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10 月）
香港渔护署检获 36 只活海龟

出国旅游购买象牙制品或构成犯罪

2016-10-09，香港——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 30 日在索
2016-10-04，北京——郭某与朋友组团去东非自助旅

罟湾鱼类养殖区一个鱼排检获 36 只活海龟，包括 35

行。旅行期间，郭某等人先后两次在布隆迪购买象牙

只绿海龟及 1 只玳瑁。渔护署今日接获警方通知在鱼

制品。尽管知道象牙及制品不能带回国，但出发前，

排发现海龟后，即时派员到场调；检获所有海龟已送

旅行团中的游客陆某说找了关系，能够带回国。最终，

往香港海洋公园接受观察，并由兽医作详细检查。渔

郭某带了 5 副象牙象棋和其他象牙制品，陆某带了 2

护署正跟进调查个案。阅读原文

副象牙象棋、1 根牙尖，还有其他象牙制品回国。到
达北京机场后，郭某、陆某等三人走入无申报通道时
被截获。经鉴定并称重，郭某携带的象牙制品毛重 20

腾冲海关查获走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余公斤，确认价值人民币近 100 万元。最终，法院判
处郭某有期徒刑 5 年，罚金 10 万元。阅读原文

2016-10-11，云南昆明——国庆期间，昆明海关合理安
排人力加强一线监管现场，做好节假日期间人员、货
物的进出境监管与服务。10 月 2 日，昆明海关所属腾

40 公斤象牙藏特制背心从津巴布韦飞港被查

冲海关猴桥口岸旅检现场关员在对一辆进境的缅甸
籍货车进行检查时，在货车储物箱内查获夹藏的穿山
甲片 6.302 公斤，大象皮 1.635 公斤。阅读原文

天津海关查获夹藏疑似象牙原牙 171 根

2016-10-09，香港——10 月 9 日，香港海关人员在机
场截查两名分别为 40 岁及 46 岁的男乘客，查获约 40
公斤疑似象牙制品，价值约 40 万元。两人日前从津
巴布韦哈拉雷出发，经阿联酋迪拜飞抵本港。清关时，
海关人员在他们的背包内发现两件特别缝制背心，背

2016-10-21，天津——10 月 21 日，前沿新闻记者从天

心内藏着这些象牙制品。目前，案件已转交渔农自然

津海关获悉，天津海关在一批超过规定期限未向海关

护理署跟进。阅读原文

申报的进口铜矿石中查获夹藏疑似象牙原牙 171 根，
初步称重约 505 千克。这些疑似象牙原牙放置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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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编织袋中，夹藏在铜矿石块中间。目前该情事已移

算作为纪念品携带进境。砗磲是 CITES 公约附录 II 物

交该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种，进出口需 CITES 证明书。因旅客无法出具任何授
权证明，上述物品被海关依法暂扣。阅读原文

90 后小伙花 3 万从马来西亚买 6 根象牙
帮人走私穿山甲 两船员获刑五年

2016-10-22，四川成都——2015 年 8 月 11 日，成都双
流机场海关监管科在对超期货物进行检查时，发现一

2016-10-26，广东江门——2015 年 4 月，具备航海经

批货物 X 光图像异常，该货品申报为手工装饰品，海

验的刘、吴二人受船长罗某的雇请，在船上从事搬运

关随即对该批货物进行了开箱检查。检查发现，在白

工作，除了每月的基本工资，罗某还承诺，其二人每

色泡沫箱内，有 6 根象牙制品，重 12 千克，价值 50

出海搬货一次，
就给付奖金 15000 元。
面对如此高薪，

万元人民币。经调查，去年 4 月初，四川雅安的 90 后

刘、吴二人虽知自己干的是违法行为，但却没有拒绝

小伙汤某，本是做文玩生意，在网上看到走私象牙的

这份“诱人”的工作。2015 年 8 月底，二人第三次跟随

信息后，开始打起倒卖象牙的主意。他通过互联网结

出海，返航途中被缉私人员抓获，在船内搜出穿山甲

识境外象牙卖家后，谈妥以 3 万元人民币价格购买这

冻体 2674 只，价值人民币 357 万元。江门中院因刘、

6 根象牙制品，
并用于在国内销售牟利。2015 年 8 月，

吴二人参与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穿山甲冻体，其行为均

这批象牙在双流机场被海关查获。阅读原文

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且情节特别严重，判处
二人各五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 万元。阅读原文

拱北海关查获疑似砗磲制品
WWF 预警：野生动物种群数 50 年减少 67%

2016-10-22，广东珠海——10 月 20 日清晨 7 时刚过，
拱北海关下属闸口海关当班关员在对进境旅客的行
李物品进行例行机检时，发现机检图像中出现了疑似
贝壳的物品。经海关截查，发现可疑手提袋中装有大
小不一、
上下两扇均保持完整的白色贝类标本共 5 只，
随附的“泰国海洋生物管理局”单证列名和持有旅客
均承认这些贝类为砗磲。当事旅客郁先生刚从泰国旅
游归来，称其以 45 美元的价格购买了这批砗磲，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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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8 ——10 月 27 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在北京发布《2016 地球生命力报告》。报告指出，人
类活动将会造成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在 1970 年到
2020 年的 50 年间减少 67%。报告提到，最新数据表
明，在 1970 年到 2012 年间，鱼类、鸟类、哺乳类、
两栖类和爬行类的动物已经减少了 58%。这意味着当
前趋势下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有可能将在 2020 年
减少三分之二。WWF 北京代表处项目执行总监李琳

2016-10-29，四川成都——来自中、美两国政府、公益

认为，我们要重新思考人类的生产、消耗、定义成功

组织、野生物研究机构及腾讯等相关企业的 60 多位

和看待自然环境的方式。“在发展经济和人类社会的

代表共同商讨如何有效减少非法野生物制品需求问

同时保护环境，需要个人、企业和政府迅速转变观念，

题。研讨会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野生物

将只注重眼前利益的行为方式转变为更有远见的行

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

动”。阅读原文

（濒科委）和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共同主办，于 10
月 27-28 在四川成都举行。会议讨论了一个月前于南
非召开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
第 17 次缔约国大会的成果、全球非法野生物贸易的

仙游男子微信上倒卖象牙

态势以及中美象牙禁贸政策的国际效应。阅读原文

2016-10-28，福建莆田——据知情人士爆料，10 月 28
日有十几辆警车突袭仙游新郑村，共打击 5 个制作和
贩卖象牙制品的小作坊，现场抓获数名犯罪嫌疑人，
并当场没收这些作坊的制作机器以及材料。警方调查
发现，非法售卖象牙制品的多以网络销售的方式出售，
且经常在朋友圈里明目张胆地打广告。目前，警方已
经将多名嫌疑人控制，将会进行深入调查。

成都研讨会应对非法野生物制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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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10 月）
2016-10-27，日本——据台湾东森新闻云网站 10 月 26

越南海关查获 309 公斤走私象牙 均来自尼日利亚

日援引《朝日新闻》报道，EIA 去年公布一份统计资
料，显示 2005 到 2015 年间日本雅虎拍卖累积的象牙
成交量相当于“7000 头大象”，俨然成为一个象牙非法
交易的温床。EIA 调查 2014 年 6 月到 2015 年 11 月日
本雅虎拍卖上架的象牙中，超过一半根本就没有出示
登记号码。日本雅虎表示，该公司绝不允许违法象牙
交易，将继续加强网站巡逻，并和搜查机关合作。日
本警视厅 24 日也以违反物种保存法，将 3 名京都的
古董商函送，这 3 人涉嫌网拍 2 支未经登记的象牙雕

2016-10-05，越南——据外媒报道，近日，越南海关查

刻品，而且材料来源很可能是私猎。阅读原文

获了一批 309 公斤、来自尼日利亚的走私象牙。越南
官员表示，这批象牙于上周末在河内机场查获，当时
申报单上写的是玻璃。据悉，在越南，象牙经常被用

印尼警方挫败动物非法交易 截获虎皮和穿山甲皮

作家庭装饰，而在越南本土，大象数量越来越少，当
局已经明文禁止捕杀大象。阅读原文

美媒:3D 打印犀牛角或能拯救犀牛 材料完全相同
2016-10-08，美国——美国石英财经网站 10 月 6 日发
表了题为《3D 打印犀牛角将在两年后问世，但这能拯
救犀牛吗？》的报道称，对犀牛角有需求的大多是亚
洲国家，因其能入药可用作馈赠礼品，并且能用来当

2016-10-17，印度尼西亚——当地时间 2016 年 10 月

象征社会地位的装饰品。研究人工合成犀牛角的生物

17 日，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印尼警方通过记者
会展示查获的珍惜动物皮。印尼警方挫败受保护动物

技术企业美国彭比恩特公司称其产品将在两年后问

非法交易案，成功缴获虎皮一张，穿山甲皮 3 公斤。

世。该公司计划生产从护肤液到啤酒含有合成犀牛角

阅读原文

成分的多种产品。该公司还打算使用这项技术仿造濒
危动物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象牙或穿山甲的鳞片。
阅读原文

越南查获近一吨走私象牙 藏匿在空心树干中

日本雅虎拍卖象牙加工品 10 年成交 7 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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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8，越南——当地时间 2016 年 10 月 26 日，
越南警方破获一起象牙走私案，查获近 1 吨象牙。这
是越南当局一个月以来破获的第 4 起象牙走私案。据
当地媒体报道，海关与警方在胡志明市吉莱港发现两
个货柜有异，打开检查后发现里面藏有象牙。这批货
物来自非洲，以木材名义在越南过境，再运输到第三
国。走私集团将树干掏空，在里面藏匿数百支象牙，
共近 1 吨重。黑市价值估达逾 400 亿越盾（约 1317
万人民币）
。越南相关部门 7 日和 21 日曾在吉莱港破
获两起类似的象牙走私案，共查获 2.5 吨象牙。此前，
河内市内排国际机场海关于上月底也查获从阿联酋
空运到越南的 300 公斤走私象牙。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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