和犀牛角犯罪网络

值 250 万美元(1628.5 万元人民币)的 700 多根象牙

2016-05-05——国际刑警组织 5 月 4 日宣布，他们破

从坦桑尼亚盗运至远东。报道称，杨凤兰否认全部指

获了两个有组织犯罪网络，抓获了一名涉嫌在东非和

控。她的审判原定 5 月 9 日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已

南部非洲国家走私象牙和犀牛角的嫌疑人，并向另外

被推迟两个星期。调查人员透露，杨凤兰是非法象牙

三人发出了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称，这两个有组织

贸易中的重要人物。十多年来，她担当了东非象牙偷

犯罪网络至少从东非和南部非洲国家向亚洲走私了

猎者与中国买家之间的关键纽带角色。坦桑尼亚国家

8635 公斤的象牙和 53 公斤的犀牛角。阅读原文

和跨国重罪调查组追查了她一年多的时间，并于 2015
年 10 月在一次高速追车行动中将其逮捕，并指控她
在 2000 至 2014 年间走私象牙。杨凤兰否认针对她的
指控。如果被判有罪，她面临最多 30 年监禁。阅读

美国前哲学教授向中国走私象牙被罚 50 万美元

原文

2016-05-10，美国——媒体援引检察官消息报道称，
一名美国明尼苏达州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前哲学教授
因从美国向中国走私象牙和犀牛角被处以 50 万美元

英古董商被迫“自毁”含象牙古董

罚款。这名前教授还被判处三年缓刑和 150 小时社会
劳动。他的律师认为判决是公正的。该男子此前承认，
曾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0 年将象牙和犀牛角走私至中
国。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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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官员呼吁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2016-05-26，南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副执行主任
易卜拉欣·蒂亚乌 24 日在正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二届
联合国环境大会说，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仍然是当今全
球挑战之一，非洲大陆尤其深受其害。他呼吁国际社
会加强合作，加大力度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蒂亚
乌表示，增强各国信息共享是打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
活动的关键之举，非洲国家在加强国内反盗猎、反非
法野生动物贸易举措的同时，应加大与国际社会的合
作，以更好保护非洲宝贵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阅读原
文
2016-05-22，美国——近日，一些前往美国迈阿密参
加古董交易会的英国古董商，因其所携带商品含有少
量象牙成分，在美国海关的要求下，他们被迫“自毁”
了一些价值连城的古董。2015 年，美国出台了一项新

违规拍卖象牙 佳士得认罚

法律，禁止任何象牙制品入境，不论其年代多么久远。

2016-05-26，英国——英国伦敦警方 24 日说，佳士

阅读原文

得拍卖行拍卖的一根象牙没有必要的野生动物保护
文件许可，违反了《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被处
以 3250 英镑(约合 4750 美元)罚款。伦敦肯辛顿与
切尔西区野生动物保护官员罗伊娜·罗伯特说，
“涉
案象牙虽然镶嵌了银饰，但仍是未加工的象牙，没有

印尼烧珍稀动物制品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

必要法律文件就不能销售”。佳士得拍卖行表示接受
处罚，称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佳士得重视濒危物种保
护，现已开展员工培训。
“佳士得拍卖行坚决谴责任
何为获取象牙而猎杀大象的行为，不会销售现代象
牙和任何年代未经加工的象牙。”这根象牙持有人现
年 63 岁，已被指控。阅读原文

2016-05-24，印度尼西亚——当地时间 5 月 23 日，

南苏丹逮捕一名走私穿山甲肉中国男子

印尼班达亚齐林业部门焚毁了一批收缴的由珍稀动
物制成的消费品。这些非法物品都是当地从野生动物

2016-05-30，南苏丹——南苏丹当局抓捕了一名中国

偷猎者以及非法贩卖者手中缴获的。阅读原文

石油工人。他据称通过该国的帕洛伊奇油田走私濒临
灭绝的穿山甲的肉。5 月 25 日，一名中国男子在朱巴
国际机场被工作犬嗅出行李箱中藏有 10 公斤冷冻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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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甲肉。根据国家野生动物服务部门外联主任哈米
斯·阿迪恩提供的文件显示，这名中国男子在帕洛伊
奇油田工作。目前，这名男子已被释放。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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