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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岗海关查获大宗走私沉香原木案 

2016-11-02，广东深圳——10 月 30 日下午，一辆两地

牌货柜车从皇岗口岸货运渠道申报入境，这辆车申报

货物为塑胶粒一批。在这辆货柜车的，搭造了暗格。

关员在拖车与集装箱货柜之间的扁平空间制造的暗

格中取出 21 包沉香木，重达 40 千克。阅读原文 

 

出国游带回象牙纪念品被判 5 年 

2016-11-02，北京——郭某和几个朋友去布隆迪自助

旅行，买了一些象牙做的手串、项链、象牙象棋、象

牙牙尖等。虽然都知道象牙及其制品不能带回国，但

郭某、陆某等人仍抱着侥幸心理，将象牙制品用薯片

桶、奶粉罐包装闯关，结果被机场安检发现。经称重，

郭某携带的象牙制品毛重 20 余公斤。近日，郭某被

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阅读原文 

 

陕西男子从南非走私 52 件象牙制品获刑 4 年 

 

2016-11-02，北京——被告人刘某曾长期在南非工作，

2014 年 6 月 3 日，他乘坐 EK308 次航班从南非开普

敦回国，海关关员在刘某托运的行李箱内查获疑似象

牙制品52件，净重10.173千克，价值人民币423878.39

元。最终，刘某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走私珍

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4 年，罚金人民币四万

元；52 件象牙制品全部予以没收。阅读原文 

 

腾冲海关一个月查获穿山甲片 14 千克 

2016-11-03，云南腾冲——今年十一期间，腾冲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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鳞片

6.3 千克，大象皮 1.6 千克。阅读原文 

 

香港警方检获 145 万港元走私穿山甲  

2016-11-04，香港——10 月 31 日，香港警方在西贡及

将军澳一带进行联合反走私行动，在西贡破获一宗走

私穿山甲案，查获总值 145 万港元冰鲜穿山甲，但 8

名罪犯乘乱逃走。阅读原文 

 

皇岗海关截获穿山甲鳞片 5 千克 

2016-11-04，广东深圳——11 月 2 日下午，福田口岸

皇岗海关关员在对过境旅客进行检查时，一名身背黑

色背包的小个男子引起了关员的注意。关员通过行李

X 光机检查，查获穿山甲鳞片约 5 千克。经查阅当事

旅客过境记录，该旅客短期内多次往返深港，且有多

次违规被海关查获或处罚的记录，属于一般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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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客”。据当事旅客交待，其受货主指示，在香港接

收货主给予的背包，货主承诺，如其顺利过关，可给

予数百元作为报酬。目前，皇岗海关已将上述物品按

规定暂扣，并将案件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

文 

 

买卖象牙犀牛角涉案 1600 万 

 

2016-11-09，北京——2015 年 7 月间，李佳（化名）

通过李朔（化名）以每千克人民币 12 万元的价格，

向滕某出售犀牛角原料 9 件（重 8.925 千克，价值人

民币 223 万多元），并由李朔以快递方式将上述犀牛

角运送至北京。2015 年 7 月 30 日、7 月 31 日，滕某

分两次将犀牛角交给司某及单某（已判刑）加工。今

年 38 岁的北京人滕某是此案交易的核心，其他 5 名

被告人均是其上下家。西城法院认为，滕某未经行政

主管部门许可，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的行为，构成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 6 万元。李朔构成非法运输、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 13 年，剥夺政

治权利 2 年，罚金 5 万元。李佳、司某、邓某、路某

均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分别判

处有期徒刑 11 年，罚金 3 万元；有期徒刑 7 年 6 个

月，罚金 1.5 万元；有期徒刑 5 年，罚金 1 万元；有

期徒刑 3 年，罚金 5000 元。随案移送的赃物分别予

以没收、退回公诉机关处理，未移送的扣押物品由扣

押机关依法处理。阅读原文 

 

无国籍男子走私 15 只穿山甲获刑六年 

2016-11-10，广西防城港——被告人武文江，国籍不明，

自称出生于越南。2016 年 5 月 17 日 12 时许，其在

北仑河越南一侧水域驾驶一铁壳船，装载 4 编织袋穿

山甲，驶往北仑河中国一侧水域的东兴市海鲜市场附

近一非设关码头。铁壳船靠岸时被东兴海关缉私分局

民警抓获，当场查扣铁壳船及穿山甲 15 只，另三名

卸货的男子跳水逃脱。11 月 8 日，武文江被防城港市

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

万元。阅读原文 

 

宁夏破获一起非法猎杀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案 

2016-11-12，宁夏固原——今年 8 月底，宁夏固原市

公安局六盘山森林分局在工作中发现，泾源县泾河源

镇居民兰某某，有非法猎捕、杀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林麝，并掏取香囊出售牟利的嫌疑，遂立案

侦查。经过长时间的守候、追击，于近日在青兰高速

甘肃会宁服务区成功抓获兰某某，并当场收缴麝香囊

12 包，散装麝香 140 克。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兰某某

初步交待了其今年在宁夏、甘肃、陕西等多地非法猎

捕、杀害林麝 10 只，掏取麝香欲前往甘肃、青海等

地出售的犯罪事实。据了解，由于此案案发地涉及宁、

陕、甘、青等多个省区，涉案人员众多，宁夏森林公

安局已抽调民警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其他涉

案犯罪嫌疑人也在追捕中。阅读原文 

 

沪一古玩市场三人销售濒危物种制品 

2016-11-16，上海——11 月 5 号，闵行公安分局龙柏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611/20161104100016_154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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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虹桥一家古玩城内有摊位正在

非法销售珍稀野生动物制品。干警往现场调查取证，

发现古玩城的 A2 和 A9 两个摊位，都摆放有大量禁止

销售的珍稀野生动物制品。民警逮捕三名犯罪嫌疑人，

查封所有珍稀野生动物制品，带回警局进一步取证。

据介绍，这批涉案物品超过 200 件，近 50 千克。包

括象牙、犀牛角、盔犀鸟头骨等工艺品。目前，所有

涉案物品都已送往专业机构鉴定，王某、钱某、沈某

三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

审理中。阅读原文 

 

满洲里海关查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皮走私案 

2016-11-16，内蒙古满洲里——11 月 14 日，满洲里海

关缉私局缉私民警获知蒙古国人孟某为出售雪豹皮

入境，同时获知该雪豹皮即将售出，遂立即制定抓捕

方案，并于当日上午，在满洲里市某酒店内，将正在

交易走私雪豹皮的蒙古国人孟某、中国人色某及三名

买家当场抓获，现场查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雪豹皮 1

张，赃款 5 万元。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查获走私红珊瑚及其制品入境案件 

 

2016-11-18，广东深圳——9 月 14 日，在深圳湾口岸

客运车辆入境通道，海关关员从 1 名台湾籍旅客的行

李内查获红珊瑚珠 83 千克、红珊瑚片 5 千克、红珊

瑚原石 100 千克。经鉴定，涉案物品均为珊瑚虫纲柳

珊瑚目红珊瑚科红珊瑚及其制品，是国家一级保护水

生野生动物，同时被列入 CITES 附录 III。阅读原文 

 

阳江查获一级保护动物缅甸蟒 

2016-11-19，广东阳江——根据举报， 阳江市森林公

安分局和阳江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在该市一个

邮寄点查获 6 条野生蟒蛇，准备通过邮寄方式寄往外

省贩卖。经鉴定，该批野生蟒蛇为缅甸蟒，属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据悉，目前该案已按非法出售珍贵野生

动物立案，属于重大刑事案件，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查获的 6 条缅甸蟒已移交给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处理。阅读原文 

 

香港警方查获价值 40 万港元走私紫檀木 

2016-11-21，香港——香港水警和海关 11 月 17 日在

西贡及将军澳一带水域展开反走私联合行动，拘捕一

名男子，查获 20 株紫檀木，估计市值约 40 万元，涉

案私家车被扣留作进一步调查。阅读原文 

 

江苏警方破获特大贩卖野生动物案 

2016-11-22，江苏盐城——近日，江苏省盐城市警方成

功破获“4·22”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案，一举捣毁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窝点 7 个，抓获主要犯罪嫌疑人张某等 20 人，

成功解救红毛猩猩、黑帽悬猴、松鼠猴及各类鹦鹉等

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00 余只。经查，自

2009 年以来，张某在响水县开办鹦鹉养殖场，非法从

南美等地走私珍稀野生动物入境,并通过网络联系客

户，主要售卖由南美走私的各类鹦鹉，还出售红毛猩

猩、长臂猿、黑帽悬猴、松鼠猴等哺乳动物，非法获

利 300 余万元。阅读原文 

http://sh.eastday.com/m/20161116/u1ai10046493_K28160.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nm.people.com.cn/n2/2016/1116/c347199-29320454.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611/20161118110402_15439.html
http://yj.southcn.com/content/2016-11/19/content_160004155.htm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hongkong/201611/20161121104859_15444.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6-11/22/content_6885451.htm?node=8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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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户官园出售濒危野生鹦鹉被判六年 

2016-11-23，北京——38 岁的个体户老板郑某，在西

城区官园花鸟鱼虫市场一间店铺内，未经野生动物主

管部门批准，以每只 3500 元的价格出售给陈某（另

案处理）2 只红色吸蜜鹦鹉，以 5000 元的价格出售给

孔某（另案处理）1 只非洲灰鹦鹉。2015 年 11 月，

被告人郑某及其店铺伙计耿某又拟出售 7只彩虹吸蜜

鹦鹉。经鉴定，涉案的 2 只红色吸蜜鹦鹉、1 只非洲

灰鹦鹉、7 只彩虹吸蜜鹦鹉均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中的物种，2015 年 11 月至 12 月

间，耿某和郑某相继落网。西城法院一审以非法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郑某有期徒刑 6 年，罚

金 1 万元，判处耿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3 年，并处

罚金 6000 元。在案扣押的 7 只野生鹦鹉均予以没收。

阅读原文 

 

广西缴获砗磲 17 吨玳瑁 109 只唐冠螺 1110 个 

 

2016-11-24，广西凭祥——10 月 31 日，南宁海关所属

凭祥海关在凭祥卡凤监管中心查获一起特大走私珍

稀野生动物制品案，共查扣砗磲及砗磲制品约17吨，

玳瑁制品 109 只、唐冠螺 1110 个。当日下午，凭祥

海关关员在凭祥卡凤监管中心对 1票申报品名为螺壳

的进境互市车辆进行布控查验时，发现螺壳中夹藏有

濒危物种砗磲、玳瑁等制品。随后，凭祥海关一方面

组织对该票货物进行彻底查验，对当日所有申报品名

为螺壳的车辆在放行系统上进行彻底查验布控，另一

方面并对已经自动放行、申报品名为螺壳的车辆进行

梳理追踪流向。当天共截获 5 辆装载走私濒危物种制

品的微型货车。据了解，玳瑁、砗磲、唐冠螺作为世

界稀有海洋生物分别列入 CITES 附录Ⅰ或附录Ⅱ，分

别按照国家Ⅰ级或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进行管理。

凭祥海关缉私分局已将 4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目

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吉林缴获象牙制品 2360 件 

 

2016-11-28，吉林省吉林——2016 年 6 月 30 日，吉林

市森林公安局接到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转交的吉

林地区网络贩卖象牙案件线索后，立即成立“7.01”专

案组，对几十名可疑对象的快递单仔细排查。最终锁

定淘宝网名叫吉林市黑手党的黄某。经过进一步侦查

发现，黄某还在花鸟鱼市内开了一家古玩店。7 月 1

日，侦查人员将犯罪嫌疑人黄某抓获，并在其店内和

家中起获有大量象牙制品，共计 457件，总重量 3089.9

克，价值 128 747 元。侦查人员围绕犯罪嫌疑人黄某

作案时使用的手机微信，针对其交易上下线展开审讯。

11 月 14 日，“7.01”特大非法贩卖野生象牙制品案任

某等 10 名犯罪嫌疑人由吉林市高新产业开发区人民

检察院依法审查起诉。阅读原文 

 

WWF 携手六家保护机构研发中国首套物种保护课程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88c5a75791a5a.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6-11/24/content_6890703.htm?node=6139
http://news.163.com/16/1128/18/C6VQTI4A000187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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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9，广东深圳——受世界自然基金会(WWF)

中国邀请，根与芽、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TRAFFIC)、WWF 香港办公室、万科公益基金会、爱汇

堂等七家机构相聚深圳，一起运用 WWF 环境教育的

方法论，设计开发中国首套针对熊猫、老虎、江豚等

WWF 旗舰保护物种的环境教育课程方案集。阅读原

文 

       

南京海关查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暹罗鳄整皮 

 

2016-11-29，江苏南京——南京海关隶属镇江海关办

理一艘驶自泰国的国际航行船舶进境换班手续时，从

一名船员的随身行李物品中发现携带进境的鳄鱼皮

两张。经鉴定，该查获鳄鱼皮为暹罗鳄所有，被列入

CITES 公约附录 I 的物种，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阅

读原文 

 

  

http://www.wwfchina.org/pressdetail.php?id=1730
http://www.wwfchina.org/pressdetail.php?id=1730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830593.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5602/info830593.htm
http://www.wwfchina.org/content/press/press/2016/17729010334776918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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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销毁 4400 斤象牙犀牛角 

 

2016-11-15，越南——11 月 12 日，越南销毁超过 4400

斤的象牙及犀牛角，呼吁公众停止购买非法的野生动

物产品。据悉，这批野生生物制品其后在河内郊区被

压碎后焚毁。阅读原文 

 

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河内会议召开 

2016-11-23，越南——11 月 16 日-18 日，第三届打击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会议在越南河内召开。与会各方

回顾了两年来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取得的进展，

审议通过了《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河内声明》，

确定了下步措施和行动。中国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专

职副总指挥杜永胜率团出席。杜永胜说，近 10 多年

来，我国累计投入数千亿元，实施了一系列重点工程，

严厉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广

泛开展公众教育。特别是我国于今年修订了《野生动

物保护法》，增加了专门针对打击野生动物非法交易

的条款，禁止网上非法交易和发布广告信息，加大了

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阅读原文 

 

中国男子携带 18 只犀牛角在南非登机被捕 

2016-11-25，南非——南非警方说，他们在一名准备飞

往香港的中国男子行李里发现 18 个犀牛角。他所携

带的犀牛角总重量 43 千克，大约价值 46.7 万美元。

这名 28 岁的男子由纳米比亚途径南非，准备搭乘南

非航空航班前往香港，遭到逮捕，警方事先得到匿名

举报。阅读原文 

 

一日本女子走私 31 只龟 23 条蜥蜴泰国被捕 

 

2016-11-24，泰国——11 月 22 日晚上，日本女子玛吉

（44 岁）准备从曼谷素汪那普机场搭乘 TG 640 次航

班飞往日本，她的行李箱经过 X 射线扫描时，被查出

里面装有活物。泰国机场工作人员从她的行李箱内搜

出大量违禁水生动物，包括 16 只食螺龟，7 只马来闭

壳龟，4 只大鳄龟，2 只太阳龟，3 只印度棱龟，8 条

圆鼻巨蜥，以及 15 条鳄蜥。目前，警方已将玛吉逮

捕，接下来将依法提起诉讼。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11 月） 

http://news.cnfol.com/img/20161115/23103.shtml#p=314787
http://www.greentimes.com/green/news/yaowen/szyw/content/2016-11/23/content_350522.htm
http://news.qq.com/a/20161125/010612.htm
http://war.163.com/16/1124/09/C6KI0IQH000181K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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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联系我们： 

TRAFFIC 中国办公室 

北京市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院 2 号楼（图书大厦）3 层 B 区域 

电话：010-68093666  

 

http://www.traffic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