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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组织建议尽快全面禁止象牙贸易 

2016-09-01，北京——9 月 1 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国

际野生动物贸易研究组织联合发布的《拯救大象的行

动：中国象牙禁贸可行性评估简报》中显示：调查团

队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厦门 5 城调查了 189

家店铺，发现其共计出售 1519 件非法象牙制品，平

均每家店铺出售 8 件制品。另外，该团队监测的 31 个

网站在 2016 年 1 月至 6 月发布涉及 9 个濒危物种的

新增广告 5543 条，其中象牙广告最为常见，有 4147

条，占 75%。同时，社交媒体已成为当前非法象牙交

易的主战场。报告称，调查的 46 家象牙合法销售点

中还存在 13 家不摆证、物证分离、出售时不给证的

情况，20 家未使用警示用语标牌或且未散发宣传资料，

违规比例为 63%，存在“洗白”非法象牙嫌疑的门店占

28.3%。报告认为，禁贸所面临的行政或法律障碍并不

大。加工和销售许可证有效期为两年，当有效期满而

政府不再发放许可证时，国内商业性禁贸便可实现。 

阅读原文 

 

南京警方赴闽抓“象牙贩子” 缴获象牙制品 800 多件 

2016-09-02，江苏南京——7 月份，南京雨花台警方破

获了 3 起非法收购、出售象牙制品案件，抓获嫌疑人 

13 人。近日，雨花台警方对案件进行深入挖掘，赶赴

福建抓获了一名 "卖货 "的上家，并在其住处缴获象

牙制品 800 多件，涉案价值数十万元。目前，30 岁

的李某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罪已经被南京雨花台警方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阅读原文 

非法销售濒危野生动物 南京多名嫌疑人被抓 

2016-09-06，江苏南京——今年 8 月初，南京市鼓楼

区公安分局食药环侦大队在辖区内检查时发现，部分

宠物店、水族馆非法销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随即组

织派出所民警展开侦查。8 月 23 日上午，警方组织鼓

楼派出所、江东派出所、挹江门派出所在辖区内三家

宠物店中抓获犯罪嫌疑人邵某、王某、陈某等 6 人，

共缴获黄斑侧颈龟 6 只、高冠变色龙 6 条、美洲绿鬣

蜥 1 条、杰克森变色龙 1 条、七彩变色龙 1 条。目前

这些动物已被送往动物园照料。经审查，6 名犯罪嫌

疑人分别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大理古城商铺中查获 71 件象牙制品 

2016-09-06，云南大理——大理州森林公安局接群众

举报称，有人在大理古城洋人街 119 号商铺出售象牙

制品。接警后，警方立即出动，于 14 时 6 分在这家

商铺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71 件，经鉴定，全部为亚洲

象象牙制品，重量合计 2902.43 克，价值 12 万余元。

赵某某的行为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罪，已于 9 月 10 日被大理州森林公安局刑事拘

留。目前，该案正在办理当中。阅读原文 

宁波海关查获 58 公斤走私穿山甲片 

2016-09-09，浙江宁波——2013 年 9 月，犯罪嫌疑人

冯某在尼日利亚工作期间，在当地收集购买了大量穿

山甲甲片，通过对甲片进行清洗、挑选、包装后，将

58 公斤穿山甲甲片混入自己公司向宁波某公司出口

的塑料毛瓶片集装箱中夹带入境。日前，该案已由宁

波市人民检察院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阅

读原文 

广西连续查获走私野生动物案走私手法日趋复杂 

2016-09-09，广西南宁——今年以来，广西扎实开展

“国门利剑 2016”联合专项行动，反走私综合治理工作

成效显著。南宁海关、自治区公安厅、广西公安边防

China’s Wildlife Enforcement News Digest (September 2016) 

 

http://news.163.com/16/0902/19/BVVUB11600014SEH.html
http://news.gmw.cn/newspaper/2016-09/02/content_115856253.htm
http://www.njdaily.cn/2016/0906/1476994.shtml
http://news.cqnews.net/html/2016-09/18/content_38592697.htm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zjiang/201609/20160909102936_15284.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zjiang/201609/20160909102936_152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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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队等执法部门紧密配合，坚持强化协同管控，严厉

打击整治中越边境非设关地走私，始终保持严打高压

态势，取得良好效果。2016 年 5 月 17 日，广西查获

一起涉嫌走私穿山甲案件，查获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

物活体穿山甲 15 只；6 月 13 日，查获一起涉嫌走私

食蟹猴案件，查获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活体食蟹猴

10 只。广西各执法部门高度负责，注重加强情报搜集

经营和边境管控排查力度，同时，加强与越方联系，

进一步健全跨境合作机制，有力打击濒危野生动物跨

境走私活动。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查获盔犀鸟头骨 

 

2016-09-09，香港——香港海关查获了一批盔犀鸟的

头骨，走私者称这是“野鸡的头骨”。尽管盔犀鸟已经

被华盛顿公约列入附录 I 物种，因其头骨极为珍贵的

价值，盔犀鸟依然是盗猎者抢下的头号目标。直到今

天，仍然有很多人在竞相收藏盔犀鸟的头骨，这也让

盗猎者们愈加猖獗。仅 2013 年，在婆罗洲的西加里

曼丹省，就有 6000 多只盔犀鸟被捕猎。阅读原文 

特大非法贩卖高鼻羚羊角案告破 涉案价值达 3.2 亿 

2016-09-09，中国——新疆、四川、北京等地森林公安

机关日前成功侦破一起特大非法贩卖高鼻羚羊角案，

打掉一条自西北边疆走私入境野生动物制品的地下

交易链条，查获高鼻羚羊角 1502.5 公斤，涉案总价值

高达 3.2 亿元。阅读原文 

河南许昌查获象牙制品逾两百公斤 

 

2016-09-12，河南许昌——森林公安局通报称，经过数

月的侦破，民警奔赴广东、天津、福建等 12 个省市，

辗转 6 万多公里，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 21 名，查获

象牙制品 207.4 千克、犀牛角制品 17.07 千克，成功

侦破一起案值高达 1281.62 万元的特大非法收购、运

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目前，犯罪嫌疑

人张某、王某、雷某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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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捕，13 人被取

保候审。另外发现 400 多个涉案人员线索，已经移交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阅读原文 

广西防城港边防查获 153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海龟

幼崽 

 

2016-09-20，广西防城港——广西防城港市边防支队

横江边境检查站的执勤官兵在检查岗对一辆从东兴

开往北海的客车例行检查时，注意到车的行李层有 3

个白色泡沫箱，里面传出悉悉索索的声音，开箱检查

后，发现箱内装有密密麻麻的活体玳瑁幼崽 153 只。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70c969a190f5e.html
http://finance.qq.com/a/20160909/021194.htm
http://news.163.com/16/0908/11/C0EITO5K00014SEH.html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9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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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批海龟幼崽已移交当地渔政部门放归大海。

阅读原文 

天津海关查获濒危物种制品 

 

2016-09-20，天津——日前，天津海关隶属机场海关在

一名旅客托运行李中查获玳瑁、极乐鸟、爪哇鹿、海

豹、柳珊瑚等动植物及制品合计约 10.7 千克。阅读原

文 

广东截获 61 只非法运输活穿山甲 

 

2016-09-28，广东湛江——湛江市、肇庆市等地森林公

安部门相继破获了一批案件。其中，高要市森林公安

分局在开展的专项行动中查获侦破一宗特大非法运

输野生保护动物及其制品案，查获活体穿山甲 61只。

9 月 23 日，在广东肇庆广昆高速白土收费站，警方控

制了一辆小轿车，检查发现并依法扣押活体穿山甲 61

只，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斌。经警方审讯，犯罪

嫌疑人吴某斌（男，36 岁，广西钦州人）当日伙同“陈

二”（广西防城港人，具体姓名不详，在逃）从广西

防城港市驾车运输穿山甲，准备到广东各地出售。该

案已被立为特别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犯人吴某斌被

警方刑事拘留，现羁押于肇庆高要看守所。阅读原文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6/09-20/8009239.shtml
http://news.hexun.com/2016-09-20/186103223.html
http://news.hexun.com/2016-09-20/186103223.html
http://news.163.com/16/0927/18/C207OG9K000146B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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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发布《英国象牙市场快速调查报告》 

2016-09-04，英国——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TRAFFIC）四月的市场调查显示，尽管英国伦敦古董

象牙实体市场的规模似乎已经减小，但仍有数以千计

的古董象牙在售，并在网络市场发现规模与之相当的

古董象牙贸易。日前，TRAFFIC 调查人员走访了伦敦

13 个古玩市场以及两个古玩商店集中的区域，还进行

了网络贸易调查，记录市场上在售的象牙制品数量和

广告数量。调查报告《英国象牙市场快速调查》正式

对外发布。阅读原文 

津巴布韦为防止犀牛被猎杀 将为境内成年犀牛去角 

2016-09-05，津巴布韦——津巴布韦保护机构 ATZ

（Aware Trust Zimbabwe）30 日表示，为了防止犀牛

角被盗猎，会为境内 700 头的成年犀牛进行去角

（dehorn），以阻止猖獗的违法行为。据统计，去年

非洲一整年至少有 1,338 头犀牛受到盗猎者残忍的猎

杀，其中在国家公园保护区就有 50 头。阅读原文 

荷兰抓获 3 名野生动物走私犯 

 

2016-09-07，荷兰——三名西班牙籍公民因涉嫌走私

动物被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海关逮捕。这三人均从墨

西哥经阿姆斯特丹机场返回西班牙。检查发现，他们

的手提箱中含 259 只活体动物，包括 14 只大蜥蜴、

鬣蜥、龟和蛇等，在黑市上可以卖出 6万英镑的高价，

合人民币大约 53.7 万元。这些动物大部分都奇迹般地

生存下来，仅有 10 只死亡。目前，这些动物已被安

置到安全的地方进行保护。阅读原文 

海关官员：携带象牙制品入关均会被没收 

 

2016-09-08，美国——野生救援组织（WildAid）与联

邦鱼类和野生动植物管理局 7 日于洛杉矶国际机场

宣布，在全美范围内启动一项遏制贩卖野生动物的行

动。现场官员提醒说，加州禁止象牙买卖法案已于 2 

个月前生效，禁止了加州范围内几乎所有的象牙或犀

牛角及其制品的交易，其中包括镶嵌象牙的古董枪支

与象棋的买卖。商联邦海关及边境保护局（CBP）的官

员表示，旅客携带的任何象牙制品，入关时均会被没

收。阅读原文 

含珍稀动物成分中医药品禁入美国 

2016-09-09，美国——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入境

美国时若携带中医相关药品，应特别注意内含成分。

洛杉矶海关 7 日展示查获的野生动物制品，其中不乏

多种中药产品，如含有穿山甲成分的骨痛膏药、穿山

甲鳞片以及研磨粉、鱼翅汤罐头、熊胆液等。海关工

作人员表示，有些膏药等中药含有动物成分，许多人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9 月）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6/9/355429.shtm
http://tech.gmw.cn/2016-09/05/content_21807027.htm
http://fj.people.com.cn/n2/2016/0907/c350393-28964023.html
http://news.uschinapress.com/2016/0908/107824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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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禁止带进美国的，将会被海关没收。阅读原

文 

新加坡成象牙走私中心 

 

2016-09-20，新加坡——生态保护组织称，过去 3 年

间新加坡缉获大量非法象牙，使其成为全球最大的有

组织象牙走私犯罪中心。这些象牙多数会销往中国大

陆和香港，因此，两地海关会把来自这些港口的集装

箱作为重点检查对象。为了躲过中国海关的重点检查，

装载象牙的集装箱会被运送到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

等地作为中转。这三个中转国历来受到走私团伙的青

睐，2010 年至今，这三个国家缴获的非法象牙量分别

为 32 吨、18 吨和 14 吨。阅读原文 

英国打击非法象牙销售 

2016-09-21，英国——英国或将禁止所有无法证明存

世于 70 年以上的象牙的销售。这项新举措填补了象

牙贸易管理的漏洞，不再允许经销商在没有证明的情

况下宣称他们的象牙为古董。一旦该举措实施，没有

书面证明的象牙制品将会被销毁或没收。阅读原文 

抵制象牙和犀牛角贸易：南非中资企业在行动 

2016-09-28，南非——9 月 22 日，中国建设银行监事

长郭友与南非第一兰特银行副总裁普林格（Alan 

Pullinger）共同率先在签名板上签字，承诺带头并要求

企业员工抵制象牙、犀牛角等野生动物制品。23 日，

近 20 家南非中资企业的代表响应并签名。阅读原文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70c9582e10f5b.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70c9582e10f5b.html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sep/21/large-ivory-seizures-in-singapore-make-it-a-smuggling-hub-of-primary-concern-chinese-language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6/sep/21/uk-to-crack-down-on-illegal-ivory-sales
http://news.baotounews.com.cn/ktx/world/2016/0928/517435.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