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男子被控走私象牙制品 法庭上坚称自己无罪 

 

2016-06-01，北京——2016 年 5 月 30 日上午，北京市

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杨某东指使

杨某川（已判刑）用行李箱携带 31 件象牙制品，乘

坐 ET906 航班从多哥共和国洛美市出发，在亚的斯亚

贝巴转乘 ET604 航班，于北京时间 2012 年 9 月 30 日

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并将托运行李中

两个装有象牙制品的电脑包带入海关监管区内男厕

所，交给受杨某东指使前来接应的梁某某（已判刑），

利用梁某某持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控制区通行证的

便利，逃避海关监管，走私象牙制品 24.035 千克，价

值人民币 1 001 466.34 元。杨某东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被抓获归案。被告人杨某东对指控事实始终予以否

认，并对出示的证据逐一发表了反驳意见。目前，此

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大连海关查获走私完整虎皮 

 

2016-06-03，辽宁大连——大连机场海关与机场检验

检疫局近日共同查获一起濒危动物制品入境案，查扣

完整虎皮 1 张重约 2000 克（制成品后生物 DNA 被破

坏，已无法确定其虎种及来源）；象牙制品 2 件，重

约 10 克。据了解，涉案旅客为中国籍旅客蓝某，当

日，其乘坐 CA952 航班由东京入境，大连机场海关和

检验检疫局的旅检工作人员在对其大包行李进行 X光

检查时发现异常，进一步开箱查验后，竟发现一张完

整的虎皮及疑似象牙、珊瑚等制品。目前嫌疑人蓝某

已被批准逮捕，近期案件也将进入起诉阶段。阅读原

文 

 

2016“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卫士行动”颁奖典礼

举行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6 月）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6/06/id/1889248.s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lning/201606/20160603153239_15004.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lning/201606/20160603153239_15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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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3，北京——6 月 3 日，2016“打击野生动植

物非法贸易卫士行动”颁奖典礼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

举行。来自国家林业局、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政府

部门的领导、NGO 组织、企业界代表以及多家媒体参

加了颁奖典礼。朱时茂、李丁等明星也到来到现场，

倡议社会公众关注野生生物保护。经过专家评审，深

圳海关缉私局等 5 家单位和个人荣获卓越卫士奖、海

南海警第三支队等 12家单位和个人荣获优秀卫士奖、

企鹅爱地球联合项目等 3家单位和个人荣获倡导卫士

奖。阅读原文 

 

32 人贩卖熊掌穿山甲被判刑 

 

2016-06-07，浙江温州——2015 年，温州市永嘉县警

方侦破一起贩卖珍稀野生动物的大案，收购者、批发

商、农家乐经营者等共计 32 人参与该案，形成了了

一条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最终这些野生动物制品被端

上餐桌。这个贩卖珍贵野生动物的行为已经在这个犯

罪团伙里形成了一条相对比较完整产业链，里面有专

门的人员从境外购置大量的野生动物，然后通过一级

批发商和二级批发商层层分销给各大酒店和农家乐，

最终这个野生动物制品被端上餐桌进入食客口中。阚

某和妻子张某等人倒卖的“珍稀动物”，均被他们以高

价转卖给温州各地的农家乐和高档会所，以赚取其中

差价。去年 4 月，阚某被抓时，警方在其位于市区的

两处仓库现场查获了穿山甲 137 只、熊掌 57 只，合

计价值人民币 47 万余元。6 月 6 日，永嘉法院对该案

进行一审宣判，以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罪判处阚某等 32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三

年至拘役四个月缓刑八个月不等。阅读原文 

 

广西一团伙走私八根象牙被判刑 

2016-06-13，广西防城港——2015 年 5 月初，陈某霞、

曾某胜及武某胜(另案处理)合谋从越南走私 8 根象牙，

价值人民币 200 万元，进境出售牟利。曾某胜负责联

系越南象牙卖家，陈某霞负责联系国内买家，武某胜

负责在国内海边接货并驾车拉货至指定地点，同时曾

某胜、陈某霞还负责在象牙运抵境内后过驳时探路望

风。近日，防城港市中级法院一审依法判处被告人曾

某胜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

元；判处被告人陈某霞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 

人民币十万元；判处被告人赵某德有期徒刑五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判处被告人王某军有期徒刑五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黄某、曾某案发

时未满十八岁，是未成年人，免予刑事处罚。阅读原

文 

  

关检联合查获 800余株未申报多肉植物 

 

2016-06-15，辽宁大连——日前，大连海关隶属大东港

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603/14459252_0.shtml
http://zj.zjol.com.cn/news/361356.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x/201606/20160613093803_15028.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x/201606/20160613093803_150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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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和东港检验检疫局在对旅客行李物品进行共同

查验时，查获多肉植物 800 余株，涉及桃之卵、熊童

子、女王花笠等近百种。据了解，携带该批多肉植物

入境的是中国籍旅客。由于该名旅客不能提供输出国

家（地区）官方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工作人员当即

将物品全部暂扣，并将由检验检疫部门做销毁或退运

处置。阅读原文 

 

男子货车藏多种怀疑走私濒危物种离港被捕 

2016-06-15，香港——香港海关 13 日在落马洲管制站

截获一辆报称没有载货的出境货柜车，在货车的工具

箱内搜获一批濒危物种制品，包括 51.9 公斤疑似沉香

木、2.5 公斤疑似穿山甲鳞片、13 件疑似盔犀鸟嘴，

0.9 公斤鱼翅和 3.8 公斤燕窝，共价值 55 万港元。海

关人员随即将 57 岁的火车司机逮捕，案件仍在进一

步调查中。阅读原文 

 

海口蟒蛇皮走私案扩大至 11万余张 

2016-06-16，海南海口——海口海关今年 1 月破获的

案值 3.1 亿元走私进口蟒蛇皮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6

名。经深挖扩线，又发现犯罪嫌疑人还通过中越、中

缅边境闯关走私蟒蛇皮，案值由 3.1 亿元扩大至 8.06

亿元。经查，涉案公司以低报价格和闯关方式共走私

蟒蛇皮高达 11.1 万余张。目前，该关缉私部门已将涉

案公司以涉嫌“走私普通货物”和“走私珍贵动物及其

制品”双重罪名起诉至检察部门。案件仍在进一步审

理过程中。阅读原文 

 

西宁警方查获雪豹制品 

2016-06-17，青海——据群众报案，1 月 21 日，西宁

市森林公安局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某抓获和马某某，

依法查获雪豹死体 1 只。3 月 29 日，在准确掌握非法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嫌疑人活动规律及销售

渠道、窝藏地点等信息后，经过连续多日蹲点守候，

在德令哈市公安局的全力配合下，于 4 月 1 日晚，德

令哈市森林公安局抓获 3 名犯罪嫌疑人，查获雪豹皮

1 张、雪豹肉骨架 1 副。目前，两案件正在进一步审

理中。阅读原文 

 

首都机场员工帮人走私犀牛角获刑 6年 

2016-06-20，北京——2015 年 1 月，女子蔡亦蓉从国

外走私犀牛角 9.055 千克，价值 226 万余元，为了顺

利通过首都机场海关的检查，她通过王某（另案处理）

介绍找到闫亚清，闫亚清又找到机场工作人员邢军军。

邢军军帮忙走内部通道提取托运行李时，被安检部门

发现。近日，北京市高院终审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判处蔡亦蓉有期徒刑 11 年，判处闫亚清有期徒刑 6

年半，判处邢军军有期徒刑 6 年，并处罚金不等。阅

读原文 

 

广西防城港查获巨蜥穿山甲 66只 

2016-06-22，广西防城港——6 月 7 日 22 时许，广西

防城港市公安局交通巡控部特勤大队民警在滨海一

级公路西湾跨海大桥原收费站前方设点检查过往车

辆，在一辆大巴车的最下面发现了一个暗箱，撬开后

发现活体巨蜥 60 只，活体穿山甲 6 只。目前，查获

的巨蜥和穿山甲已全部移交当地林业公安局野生动

物保护中心。阅读原文 

 

云南最大网络野生动物非法贸易案告破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lning/201606/20160615112043_15041.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hongkong/201606/20160615151734_15042.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hn/201606/20160616153937_15049.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55995f33c047d.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606/20160620100332_15058.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606/20160620100332_15058.html
http://news.rugao35.com/newsshow-1775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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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2，云南——今年 5 月，云南省森林公安局

侦破的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稀濒危野生动物

案（“3·28”专案），打掉以昆明、红河为据点及中转站，

通过互联网面向全国非法从事野生动物交易的团伙，

也切断了一条从越南经河口、昆明走私、出售野生动

物的重要交易链。查获白掌长臂猿 4 只，蜂猴 8 只，

缅甸蟒 1 条 黄金蟒 1 条，猕猴 1 只，红瘰疣螈 32 只，

大壁虎 17 只，平胸龟 1 只。阅读原文 

  

香港警方缴获 4 吨穿山甲鳞片 

 

2016-06-28，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布消息

称，上周四香港警方缴获了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非洲

穿山甲鳞片。这些鳞片重达 4 吨，藏在一批来自喀麦

隆的货物中，上面的标签显示“塑料片”。根据国际自

然保护联盟（IUCN）的说法，这代表有 1100 只到 6600

只穿山甲因此遭劫，鳞片总价值在 125 万美元。阅读

原文 

香港销毁重约 1.5 吨充公象牙 

 

2016-06-29，香港——香港销毁充公象牙行动于 2014

年 5 月启动。港府渔农自然护理署先后 20 次销毁约

28 公吨在过去的执法行动中捡获的象牙。分阶段销毁

政府库存充公象牙的行动 6 月 29 日完成，最后一批

重约 1.5 公吨的象牙于青衣化学废物处理中心进行焚

化。阅读原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5734e6c60052f.html
http://travel.163.com/16/0628/11/BQL4SJND00063KE8.html
http://travel.163.com/16/0628/11/BQL4SJND00063KE8.html
http://www.tetimes.com/2016/0629/351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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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海关查获走私象牙 150 公斤 

2016-06-11，科特迪瓦——科特迪瓦警方日前在该国

西南部查获 24 根走私象牙，总重量超过 150 公斤。

科特迪瓦海关总署在公告中说，警方 6 月 8 日在科西

南部阿博伊索至博努阿公路段查获这批来自尼日利

亚，经加纳被运至科特迪瓦境内，准备运往首都阿比

让。阅读原文 

 

新加坡销毁走私象牙及制品 

 

2016-06-14，新加坡——新加坡农粮兽医局 6 月 13 日

销毁了 7.9 吨价值超过 1300 万新元（约合 6292 万元

人民币）的走私象牙及象牙制品。主持此次销毁行动

的新加坡内政部、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李智陞说：

“打击非法贸易活动不仅需要密切的国际合作,也需要

公众和非政府组织的帮助”。阅读原文 

 

芬兰航空加入行业宣言遏制濒危野生动物非法交易 

2016-06-20——芬兰航空近日签署了旨在遏制野生动

物和野生动物制品非法运输及交易的《白金汉宫宣

言》。该宣言目的在于加强与政府部门和动物保护组

织的伙伴关系，全力遏制濒危野生动物非法交易与走

私。今年三月，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代表其 265 个

成员航空公司签署了野生动物保护联盟宣言。包括芬

兰航空在内的 20 家主要航空公司，还作为独立签署

人签署了该宣言。阅读原文 

 

南苏丹截获大批运往马来西亚的象牙 

 

2016-06-29，南苏丹——6 月 24 日，在南苏丹在南苏

丹朱巴国际机场截获的 1 吨多的象牙及其制品。这批

象牙在一架由乌干达恩德培国际机场起飞的埃塞俄

比亚航空公司航班上被查获，目的地是马来西亚，一

个备受“青睐”的中转国。与此案相关的两名罪犯已被

逮捕，政府官员目前向邻国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寻求

帮助进行调查。南苏丹是非洲之角野生动物执法网络

(HAWEN)的八个参与国之一。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6 月） 

http://news.ifeng.com/a/20160611/48955554_0.shtml
http://news.ifeng.com/a/20160614/48997110_0.s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568b3813c04a1.html
http://gongyi.ifeng.com/a/20160629/41630984_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