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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破获一起特大象牙非法制售案件 

 

2017-03-02，福建仙游——2017 年 2 月 20 日起，福建

森林公安开展“2017 利剑行动”，行动成功捣毁了一个

利用微信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象牙制品的犯罪团伙。

目前抓获的 9名犯罪嫌疑人已移交当地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仍有部分在逃嫌犯正在全力追捕中。阅读原文 

 

广东海警查获 138 个盔犀鸟头骨 

 

2017-03-03，广东——3 月 2 日晚 8 点，广东海警一支

队与深圳海缉处联合行动，在三门岛附近等海域一举

查获多艘跨境走私船，缴获盔犀鸟头骨 138 个，涉案

人员 2 名。阅读原文 

 

青年人与互联网巨头共同发声遏制网络野生物

犯罪 

 

2017-03-03，江苏南京——为庆祝世界野生动植

物日，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国际野生

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的支持下，国家濒

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和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于南京举办主题为“聆听年轻人的声音”活动。来

自政府部门、协会、行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年

轻人表达了他们保护野生动植物的热情。BAT（百

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中国三大互联网巨头）打

击网络非法野生物贸易的公开承诺成为本次活

动的亮点。在中动协和 TRAFFIC 的支持之下，BAT

联合发起了一项倡导，呼吁建立中国及世界范围

内互联网公司的联盟，协调一致的打击网络野生

物犯罪。阅读原文 

 

珠海拱北海关查获濒危野生动物豹纹陆龟 

2017-03-06，珠海拱北——2 月 27 日凌晨零时 15

分左右拱北海关通过行李机图像发现一件龟状

物品。经检查，该活龟为豹纹陆龟，重 2.387 公

斤。据向饲养人伍某了解，所携带的活龟为其本

人在澳门饲养的。目前，该关已将上述物品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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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疫部门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珠海海关截获进口旧象牙按键钢琴 

 

2017-03-07，广东珠海——一架从境外购回的旧钢琴，

从拱北海关下属湾仔海关申报进口。让人惊讶的是，

这一申报进口旧钢琴琴键贴有一层象牙薄片。记者从

拱北海关获悉，除了阻止该架钢琴进口入境，目前拱

北海关缉私分局还正式立案调查这起涉嫌进口象牙

制品案。拱北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即使在 CITES 生

效前就已经镶了象牙片，也是被禁止进口范围。阅读

原文 

 

政协委员袁熙坤建议停止大规模繁殖老虎 

2017-03-14——“据了解，中国目前有 200 多家养虎单

位，圈养虎的总数量高达 5000-6000 只，远远超出为

野化放归目的需要的虎数量。另一方面，由于技术、

猎物和适宜栖息地的不足，至今尚未有任何养殖虎成

功回归自然，更别说补充野生虎种群了。”全国政协

常委、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日前建议关闭商业

性虎养殖场、销毁养殖场内贮存的大量虎尸体、停止

大规模虎驯养繁殖活动，建立非营利性的“虎保护研

究中心”。阅读原文 

 

深圳皇岗海关查获活体濒危龟类 

2017-03-16，深圳皇岗——3 月 12 日凌晨，一辆

货柜车申报为“空车” 从皇岗口岸货运渠道入

境，但在最内侧有 3 个泡沫箱子。海关官员查获

活体龟共计 165 只，活体蝎 71 只。经鉴定，活

体龟有辐纹陆龟 42 只、三脊棱龟 23 只、黑池龟

15 只、印度星龟 75 只、马来大头龟 9 只、锯缘

闭壳龟 1 只。经初步讯问，司机表示，自己收取

了 900 元作为“带工费”，为宠物店私运入境。目

前，深圳皇岗海关已将案件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

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天津海关在进境快件中查获象牙制品 

2017-03-17，天津——日前，天津海关隶属机场

海关关员在对一批进自美国的快件进行人工开

拆查验过程中，发现象牙制品 2 件，合计重量约

371 克。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阅读原文 

 

上海海关查获 3.1 吨穿山甲鳞片 

 

2017-03-18，上海——上海海关接到线索，有两

个从非洲启运的集装箱木材里面夹藏大量濒危

物种制品，国内货主正在寻找货代公司想办法通

关。据海关关员介绍，这批货物申报的品名是缅

茄木，通过 X 光机的图像发现里面有大量疑似穿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145/tab60485/info841241.htm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aa6771ba02e56.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aa6771ba02e56.html
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38925?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1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109/tab61265/info842393.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169/tab62557/info8424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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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甲鳞片的东西。经鉴定，编织袋内的物品的确为穿

山甲鳞片。共有 101 包，重量为 3.1 吨。据悉，嫌疑

人朱某与同乡叶某合伙做木材进口生意多年，他们发

现穿山甲鳞片有巨大的利益，便开始做穿山甲鳞片的

走私进口，想从中牟取暴利。缉私人员发现，叶某的

亲戚徐某将钱转给了报关公司。徐某被捕后，交待了

他在朱某、叶某的指使下，明知进口木材中夹藏有走

私货的情况，却依然帮助他们实施走私的犯罪事实。

目前，朱某、徐某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阅读原文 

 

山西侯马女子微信买象牙制品倒卖被判刑 

2017-03-21，山西侯马——女子刘某，中专文化，住

侯马市。2016 年 3 月至 6 月，刘某通过微信 3 次转账

“A奋斗 A”，用于购买象牙制品放在自己的店内销售。

2016 年 7 月 7 日，经鉴定涉案象牙制品重 0.4575 千

克，价值 19063 元。法院认为，刘违反野生动物保护

法规，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

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罪。刘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万元。阅读原文 

 

深圳查获可疑轿车内有 24 只活体穿山甲 

 

2017-03-23，深圳——深圳交警龙岗南湾中队民警在

布沙路设卡，一辆粤 B 牌福特蒙迪欧轿车意欲冲卡，

搜查发现车后尾箱装满 24 只活体穿山甲。涉事

蒙迪欧轿车悬挂粤 b 车牌，但警方在后尾箱查获

6 副车牌，涵盖海南、广西、湛江等地车牌，此

外还有一块武警车牌。车内两名男子均为广西

籍。目前车上两名广西籍男子以及活体穿山甲已

被移交给深圳森林公安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宁波海关移交查获 57 公斤走私穿山甲鳞片  

 

2017-03-23，宁波——3 月 22 日，宁波海关向浙

江省林业厅移交查获的 57.62 千克穿山甲鳞片这

批穿山甲鳞片是宁波海关于 2014 年查获的。当

事人冯某利用其在尼日利亚某公司工作的便利，

购买大量穿山甲鳞片，并将其夹带公司货物中，

试图走私入境。近日，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

冯某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查扣

的珍贵动物制品予以没收。阅读原文 

 

国家林业局公布停止商业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

活动的单位和场所 

2017-03-24——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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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现发布《分期分批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

及制品活动的定点加工单位和定点销售场所名

录》。各象牙及制品定点加工单位和销售场所须

http://news.youth.cn/sh/201703/t20170318_9312878.htm
http://news.sznews.com/content/2017-03/21/content_15711191.htm
http://news.sznews.com/content/2017-03/21/content_15711191.htm
http://news.sznews.com/content/2017-03/21/content_15711191.htm
http://news.sohu.com/20170323/n484421391.shtml?t=1490436865039
http://zj.zjol.com.cn/news/5913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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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期限内停止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并及时

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变更、注销登记手续。

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2017-03-25，香港——香港海关在香港国际机场查获

约 25 公斤疑似象牙制品，价值约 51.4 万港元。海关

人员当天下午在机场查获一名 20 岁男子，从津巴布

韦哈拉雷出发，经迪拜飞抵香港。海关人员进行清关

时，在他携带的背包及手提行李内的意见特制背心中

查获该批象牙。案件已转交渔农自然护理署处理。阅

读原文 

 

呼和浩特珠宝店老板出售象牙制品获刑 

2017-03-28，内蒙古呼和浩特——杨某是呼和浩特市

某珠宝玉饰店的老板，2015 年 2 月在展销会上从一男

子的手中购买了一块象牙材质的雕刻龙牌，之后在其

珠宝玉饰店内以人民币4000元的价格对外出售。2015

年 5 月 26 日，公安人员在杨某店内现场查获该象牙

龙牌，重 0.060 千克。新城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阅读原文 

 

拉萨海关查获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走私案 

2017-03-28，西藏拉萨——2016 年 10 月，拉萨海关缉

私局据情报布控当场抓获正在进行虎皮交易的

犯罪嫌疑人马某。从马某租赁房屋、住宅分别查

获豹皮、鹿角等珍贵动物及其制品，数量巨大。

2017 年 2 月，拉萨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收

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对一

名涉案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涉案濒危动物及其

制品包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雪豹皮 20 张、

虎皮 2 张、云豹皮 1 张、豹皮 2 张、藏羚羊头角

2 个、白唇鹿角 4 个、麝香囊 151 个，案值约 410

万元，此外还有大量猫科动物爪制品。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查获疑似犀牛角 

 

2017-03-30，香港——香港海关 29 日在香港国际

机场查获约 2.5 千克疑似犀牛角，估计价值约 50

万港元。海关人员检查一件从莫桑比克进口申报

为腰果的快递中发现这两件犀牛角，经调查后，

海关人员拘捕了一名 52 岁男子，案件仍在调查

中。阅读原文 

 

福州机场查获冻体穿山甲 2 只 

http://news.163.com/17/0324/16/CGA9PV8H000187VE.html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703/25/P2017032501012_photo_1115511.jpg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3/25/P201703250101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3/25/P2017032501012.htm
http://news.sina.com.cn/sf/news/ajjj/2017-03-28/doc-ifycstww1609991.shtml
http://www.tibet.cn/news/focus/1490662997266.shtml
http://gia.info.gov.hk/general/201703/30/P2017033001013_photo_1115648.jpg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3/30/P20170330010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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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30，福建福州——2017 年 3 月 29 日 13 时左

右，福州机场货运站正在安全检查发现两具动物的尸

体，检查其物流单上填写的是“冻鱼”，打开包装箱后

判断其为穿山甲，体表的鳞片已经除去，两只穿山甲

冻体称重达 15.5kg。阅读原文 

 

44 只非法携带出境的濒危鹦鹉被截留 

2017-03-31，广东汕头——3 月 22 日，汕头检验检疫

局从两名准备飞往曼谷的旅客所携带的行李中截获

44 只濒危野生动物——费氏牡丹鹦鹉。该局依法对

44 只鹦鹉予以截留处理。这是我国首次在出境航班旅

客行李中截获大量濒危鹦鹉。这 44 只鹦鹉分别装在

卷筒纸的卷筒里，并用棉袜子紧密包裹。工作人员开

包检查发现已有 28 只死亡，存活 16 只。在现场的询

问中，旅客自述该批鸟类为“牡丹鹦鹉”，从广东普宁

的鸟类宠物店购买，准备携带出境至泰国供朋友玩

赏。目前该案件正按有关规定进行后续调查处理。阅

读原文 

 

http://news.163.com/air/17/0330/11/CGP7K8TM000181O6.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b1fc3b2c833c5.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b1fc3b2c833c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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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海关截获 330 公斤非洲象牙 

 

2017-03-08，泰国——泰国海关截获了 330 公斤非洲

象牙，价值 48.479 万美元，并逮捕一名冈比亚男子。

这些象牙有 15 箱，被碎石覆盖，从马拉维运入泰国。

阅读原文 

 

加拿大海关查获华裔女子走私玳瑁、象牙制品 

2017-03-10，加拿大——14 年 10 月 17 日，加拿大边

境服务局官员在机场进行例行检查期间，在华裔女子

崔秀梅的行李中，发现一批未申报的首饰、雕刻及装

饰品。经进一步详细搜查后，当局发现该批首饰是由

濒危动物制成，包括非洲和亚洲的大象、狮子、白犀

牛及玳瑁等。今年 3 月 6 日，被告承认控罪，最终被

卑诗省级法院判处罚款 7.5 万加元，其中 7 万加元会

拨入政府的环保损害基金。阅读原文 

 

越南一男子自治虎骨酒掏空 5 只孟加拉虎内脏 

 

2017-03-23，越南——越南人将虎骨煮熟后与米

酒混合在一起，认为能治疗关节炎并能强身健

体。越南警方在义安省一名男子家中的冰箱里查

获了 5 只孟加拉虎的尸体，这些老虎皮肤完好无

损，内脏却全部被掏空。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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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ianhuaweb.com/2017/0308/3711936.s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703/20170310153838_15831.html
http://news.e23.cn/shehui/2017-03-23/201703230024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