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12 月）

厦门查获 1 只海龟标本

2016-12-07，福建长汀——犯罪嫌疑人钟某的妻子身
2016-12-01，福建厦门——11 月 26 日下午，由雅加
达飞来厦门高琦国际机场的 MF868 次航班，一名中
国籍男性旅客在行李技术检查时，海关关员在其手
提行李袋内发现一只完整的大海龟标本。旅客表示
在印尼当地纪念品商店购买时并不熟悉海关规定，

患疾病。钟某误信食用穿山甲能治好其妻子的病，
于是在 11 月 29 日前往江西省瑞金市以 2200 元购得
一只 4.5 千克重的穿山甲活体，途中被公安机关查
获。目前，犯罪嫌疑人钟某已被取保候审，穿山甲
已放生归自然。阅读原文

经过政策宣讲后配合海关将其移交检疫部门处理。
阅读原文
青岛海关查获 114 件濒危动物制品
2016-12-09，青岛——近日，一名男性旅客从约翰内
中国使馆关于中国公民涉嫌犀牛角走私案件的声明
2016-12-05——中国使馆注意到媒体关于中国公民
涉嫌走私犀牛角案件的有关报道，对此十分关注。
中国政府对犀牛等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立场是一
贯的、坚定的。中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斯堡经香港返青岛，在流亭机场通关时神态紧张，
这一异常举动引起了海关关员的怀疑，经过对其行
李物品进行彻底检查，在其行李夹层查获用锡纸包
装的象牙制品 32 件、狮牙 2 件，以及真空包装后藏
匿于行李底层的穿山甲鳞片 80 件。 阅读原文

贸易公约》（CITES）缔约方，从国家立法、机构建
设、贸易管理、执法监管、能力建设、公众参与等
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中国坚决打击濒危野生动植
物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对违法犯罪分子采取“零容
忍”的态度，坚决依法予以惩处。阅读原文

广东 416 斤大海龟惨遭屠宰
2016-12-10，广东湛江——12 月 6 日凌晨 6 时许，
渔船粤徐渔 451XX 船的船员周某武、周某保、符某
皇，在罗斗沙东侧海域捕捞作业时捕获一只海龟，
并以 4000 元的价格出售给当地群众郑某义和周某

购穿山甲为妻治病 触犯刑法悔不當初

莲。随后郑某义、林某力和周某莲宰杀该龟，以每
斤 70 元的价格销售给当地群众，出售物约 30 斤，
并将销售剩余部分分送给亲友。据口供获知，该海

龟于凌晨 6 时左右被他们捕获时，已经处于死亡状

2016-12-15，西藏拉萨——2016 年 1 月至今，拉萨

态。目前，徐闻县海洋与渔业部门已按相关规定，

海关从入境邮递渠道累计查处邮递红珊瑚、象牙等

将周福 X 等 6 名犯罪嫌疑人猎捕宰杀售卖海龟的案

制品违规案件 40 余起。据拉萨海关现场业务处驻邮

件移交司法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局办事处介绍，在入境邮递中红珊瑚、象牙等制品
的邮寄也较频繁。据统计，2016 年 1 月至今，拉萨
海关从入境邮递渠道查获 33 件红珊瑚制品，共计

广西查获走私活体穿山甲

1.2298 克；另还查获 4 件象牙制品，共计 0.1577 克；
3 件砗磲制品，共计 0.128 克。阅读原文

福州海关将 4476 件濒危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
移交

2016-12-16，广西玉林——1 月 17 日，玉林市森林
公安局接到市交警高速公路管理一大队报称：一辆
悬挂车牌号为桂 AR53××的东风雪铁龙 小汽车与一
辆 车 牌 号 为 粤 AP44×× 的 货 车 在 广 昆 高 速
347KM+800M 北流市民乐出口附近相撞。交通事故
发生后，犯罪嫌疑人逃跑。而在桂 AR53××东风雪铁
龙小汽车的车厢内及尾装箱内发现有 51 只活体穿

2016-12-15，福建福州——12 月 9 日，福州海关与

山甲和 3 副假车牌。该局迅速抽调特别行动队精干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共同签定了《福州海关福建省

力量，成立专案组对案件进行侦查。经过 10 余天行

海洋与渔业厅合作备忘录》，方约定将依法建立罚没

程多次辗转广西、湖北、浙江、广东等地，最终将

水生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移交的长效机制，进一步

目标锁定在防城港东兴市的伍某身上。办案人员还

加强福建省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科普宣传工作。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伍某平时有联系的人进行逐一排

此次，福州海关将近年来查获的濒危水生野生动植

查，最终目标锁定在毛某（浙江省临海市人）身上。

物及其制品正式移交给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包括

专案组一方面对伍某和毛某进行跟踪调查，另一方

玳瑁标本、珊瑚及其制品、砗磲等，共计 4476 件，

面进行案情分析，最终查到防城港市的李某与其他

总重 71.85 千克。阅读原文

两位嫌疑人关系密切。在众多证据面前，三名犯罪
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先后被击溃，他们对多次使用汽
车贩卖野生动物活体穿山甲牟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西藏海淘致红珊瑚、象牙等大量违规品入境

茂名警方截获 31 只活穿山甲

根据相关线索查获 2 个邮寄象牙雕刻件的邮包。阅
读原文

香港政府拟 2021 年底全面禁止本地象牙贸易
2016-12-21，香港——香港特区政府环境局局长黄锦
2016-12-20，广东茂名——12 月 17 日，茂名市公安
局森林分局查获一辆车牌为粤 GL32××的小汽车，在
该汽车的车尾箱发现藏有 20 只活体穿山甲以及 11
副假车牌，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潘某及韦某，目前，
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星 21 日宣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通过落实逐
步淘汰本地象牙贸易的建议，将由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禁止为商业目的保有任何象牙。黄锦星明确
表示，此计划不会为业界提供任何赔偿，但会给予
足够的过渡期，供其转型及处理已有象牙。黄锦星
强调，香港有责任配合国际社会的努力和做法，加
强保护大象。阅读原文

男子走私象牙被判刑 5 年罚 3 万
2016-12-21，广西德保——2015 年 10 月，黄某受人
之托帮忙找一根象牙。同年 11 月，在境外找到象牙
后，黄某将象牙藏放在轿车后箱，在王某不知情的
情况下，约请其开车运输象牙从靖西市出发前往南
宁。途经德保高速公路服务区时，该象牙被公安民
警查获。百色中院认定为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
处被告人黄某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 3 万元。阅
读原文

贯彻落实好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
2016-12-28，北京——12 月 26 日，由全国人大环资
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国家
林业局、农业部联合主办的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
法实施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沈跃跃出席会议并讲话。沈跃跃指出，新修订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将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要充
分认识新法的贯彻实施对依法保护野生动物，拯救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青岛海关查获邮寄入境象牙制品

意义；要认真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学习宣传，突
出宣传法律确定的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管
的原则，重点宣传法律修改的主要内容，提高全社
会自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要严格落实政府责任，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形成
合力，切实抓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贯彻实施。全国
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委员王鸿举主持座谈会，国家林
业局局长张建龙、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国务院法

2016-12-21，山东青岛——日前，青岛海关查获邮递
进境象牙雕刻件 5 件，重 0.3885 克。青岛海关驻邮
局办事处查验关员发现一件申报品名为“个人物品”
的邮包异常，在邮包内查获象牙雕刻件。随后，又

制办副主任袁曙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
王超英讲话。阅读原文

上海查获 3 吨走私穿山甲鳞片

香港：象牙业界批政府把关不严

2016-12-29，上海——上海海关近日查获一起特大走

2016-12-31，香港——香港政府决定在五年内全面禁

私进口珍贵动物制品案，查获穿山甲鳞片逾 3 吨。

止本地象牙贸易，事件惹来象牙业界反响甚大。象

这是目前中国海关查获的最大一起穿山甲鳞片走私

牙商会、象牙持牌人联会、香港象牙工会召开联合

案，海关关员在检查一个从非洲进口、货物申报品

记者会，指 2006 年时已向当局反映怀疑有不明人士

名为“缅茄木方料”的集装箱时，发现了夹藏在集装

安排象牙进口本港，但政府未跟进，亦无向业界透

箱深处的穿山甲鳞片 101 包。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

露是何人要求进口，令走私者有机可乘。业界要求

侦办中。阅读原文

政府商讨协助措施，或直接向业界做出赔偿。阅读
原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序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
制品活动的通知
2016-12-30，北京——国务院发出《关于有序停止商
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的通知》
，要求分期分
批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通知规定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先行停止一批象牙定点加工单
位和定点销售场所的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停止。通知还指出，要积
极引导象牙雕刻技艺转型；严格管理合法收藏的象
牙及制品；加强执法监管和宣传教育。阅读原文

国际环保组织：希望其他国家能效仿中国取缔象牙
贸易
2016-12-31，北京——12 月 30 日晚，世界自然基金
会(WWF)和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联合
发布声明称，中国政府 30 日宣布将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禁止国内象牙贸易，标志着世界上一
大合法象牙市场的终结，同时成为加速国际社会共
同遏制非洲大象盗猎危机进程中的重大利好举措。
WWF 和 TRAFFIC 还建议禁令应设置为具有永久性，
以防止出现投机和囤积象牙的情况。与此同时，也
应设立一个合理机制使象牙雕刻技艺得以传承。阅
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6 年 12 月）
越南查获 529 公斤走私象牙
2016-12-02，越南——越南海关等部门在胡志明市西
贡港查获 529 公斤来自非洲的走私象牙。据报导，
这些非法象牙藏在 3 个货柜中的掏空树干内，由 1
家位于胡志明市的公司以木材名义从非洲进口，企
图躲避 X 光检查。这是越南当局 10 月底至今查获第
7 起象牙走私案。阅读原文

过去在越南就曾因走私而被逮住。报道称，这个越
南-柬埔寨联合走私网络自 2014 年起就被海关盯上，
当年，柬埔寨海关查获了 3 吨的象牙。这也是柬埔
寨当局在 8 月份继西哈努克港口查获 600 公斤来自
非洲的象牙后的一次数量破纪录的象牙走私破获
案。22 日，就在另一艘走私船正在海上航行前往柬
埔寨时，经过肯尼亚当局发出警戒讯号后，海关查
获该走私船运载了将近 2 吨申报为陶瓷的象牙。阅
读原文

肯尼亚查获大批象牙运往柬埔寨
津巴布韦大象抵债送给中国
2016-12-29，津巴布韦——津巴布韦第一夫人格雷
斯·穆加贝近日将 35 头幼象、8 头狮子、12 只鬣狗
和一头长颈鹿送给中国一家野生动物园，以还清为
刚果民主共和国军队购买军备用品所欠款项。这批
野生动物被装上一架波音 747 货机，途径莫斯科、
上海，最后运抵目的地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阅读
原文
2016-12-21，肯尼亚——20 日，肯尼亚蒙巴萨岛，
国际刑警组织和肯尼亚税务总局人员在运往柬埔寨

南非侨胞带象牙遭机场起诉

的集装箱上缴获大批象牙，象牙被藏匿于装满蜡和
白垩粉的木盒中。阅读原文

柬埔寨查获 1.3 吨非洲走私象牙
2016-12-23，柬埔寨——12 月 17 日，柬埔寨海关人
员在金边附近的干丹集装箱码头检查时发现一批走
私象牙。从外表看来，这是一个稀有木材的货物箱，
但某些梁柱木头是挖空的，而且里面藏匿了 1.3 吨
非洲象牙、10 个猎豹头骨、82 公斤动物骨头及 137
公斤穿山甲鳞片。负责此次货物运送的海运公司，

2016-12-30，南非——近日，一位侨胞因为在随身行
李中携带了几件象牙饰品而遭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
机场海关查扣，被关押三天后在南非华人警民合作

中心的介入与协助之下获得保释。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