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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岗海关查获穿山甲鳞片 10 千克 

 

2017-02-07，广东深圳——2 月 6 日晚，一名香港中年妇

女拎 2 个塑料袋从福田口岸旅检入境大厅入境。接受海

关检查时，该妇女说塑料袋中是装修材料。海关人员划

开包裹，查获穿山甲鳞片 10 千克。该旅客见到穿山甲

鳞片后，称自己是为了收取“350 元带工费”，帮一名货

主带货，不知道是穿山甲鳞片。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

侦办中。阅读原文 

 

广西海警查获 1609 张走私鳄鱼皮 

 

2017-02-10，广西——2 月 7 日凌晨，广西海警巡

逻时，在防城港万尾海域发现一艘可疑船只，登

临检查后发现泡沫箱中装有鳄鱼皮 1609 张，每张

长约 1.4 米；疑似鳄鱼肉 193 袋，重约 506.5 千

克。由于船主无法提供货物合法手续，官兵立即

将该船只和嫌疑人进行扣押，并对船载货物进行

清点登记。阅读原文 

 

外籍华人邮寄 11 件象牙制品回国被判刑 

2017-02-12,浙江舟山——36 岁的陈某出生浙江省

文成县，已取得荷兰国籍。2016 年 3 月下旬，在

英国伦敦旅游时购买了 11 件象牙制品，重 2.81

千克（价值近 12 万元），和 1 只豹头状豹皮皮包，

价值 6 万元。同年 3 月 22 日，陈某用“陈昆”名字

将涉案物品放入咖啡、巧克力等物品中，以国际

邮件寄往浙江舟山。3 月 27 日，陈某从上海浦东

国际机场进入中国境内。4 月 3 日，海关驻邮局

办事处工作人员查获该邮件。事后陈某投案，浙

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陈某的行为

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因犯罪情节轻微，且具

有自首情节，对其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并处罚金 5 万元，违禁品予以没收。阅读原文 

 

男子欲卖祖传豹皮马甲获刑 

2017-02-13，辽宁沈阳——去年年初，在沈阳大东区

小津桥附近，有两名男子手拿着 1 件金钱豹豹皮马

甲出售。随后，这两名男子准备以 10 万元价格将

豹皮马甲抵押给黄先生。就在双方准备抵押时，有

群众向公安机关进行了举报。经审，这两名男子钟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7 年 2 月）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702/20170207154145_15691.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gallery/content/2017-02/10/content_7008903.htm?node=8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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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和齐某都是吉林人，手中所拿的豹皮马甲是钟某家

里祖传的。近日，大东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钟某、

齐某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 2 万元。阅读原文 

 

大连海关移交查获走私动物制品  

 

2017-02-15，辽宁大连——大连海关向省海洋与渔业

厅移交一批走私罚没的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包括鲸牙 7 颗、鲸牙制品 3 件、绿海龟标本 1

个、独角鲸牙制品 1 件、砗磲 27 个及红珊瑚 1 件。

阅读原文 

 

云南贡山查获特大非法收购、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及

制品案 

 

2017-02-15，云南贡山——1 月中旬，贡山县森林

公安局掌握了嫌疑人李某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事实后，于 2 月 9 日晚

将其抓获。随后，贡山县森林公安局专案组依法

对其住宅进行搜查，查获疑似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亚洲黑熊脂肪 3.0 千克，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

肉制品 8.2 千克，小熊猫死体 2 只、标本 1 个等

动物制品，共 34 件。阅读原文 

 

广西南宁贩卖运输穿山甲 两名嫌疑人被刑拘 

 

2017-02-16，广西南宁——2 月 10 日，广西南宁

市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西关路一

带非法买卖穿山甲。2 月 11 日，警方将犯罪嫌疑

人翁某抓获，当场查获冻体穿山甲 1 只，约 7 斤

重；同时解救了一只活体穿山甲，重 13 斤。根据

翁某的供述，同伙罗某也随即落网。审讯中，两

人交待，他们以 200 到 300 元一斤的价格购买了

这两只穿山甲。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

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阅读原文 

 

南昌两市民非法购买象牙制品获刑 

2017-02-21，江西南昌——南昌市东湖区人民法院

近日审结了两起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案，两名被告人均因非法收购象牙制品获刑。

嫌疑人李某（41 岁，湖南人），因从其经营场所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a351bd89629c6.html
http://liaoning.nen.com.cn/system/2017/02/15/019659254.shtml
http://www.yn.xinhuanet.com/2016ynnews/20170215/3655789_c.html
http://v.ifeng.com/news/society/201702/01cb5fb7-f3d9-11e6-aab6-002590c2aaeb.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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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获象牙制品 0.913 千克，被东湖区法院以非法收

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拘役 6 个月，

缓刑 1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 万元。南昌人胡某为

获取非法利益，通过手机微信等联络方式，从天津

等地收购大量象牙制品，然后倒卖从中牟利。公安

机关在胡某的住处查获了象牙制品 3.562 千克，价

值人民币 148418 元。东湖区人民法院以非法收购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 万元。据悉，胡某不服一

审判决，并提起了上诉。阅读原文  

 

男子从广西运 25 只穿山甲到深圳 

2017-02-22，广西北海——犯罪嫌疑人邓某受他人委

托，于 2016 年 7 月 13 日从广西运输 25 只活体穿

山甲到深圳。在深圳准备向买家交货时，遇到交警

查车，邓某被当场抓获，同伴逃跑。广东省深圳市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近期起诉了该案件。阅读原文 

 

杭州海关查获走私象牙及穿山甲鳞片 

 

2017-02-22，浙江义乌——2 月 7 日晚，杭州海关一

名男子从刚果金经中国香港入境，该男子随身行李

显示 X 光图像异常。打开行李，在一个外观普通的

饼干盒中，关员发现了一包用牛皮纸包裹的象牙制

品 557 克、穿山甲鳞片 195 克。由于这名男子无法

出具允许进口的相关证明，海关依法暂扣了这批

濒危动物制品，并做进一步调查。阅读原文 

 

浙江最大野生动物贩卖案告破 

 

2017-02-24，浙江诸暨——涉案人员近百人、最多

一次交易穿山甲上千只，贩卖巨蜥、穿山甲、熊

掌、狮子肉等国家一级、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跨越广西、广东、湖南、福建等八个省的一张收

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制品贩销网

络，终于在浙江省森林公安的努力下被彻底击垮。

32 名被告在诸暨市人民法院集中宣判，其中 15

名被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阅读原文 

 

广西“穿山甲饭局”两名嫌疑人被刑拘 

2017-02-26，广西——今年 2 月份，一名为@Ah_cal

的网友发布于 2015 年 7 月 15 日的微博，引发关

注。在微博中，上述网友自称其受广西某地领导

之邀，参与合作考察。在当地所设招待宴席中，

品尝包括穿山甲在内的野味。经查，“穿山甲饭局”

系由原广西壮族自治区高校工委统战部长李宁，

及某私营企业负责人李某科安排，地点在李某科

所在公司饭堂，厨师为晏某。目前，李某科及晏

某因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已

http://www.jxcn.cn/system/2017/02/21/015792009.shtml
http://news.163.com/17/0222/09/CDSCM86B000187VE.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zjiang/201702/20170222094739_15755.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7-02/24/content_70269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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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阅

读原文 

 

香港海关查获疑似檀香紫檀木材 

 

2017-02-26，香港——2 月 25 日香港海关抽查两个

从印度抵港，申报为铝土矿的货柜时，发现约 5150

千克疑似檀香紫檀木材，估计市值约 620 万港元。

目前，海关人员已扣留该批木材作进一步调查。阅

读原文 

 

让保护野生动植物成全民自觉行动 

 

2017-02-27，北京——2 月 26 日，全国 2017 年“世界

野生动物植物日”系列宣传活动在北京动物园启动。国

家林业局副局长刘东生出席活动开幕式。刘东生说，

近年来国际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形势严峻。我国在

有效改善国内野生动植物保护环境的同时，也有力

地支持了国际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工作。中国

政府积极参与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国际进程，

采取务实行动，发挥了积极作用，收到了良好成效。

刘东生强调，各级野生动植物保护主管部门要与保

护团体一道，抓住机遇，奋发努力，更广泛开展保

护宣传和公众教育，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提高公众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

吸收社会各界和国际力量共同参与保护行动，为加

强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维护全球生态

安全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阅读原文  

 

防城港边防官兵查获大批野生动物及制品 

2017-02-28，广西东兴——2 月 9 日下午，根据群众

反映，东兴边防派出所官兵突击查处了东兴市大坪

路一出租屋，发现藏有大量疑似野生动物制品并销

往各地。官兵随即将 3 名男子控制。经询问，他们

通过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发送动物制品图片，有需

要的客户可跟他们联系，再通过快递寄送。官兵在

该出租屋内查出疑似象牙、犀牛角、羚羊角、虎牙

和貂皮等一批野生动物制品，还有一些疑似虎爪、

虎骨、穿山甲冻体、熊胆等总量达到 133 件共约 33

千克。阅读原文 

http://www.rmzxb.com.cn/c/2017-02-26/1364163.shtml
http://www.rmzxb.com.cn/c/2017-02-26/1364163.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2-16/doc-ifyarrcc7444847.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2-16/doc-ifyarrcc7444847.s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dynamic/ff80808154ddd33a015a7d2a99bf2c9e.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police_and_frontier-defence/content/2017-02/28/content_7032482.htm?node=2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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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查获 3 吨穿山甲鳞片 

 

2017-02-03，泰国——2 月 2 日，泰国海关官员在曼

谷苏汪纳蓬国际机场查获近 3 吨的非洲穿山甲鳞

片。这是泰国迄今破获的最大一起穿山甲鳞片走私

案。这些藏在麻袋中的穿山甲鳞片来自刚果金，经

土耳其运至最终目的地老挝首都万象。阅读原文 

 

两中国公民在南非持有象牙、犀牛角制品被逮捕  

2017-02-05，南非——1 月 29 日晚间，两中国公民

在开普敦豪特湾就餐后，遗落随身背包，餐馆人员

打开背包寻找联系方式时，发现内有象牙和犀角制

品，随即报警。因背包内有护照 2 人于 30 日下午

返回餐馆时被捕。1 月 31 日上午，开普敦总领馆的

领事官员到达豪特湾警局探望了两名中国游客并了

解了案情。本案于当地时间 2 月 1 日在韦恩堡法庭

开庭审理。阅读原文 

 

中国公民俄罗斯运输阿穆尔虎骨被拘 

2017-02-08，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滨海边

疆区边境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从一名中国公民处，

查获包括阿穆尔虎虎骨在内的 33 块野生动物制

品，此人当时正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中国某

边境城镇的路上。他携带的虎骨至少来自 2 只阿

穆尔虎，价值约为 238 万卢布（约合 28 万人民

币）。阅读原文 

 

喀麦隆销毁 3 吨走私穿山甲片 

 

2017-02-17，喀麦隆——穿山甲被认为是全球被非

法贸易最严重的哺乳动物，喀麦隆近日销毁超过

3 吨的穿山甲皮和鳞片，以表示打击穿山甲盗猎

与走私的决心。阅读原文 

 

马达加斯加木材砍伐失控 

2017-02-22，马达加斯加——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

组织（TRAFFIC）2 月 16 日发布题为《木材之岛：

马达加斯加的黄檀和乌木贸易》的研究报告。报

告称，从 2010 年 3 月至 2015 年 3 月，马达加斯

加至少有 35 万棵树木在保护区内被非法砍伐，至

少有 15 万吨木材被非法出口。报告认为，政策非

延续性、政府职能缺失、森林管理严重不足和对

非法贸易商的惩治不力等，是造成马达加斯加对

珍贵木材资源零管控的主要原因。缺乏法律法规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7 年 2 月） 

http://news.cctv.com/2017/02/03/ARTI8U2Z33n4Fx2JxnPlVV69170203.shtml?winzoom=1
http://news.dahe.cn/2017/02-05/108230012.html
http://www.hinews.cn/news/system/2017/02/08/030962433.shtml
http://www.voanews.com/a/cameroon-burns-three-tons-of-pangolins-seized-from-smugglers/37319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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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监管，加上贫困问题、腐败、在采伐时缺少物种

辨识能力以及对木材资源的认知不足，导致珍贵木

材遭到乱砍滥伐。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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