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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走私玳瑁壳被判 4 年 

2016-07-02，北京——26 岁男子王某某自 2008 年开始在

古巴留学。为了高额报酬，2015 年 5 月 5 日他乘飞机从

古巴携带重量超过 28 千克、价值 20 余万元的玳瑁壳夹

带在书本中，并以胶带裹缠，胶带上写有“天然树脂”字

样，企图走私过关。庭审中，王某某的辩护人称，玳瑁

甲片在来源国被允许自由买卖，而王某某长期在国外留

学，对国内最新相关司法解释缺乏了解，认识上存在错

误。近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制

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 4 年。阅读原文 

 

非法收购 4 只穿山甲被起诉 

2016-07-04，福建连城—— 2016 年 1 月 15 日上午，连

城森林公安分局刑警队通过群众匿名举报称，在连城县

莲峰镇某村村民童某家中查获冰冻穿山甲死体 4 只。经

查，童某于 2015 年 5 月期间，从广州以每斤 280 元的

价格非法收购 4 只冰冻穿山甲死体后，放至家中冰柜准

备用于倒卖。6 月 23 日，犯罪嫌疑人童某因涉嫌非法收

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移送当地人民检察院。阅读

原文 

 

北京最大买卖象牙熊掌案开庭 

 

2016-07-07，北京——在利益驱动下，朝阳区开店的男

子滕某等人通过朋友牵线搭桥非法收购、出售象牙、犀

牛角、熊掌等珍贵野生动物制品，涉案物品价值高达

1600万元。其中包括犀牛角原料 9件，价值 223万余元；

犀牛角 3 段，价值 29 万余元；犀牛角制品价值 22 万余

元；象牙 500 余千克，价值 1300 余万元；象牙手镯若

干个，价值 4 万余元。此外，还有熊掌 35 只，价值 17

万余元；穿山甲甲片 4 片，价值 108 元；盘羊角 2 件，

价值 1 万余元。2014 年年底至 2015 年 7 月间，涉案人

路某帮助滕某租下库房用于存放象牙等违禁品，公安机

关在该处库房查获象牙327.255千克，价值795万余元。

另一涉案人邓某将其租用的库房无偿提供给滕某用于

存放象牙等违禁品，公安机关在该库房内查获 8 根象牙

及一个象牙装饰炉，价值 189 万余元。昨天，滕某等 6

人在西城法院出庭受审。阅读原文 

 

无锡首例走私濒危植物案开审 

2016-07-12，江苏无锡——南京海关在工作中发现沈某

等人有从德国走私濒危植物的重大嫌疑。2015 年 5 月

20 日，中德海关组织力量同时行动，中方无锡海关抓获

本案的被告人沈某、方某、时某等人，现场查扣涉嫌走

私的濒危多肉植物 270 余株；德方也抓获了相关犯罪嫌

疑人，现场查扣涉嫌走私的多肉植物 800 余株。此后，

南京海关隶属无锡海关缉私分局在上海抓获犯罪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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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蔡某，查封存放走私入境濒危野生植物的大棚一个，

现场查扣走私入境濒危野生植物 129 株。经审查核实，

2011 年 10 月至 2015 年 4 月间，被告人沈某单独或伙同

被告人方某、时某等人，走私进境列入《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的濒危植物 1500 余株，金额共计

折合人民币 59 万余元。阅读原文 

 

携 33 片玳瑁入境违法 

2016-07-15，福建厦门——5 月 2 日，一名中国籍男性旅

客搭乘 MF868 次航班由雅加达飞抵厦门，在通过海关监

管区时选择无申报通道通关。现场关员在例行检查时发

现，该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 33 片玳瑁制品。该名旅

客自称在国外以低价购买，准备带回国内当成“小纪念

品”送给亲友。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

步调查处理。阅读原文 

 

罗湖交警查出 25 只穿山甲 

2016-07-16，广东深圳—— 7 月 15 日上午 9 时许，罗湖

交警大队民警在深南东路与文锦中路路口对一辆粤A牌

小车进行检查时，该车驾驶员没系安全带，也不提供任

何有效证件，司机和副驾驶乘客突然打开车门逃窜，执

勤民警追出 200 多米将驾驶员制服，另外一人逃离现场。

随后，民警对违法车辆进行检查，发现车内后排与车尾

厢用行李袋装了 25 只穿山甲，以及 3 副假车牌，车辆

本身也是套牌车。阅读原文 

 

倒象牙接力进京 6 人涉案被公诉 

2016-07-19，北京——2015 年 5 月 21 日上午，北京市公

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接匿名举报，称有一辆白色宝马车将

于当天下午偷运象牙到大兴区。当晚，民警在大兴区一

农家院内将正在对象牙称重的方某等 2 人抓获。2015

年 5 月至 8 月，警方又陆续将殷某、赵某兄弟等 4 人抓

获。经鉴定，涉案象牙均为亚洲象或非洲象所有，重量

共计 100 余千克，涉案金额 260 余万。据悉，赵某一直

从事象牙买卖，他从日本购买象牙，随后雇人运入香港，

再通过物流将象牙运至广州，发快递到威海。近日，西

城检方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和以

涉嫌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分别

对赵某兄弟及殷某等 4 人提起公诉。此案为北京市森林

公安局“5.21”专案的后续进展。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查获约 7.3 吨疑似穿山甲鳞片 

2016-07-20，香港——香港海关人员 7 月 19 日通过风险

评估，抽查一批由尼日利亚抵港报称为“660袋回收碎胶

片”的货柜货物，查获约 7300 千克疑似穿山甲鳞片。目

前，海关人员将这一批疑似穿山甲鳞片扣留并做进一步

调查。阅读原文 

 

“停止购买象牙活动”呼吁公众支持象牙禁贸 

 

2016-07-20，北京——7 月 12 日，在摩纳哥公国驻华大

使馆举办的摩纳哥阿尔贝二世亲王基金会“守护生命 

刻不容缓”野生濒危动物保护展览上，“停止购买象牙活

动”启动。此次活动通过展示非洲象所面临的生存危机

及全世界为保护非洲象所做出的努力，呼吁公众支持禁

贸政策，保护野生动物，停止象牙消费。本活动由世界

自然基金会（WWF）和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http://www.gywb.cn/content/2016-07/12/content_5077287.htm
http://tech.gmw.cn/newspaper/2016-07/15/content_114210010.htm
http://stock.qq.com/a/20160716/005022.htm
http://news.ifeng.com/a/20151013/44821978_0.shtml
http://money.163.com/16/0719/10/BSB3UU0R00253B0H.html
http://www.xinhuatone.com/detail.jsp?con_id=828431&class_id=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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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联合开展。阅读原文 

 

男子运输穿山甲制品受审 

2016-7-22，广东广州——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午，一个

微信名为“山 SSS 鸽”的男子通过微信联系到金某，雇其

开车到福建省漳州市找“小陈”运输野生动物穿山甲，运

费是 7000 元。次日，金某到福建漳州与 “小陈”将三箱

用泡沫箱包装的冰冻穿山甲共 93 千克装上面包车，随

后金某驾车返回广州。金某途经大埔县西河高速路检查

站时，被执勤民警当场查获并扣押了车里装载的穿山甲

死体 9 只、穿山甲肉块 8 块。日前，金某因非法运输珍

贵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大埔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

三年，并处罚金 6000 元。阅读原文 

 

“中非野生动物保护论坛” 搭建众议共赢平台 

 

2016-7-22，北京——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自然资

源保护协会、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商道纵横共

同举办的首届“中非野生动物保护论坛”在京召开。来自

国家林业部门、联合国环境署、金融机构、企业、行业

商会和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等单位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和

机构代表出席了本次论坛。来自肯尼亚、南非和坦桑尼

亚的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官员及驻华使馆代表也应邀参

加了活动，并与其他与会代表一起见证了“中非野生动

物保护云图项目”微信服务号的启动。阅读原文 

 

航空公司员工走私珍稀陆龟 316 只 

2016-07-28，广东广州—— 2014 年 3 月，被告人黄某哲

与同案人梁某亨（另案处理）为谋取非法利益，组织策

划并筹集资金计划销售走私陆龟牟利。黄某哲的父亲黄

某志负责到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收购陆龟，由当地人偷运

上飞往中国的航班，同案人梁某亨负责联系在广州某航

空公司工作的陈某羿接手陆龟，利用机场员工通道走私

4 批陆龟，共计 316 只。7 月 26 日，广州中院一审以走

私珍贵动物罪，判处黄某哲有期徒刑 11 年，罚金 50 万

元；其他 6 名团伙成员分别被判处 1 年 9 个月至 7 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阅读原文 

 

云南腾冲两人走私活穿山甲被擒 

 

2016-07-28，云南腾冲——7 月 26 日 19 时 40 分许，云

南公安边防总队腾冲边检站执勤人员在对一辆缅甸入

境微型车进行检查时，在其副驾驶座前发现一黄色编织

袋内装有活体动物，随即实施了重点检查，当场查获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活体穿山甲 2 只，抓获犯罪嫌疑人 3 名、

涉案摩托车、微型车各 1 辆。目前，此案已移交当地森

林公安进行处理。阅读原文 

 

倒卖象牙制品被抓 称“没想到会查” 

2016-7-31，江苏南京——近日，雨花台公安分局破获三

起非法收购、出售象牙制品案件，嫌疑人通过微信从上

http://www.greentimes.com/green/news/gjhz/hzxm/content/2016-07/20/content_340343.htm
http://mzrb.meizhou.cn/html/2016-07/22/content_114728.htm
http://www.syntao.com/News/SyntaoNews_Show_CN.asp?ID=18344
http://news.sina.com.cn/c/2016-07-28/doc-ifxunyya2503940.shtml
http://www.china.com.cn/shehui/2016-07/28/content_389761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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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收购来象牙制品，不仅在实体店售卖，还在朋友圈里

进行广告宣传。经进一步调查，雨花台警方成功摧毁了

四个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窝点，

抓获嫌疑人 13 人。目前，三人已经被雨花台警方刑事

拘留。阅读原文 

 

梅州公安查获穿山甲鳞片 130 千克 

2016-07-31，广东梅州——梅州市、蕉岭县两级森林公

安日前与地方公安机关密切配合，及时侦破一宗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抓获犯罪嫌

疑人 2 名，收缴穿山甲鳞片 130 千克。目前，犯罪嫌疑

人柳、叶两人因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罪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中。

阅读原文 

 

http://news.sina.com.cn/o/2016-07-31/doc-ifxunzmt1917722.shtml
http://news.gmw.cn/newspaper/2016-07/31/content_1147423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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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越南成最大非法象牙市场 

 

2016-07-24——美媒称，动物保护组织“拯救大象”说，越

南是全球最大的非法象牙市场之一，并且日益受到中国

买家的青睐。报道称，过去几年来，象牙价格，尤其是

中国的象牙价格，已经翻了两番，达到每千克 2000 美

元。阅读原文 

 

外媒：俄罗斯查获 525 只走私运往中国熊掌 

2016-07-31，俄罗斯——俄罗斯海关和安全局在反走私

行动中发现了 525 只熊掌，价值估计为 37 万英镑（约

合 324 万元人民币）。在西伯利亚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发

现的这艘船上还有近 4000 张貂皮，价值 11.5 万英镑（约

合 100 万元人民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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