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7 年 1 月）
落网的男子叫冯某文，1969 年出生，无业。冯某文
上海查获 3 吨穿山甲甲片

2002 年前曾因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珠海市中级法
院判刑 11 年并处 120 万罚金，刑满释放后的他不思
悔改重操旧业。1 月 5 日，中山市中院结合案情，
对冯某文一审判刑 8 年，处罚金 10 万元。阅读原文

2016 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2017-01-06——2016 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刑事案件
2017-01-02，上海——上海海关 12 月 27 日公布，

包括：利用 QQ、微信等网络平台，通过快递等非法

近日查获特大走私进口珍贵动物制品案，抓获犯罪

收购、运输、出售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珍贵、

嫌疑人 3 名，查获穿山甲鳞片 101 包、约 3.1 吨。

濒危野生动物金雕、猕猴、网纹蟒等，涉及 10 个省

这是目前中国海关查获的最大一起穿山甲鳞片走私

级行政区 23 个地市。2016 年 10 月 10 日，江苏省

案。阅读原文

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宣判迄今为止查获的全国最
大网络贩卖野生动物案。首批被起诉的 15 名被告人
全部当庭认罪并领刑。阅读原文

走私 1.5 吨穿山甲甲片获刑 8 年
广东严打金钱鳘鱼胶买卖 保护濒危物种黄唇鱼
2017-01-09，广东广州——1 月 9 日，农业部渔业
渔政管理局、工商总局市场规范管理司和濒危物种
进出口管理办公室联合在广州举办“打击非法经营
利用黄唇鱼及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专项执法行动”
启动仪式，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针对非法经营利用
黄唇鱼及加湾石首鱼鱼鳔（市场名：金钱鳘鱼胶）
的市场清查与宣传教育活动。阅读原文

2017-01-06，广东中山——2016 年 4 月 10 日，中
山市南朗边防派出所接群众举报，边防民警立即出
警查缉，于次日凌晨在民众镇田基沙水闸附近的内

洛阳一茶楼查获十余件象牙制品

河涌截停一艘有走私嫌疑的无牌快艇。船上两名船
员当即跳水逃逸，其中一人被当场抓获。民警在船
上查扣了 1495 千克穿山甲鳞片，价值 199732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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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16，上海——日前，一名从上海浦东国际
2017-01-10，河南洛宁——2016 年 12 月 16 日，洛

机场进境的旅客在通关时，穿着一件宽松臃肿，身

宁县森林公安获得线索，该县居民陈某购买有疑似

上不时发出窸窣的物品碰撞声，上海海关关员在其

象牙制品。经过对陈某经营的天福聚茶楼等场所进

身上查获 2.48 千克的象牙制品 71 件、动物牙制品

行检查，检查出 10 件象牙雕件及 1 件象牙项链，价

17 件。阅读原文

值 1 万余元。同时，专案组从陈某的手机内提取出
了其通过手机微信与卖方通信、交易的相关证据。
目前，陈某因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香港查获 24 公斤象牙来自印尼

动物制品罪已被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阅读原文

台北机场查获最大单只象牙

2017-01-17，香港——一名 30 岁男子 1 月 14 日，
从印尼雅加达飞抵香港，机场海关人员在其托运行
李中发现约 24 千克象牙。渔农自然护理署经调查
后，西九龙法院判处他八周监禁及罚款九万元。阅
读原文
2017-01-10，台湾台北——1 月 9 日桃园机场查获
启用以来，最大的单支走私闯关象牙，全长达 115
公分，重 10.22 公斤，根部直径 11 公分。海关已将

海南史上最严珊瑚礁砗磲“禁售令”实施半月

陈姓男子连同象牙移送调查局桃园市调查处理。阅
读原文

2017-01-17，海南——2017 年 1 月 1 日，《海南省
珊瑚礁和砗磲保护规定》正式实施，明确禁止珊瑚
礁、砗磲收购、加工、销售、利用、携带、寄递等
行为。截止目前，全省在册登记的珊瑚礁和砗磲加

上海海关查获象牙制品 71 件
2

工点 160 家、销售点 829 家已全部下架退市，特别

济南开审一起特大走私濒危蝴蝶标本案

是海南省最大的砗磲加工、批发及零售集散地——
2017-01-21，山东济南——被告人魏某、徐某因共

琼海市潭门镇已基本实现下架退市。阅读原文

同爱好蝴蝶互相结识。2015 年 5 月,两人经商议,以
徐某的名义在济南注册成立山东蝶艺界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专门从事蝴蝶标本的加工、制作和销售,由
云南一男子非法收购穿山甲被警方查获

魏某负责采购原蝶,徐某负责加工和销售。被告人朱
某因同样爱好与徐某结识,并在 2015 年暑假期间协
助通过互联网与国外卖家联系购买蝴蝶标本。于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通过互联网从菲律
宾、印度尼西亚等国购买蝴蝶标本总计 9 个邮包,
冒用裙子、艺术品等名义通过中国邮政公司等渠道
邮寄走私进口。共进口保护物种吕宋凤蝶 20 只、翠
叶红颈翼凤蝶 1089 只、裳凤蝶 12 只、黄点鸟翼凤

2017-01-17，云南普洱——16 日下午，孟连县边防

蝶 74 只、珂裳凤蝶 6 只、绿鸟翼凤蝶 44 只等，总

大队在车牌号为云 J.UR***的皮卡车车厢内发现 2

价值 150 万余元。2016 年 2 月 3 日,魏某、徐某、

只蜷缩成一团的穿山甲。据犯罪嫌疑人王某交待，

朱某被济南海关缉私局抓获归案。近日,山东省济南

该穿山甲是其在开车前往孟连县城的中途从两名不

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阅读原文

相识的商贩手中购买。目前，两只穿山甲由专业人
员进行喂食、消炎和观察，待放归深山。阅读原文
上海铁路警方查获 50 余件象牙制品
国货航宣布禁运鱼翅 成中国首批禁运鱼翅的航企
2017-01-19——爱护海洋资源，人人有责。有数据
显示，近十几年来全球鲨鱼数量已经减少了 90%，
每年多达 1 亿只鲨鱼被杀害，其中 73%是出于对鱼
翅的需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为了推广环保
理念，与鱼翅消费抗争，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发布《关
于禁止鲨鱼鱼翅运输的通知》，宣布对鲨鱼鱼翅实
施禁止运输政策，为濒临灭绝的鲨鱼带来一线希望。

2017-01-26，上海——1 月 24 日晚，两名青年男子

目前，全球共有 36 家国际航空公司和 17 家国际船

刚从津巴布韦到上海浦东机场，准备转乘火车回安

运公司承诺禁运鱼翅，国货航成为中国首批加入承

徽老家。安检员发现其中一名男子体型较瘦，但肚

诺禁运鱼翅的航空公司，也代表着中国企业在打击

子很大、腰围很粗，引起警觉。最终，民警在其中

濒危野生动物贸易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阅读原

一男子的腰上发现一条布袋子里面装了 10 只象牙

文

制品，在其随身携带的一只双肩包里，又查获 3 大
串象牙制品。在同行人携带的拉杆箱里当场查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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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制品 30 多件。李某、崔某因涉嫌非法运输濒临野
生动物制品，已被警方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
中。阅读原文

2016 年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十件大事揭晓
2017-01-26——“2016 年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十件
大事”1 月 19 日前评出。入选大事参考了推动野生
动植物保护事业的影响力和公众关注程度。包括新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审议通
过；中国禁止象牙贸易确定时间表；打击野生动物
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形成；中国首次当选
CITES 公约缔约方大会副主席国等。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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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7 年 1 月）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称赞中国象牙禁令

2017-01-18，日本——雅虎日本是日本最大的在线
交易网站。尽管雅虎公司 CEO 玛丽莎·梅耶尔

2017-01-16——总部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联合

（Marissa Mayer）对纵容非法屠杀非洲象的商业模

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日前对中

式表示过疑虑，但雅虎日本拒绝在其平台上禁止象

国将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其制品表示赞赏，

牙交易。雅虎日本不认为其作为销售平台的支持促

并称这是全球野生动物保护事业近年来最为重大、

成了近年来非洲象偷猎急剧增加。象牙业务只占了

最具积极意义的决定之一。索尔海姆在接受新华社

雅虎日本销售额的一小部分。雅虎日本认为只要没

记者采访时说：“我对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感到非

有触犯法律，人们就应该能够在网上交易任何她们

常高兴，因为这将对非洲大象保护起到立竿见影的

喜欢的东西。阅读原文

效果，我们所有人应该对中国表示赞赏。”阅读原
文

坦桑尼亚华人游行呼吁保护大象
2017-01-16，坦桑尼亚——1 月 14 日上午，坦桑尼
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有 550 多人走上街头抗议
象牙贸易。这次“为大象行走”的游行是由中国驻
坦桑尼亚大使馆和坦中友好促进会共同组织的。参
加游行的人中有中国驻坦大使和该市华人社区的许
多人。他们行走了五公里，呼吁人们保护大象。阅
读原文

雅虎日本为自己网站允许象牙交易狡辩：这事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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