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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生会见 CITES 秘书长约翰·斯甘伦 

 

2017-03-31，北京——3 月 29 日，国家林业局副局长、

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主任刘东生在北京

会见了 CITES 秘书长约翰·斯甘伦一行。刘东生感谢

斯甘伦给予中国 CITES 履约工作的关注和支持，向其

通报了履约工作的最新进展。他表示，中方将继续为

全球野生动植物保护作出应有贡献，发挥积极作用，

并希望秘书处多方筹集资源，对欠发达国家履行公约

提供更多支持。斯甘伦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野生动植

物保护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感谢中国为 CITES 第 17

届缔约方会议的成功举办作出的重要贡献及对秘书

处的支持。阅读原文  

 

旅客携穿山甲鳞片入境中山被查获 

2017-04-04，广东中山——中山客运口岸从一入境旅

客乘坐自香港入境的航班抵达中山客运口岸，行李箱

过 X 光机接受检查时，发现内有海参、海马及 1.01

千克穿山甲鳞片，均为禁止携带入境物品。目前，该

局已对该批穿山甲鳞片进行了必要的检疫处理，并移

交相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73 岁老外带象牙来沈阳送女友被查 

2017-04-06，沈阳——73岁的南某是外国人，1987

年在非洲阿尔及利亚做石油管道铺设工作，工作

结束同事送给他两根象牙。2016 年 2 月 9 日，

南某飞沈阳时在桃仙国际机场入境，被海关查获

象牙两根，价值 11 万元人民币。近日，法院发

布案件判决结果，一审认定南某犯走私珍贵动物

制品罪，免予刑事处罚。两根象牙制品予以没收，

依法处理。阅读原文 

 

CITES 秘书长在京考察象牙定点加工销售单位 

2017-04-06，北京——3 月 31 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秘书长约翰·斯

甘伦一行在北京考察了象牙定点加工企业及销

售场所。约翰·斯甘伦高度赞赏中国政府关于停

止国内象牙商业性贸易的决定。他说，中国政府

决定关闭国内的象牙市场，这是针对象牙非法贸

易所采取的十分有力的打击行为，受到了国际社

会的广泛认可和赞同。阅读原文 

 

全面禁止商业性象牙加工贸易仍然任重道远 

2017-04-06，北京——3 月 31 日，中国关停国内

67 家、近总数三分之一的象牙加工、销售企业。

到今年年底前，剩余 105 家企业也将停止商业性

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然而，年底全面禁止商业

性象牙加工贸易还面临着国内外不少挑战，任重

道远。阅读原文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7 年４月） 

http://www.greentimes.com/green/news/yaowen/szyw/content/2017-03/31/content_358183.htm
http://zs.southcn.com/content/2017-04/04/content_168251851.htm
http://liaoning.nen.com.cn/system/2017/04/06/019776575.shtml
http://www.greentimes.com/green/news/dzbh/bhdt/content/2017-04/06/content_358310.htm
http://news.163.com/17/0406/17/CHBUF6E200018AOQ.html


 

 2 

福建连城一男子重操旧业 非法收购穿山甲被抓 

2017-04-07，福建连城——童某长期从事野生动物买

卖，曾于 2009 年 9 月 11 日因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被连城县法院判处拘役 6 个月，缓刑 1

年，并处罚金 2000 元。2015 年 5 月间他重操旧业，

以每斤280元的价格向他人收购了整只穿山甲冰冻死

体四只，四分之一只的穿山甲冰冻死体一片(腿片)，

存放在其家中冰柜及冰箱里内，准备出售牟利。2016

年 1 月 15 日经群众匿名举报，童某非法收购的上述

穿山甲冰冻死体被连城县公安局森林分局民警当场

查获。2017 年 4 月 7 日，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以非

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童某有期

徒刑 2 年零 3 个月，并处罚金 9 千元。阅读原文 

 

云南公安破获一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虎皮案 

检验检疫部门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2017-04-08，云南西双版纳——3 月 10 日，西双版纳

傣族自治州森林公安局勐养派出所查获 1 张虎皮，价

值 48 万元。虎皮头部处有一明显枪弹孔。据悉，重

庆籍嫌疑人周某某称自己同学漆某某常年在打洛口

岸附近农场工作，一次联系得知漆某某的朋友舒某有

虎皮相关消息。2016 年 11 月，周某某电话联系漆某

某，请其购买虎皮。漆某某应要，找到常年在缅甸种

植香蕉的舒某某，舒某某告知在小勐拉能买到虎皮，

价格 6 万元人民币，还要请岩某运输，运费需花费

4000 元人民币。两人商定后，决定赚取一定的

差价，便向周某某报价 11 万元人民币。2017 年

3 月 10 日，周某某驾车运输虎皮，途经西双版

纳大开河检查站时被边防武警查获。目前，因涉

嫌非法收购、出售、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周某某、漆某某、舒某某、岩某 4 人被依

法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阅读原文 

 

昆明海关查获国际班车夹藏 3.54 吨交趾黄檀 

2017-04-11，云南勐腊——2017 年 3 月 27 日 18

时 30 分左右，勐腊海关根据风险分析提示信息，

对一辆老挝巴色开往中国昆明的国际班车进行

布控查验，驾驶员拒不配合，值班关员随即向带

班领导请示后，现场使用大型车辆查验设备对该

车进行扫描，共发现 4 处可疑夹藏位置。现场拆

解后，在 4 处夹藏点均查获了交趾黄檀原木，重

3.54 吨。阅读原文 

 

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动机制正式

运行 

2017-04-13，北京——4 月 11 日，打击野生动植

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

22 个部门在会上研究确定了今年在打击野生动

植物非法贸易方面的重点工作，包括加快《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整进程，拟定《打击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行动计划》，以及对乱捕滥

猎滥食野生动物、走私及非法经营象牙等野生动

植物产品、野生动物繁育展演活动不规范三大突

出问题进行综合整治等。为进一步健全部门间协

调执法的长效机制，2016 年 11 月 15 日，国务

院批准建立“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际联席

会议制度”。阅读原文 

 

http://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70407/30398338.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145/tab60485/info841241.htm
http://news.ifeng.com/a/20170408/50905397_0.s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7-04/11/content_7102554.htm?node=20908
http://news.163.com/17/0413/09/CHT24EUA000187V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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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举办采用新方法进行预防打击野生物犯罪的宣

传培训班 

2017-04-13，上海——由上海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

站，上海市动物园，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TRAFFIC）共同举办的以“运用新手段开展野生动植

物保护公众教育培训”为主题的培训在上海召开，培

训介绍了采用社会营销方法开展宣传活动和制定传

播信息。采用社会营销方法提高公众意识和改变行为

的模式实践在国内方兴未艾。社会营销方法注重受众

分类，洞察事物的本质以及提供具有行动力的解决方

案，因此在精准传播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培训班

还介绍了以人为本的新媒体运营策略，其中社交媒体

平台和新视觉技术的应用给信息传播和吸引关注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持。阅读原文 

 

南京警方破获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 

 

2017-04-14，南京——最近，南京警方经过追踪侦查，

摧毁一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网络。办案

民警横跨大半个中国，在连续 9 个月的时间里，奔赴

河北、黑龙江、吉林、福建、广东、广西、贵州等多

地走访调查、收集证据，随后展开历时 18 天的收网

抓捕行动，涉案的 15 名犯罪嫌疑人被一网打尽。行

动中，警方查获相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200余件。

4 月 13 日，涉案的覃某某等 4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

嫌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检察机关依

法批准逮捕。阅读原文 

 

日照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宣判 

 

2017-04-14，山东日照——2016 年 3 月 31 日，

五莲县森林公安局接到省森林公安局移交线索

称，五莲县某茶庄店主冯某非法购买、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接到线索，民警迅速展开调

查。经查，自 2014 年 8 月份至 2015 年 4 月份，

冯某未经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通过微信

发布朋友圈等网络手段，多次发布出售野生动物

制品，并在其经营的茶叶店内进行交易，牟取非

法利益。2017 年 3 月 23 日，冯某，被五莲县人

民法院依法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十个月，并处

罚金一万元。阅读原文 

 

北京国检局从入境邮件中首次截获抹香鲸牙齿

 

2017-04-17，北京——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在

http://www.trafficchina.org/node/306
http://news.sina.com.cn/c/2017-04-14/doc-ifyeifqx5672219.shtml
http://rizhao.dzwww.com/rzxw/201704/W020170413380723126166.jpg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b67e4d3b436e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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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邮件中截获寄自日本的抹香鲸牙 1 包，共计 5 件，

0.4 公斤，其中包括原牙 1 颗，长约 15 公分，另外 4

件已加工成烟嘴造型，均为 10 公分左右。抹香鲸属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一物种。

国检人员已依法对该批截留物进行了暂扣处理并向

货主寄送了截留通知书。阅读原文 

 

老农出售濒危野生动物被处罚 

2017-04-19，安徽——2015 年 7 月份，冯某接受宿州

市某杂技动物表演团负责人王某委托，在管理动物表

演团事务期间，该团驯养的一只狮子因患病死亡。后

被告人冯某在没有办理相关手续的情况下，于同年 8

月 5 日在其家中，将该死体狮子以 3 万元的价格出售

给赵某（已判刑）。冯某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法院

审理认为，鉴于其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

认罪、悔罪，法院依法对其给予了从轻处罚。阅读原

文 

 

海南至汕头大巴查获 10 只绿海龟 

2017-04-20，广东湛江——4 月 19 日下午，徐闻县渔

政大队接到群众举报，立即组织联合边防、公安赶往

海安港，共现场查获 10只海龟，5大 5小，放在四个

箱子里。经现场询查，货主和相关海龟养殖、运输人

员均未在车上。据司机交代，在三亚高速路口，有人

委托拖运四个木板钉装严密的箱子到汕头，在被查获

前，他并不知道箱子里面是海龟。阅读原文 

 

跨省贩卖穿山甲 三人被捕获刑罚 

2017-04-21，安徽宁国——2017 年 6 月，家住安徽省

宁国市的姚某与云南省广南县的冯某达成协议，以

2300 元一斤的价格从冯某处收购穿山甲。6 月 20 日，

冯某未办理穿山甲经营利用许可证，即在云南省文山

市将一只穿山甲出售给姚某。近日，宁国市法院

依法判处冯某、姚某、赵某三人有期徒刑六个月

到八个月不等，并判处罚金 4000 元到 6000 元不

等。阅读原文 

 

三成以上香港象牙商人无视象牙管理规定 

 

2017-04-20，香港——根据 TRAFFIC 针对香港象

牙市场所做的调查显示，在 76 家持有象牙制品

买卖许可的商家中，有 26 家怂恿买家在未持有

出口许可的情况下，携带象牙出境。在 TRAFFIC

最新的名为《终结香港的象牙贸易》的报告中，

显示有 59%的商家没有（或声称正在办理）象牙

制品的零售许可。这种行为违反了当地的象牙贸

易条款，并且让消费者无从分辨在经营场所中所

进行的交易是属于合法交易还是非法交易。阅读

原文 

 

四川工商严查象牙销售市场 

2017-04-25，四川——为加大对野生动物保护力

度，打击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行为，今年

以来，按照国家工商总局安排部署，四川省工商

局组织执法人员对全省范围内从事象牙和犀角

及其制品经营行为进行了全面摸排，暂未发现非

法销售象牙和犀角及其制品经营行为。在此次摸

底调查过程中，全省工商机关通过入户宣讲、发

放宣传资料、设立现场咨询点等方式，积极开展

禁止销售象牙和犀角及其制品管理宣传服务活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7-04-17/doc-ifyeifqx6088161.shtml
http://news.sina.com.cn/s/2017-04-19/doc-ifyepnea4086233.shtml
http://news.sina.com.cn/s/2017-04-19/doc-ifyepnea4086233.shtml
http://news.21cn.com/caiji/roll1/a/2017/0420/20/32188914.shtml
http://www.ahyouth.com/news/20170421/1293974.shtml
http://www.traffic.org/home/2017/4/21/more-than-a-third-of-traders-openly-flouting-hong-kongs-ivor.html
http://www.traffic.org/home/2017/4/21/more-than-a-third-of-traders-openly-flouting-hong-kongs-iv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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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律

法规，要求商家以及广大消费者自觉遵守法律，禁止

参与销售和买卖象牙和犀角及其制品等活动。阅读原

文 

 

云南临沧侦破一起特大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案 

 

2017-04-27，云南临沧——2017 年 4 月 12 日镇康县

森林公安局获取线索报称有人在镇康县南伞镇出售

大量野生动物制品。临沧市森林公安局于次日在镇康

县南伞镇工业园区刘某的住宅内当场查获疑似豹骨 1

副（12.15 千克）；疑似象牙制品 37 件；疑似犀牛角

20 块（3.55 千克）；疑似虎爪、熊爪、豹爪共 50 枚；

疑似虎牙、狮子牙、豹牙、熊牙、狗牙共 43 颗；疑

似穿山甲鳞片 3.53 千克；疑似熊胆 12 个；疑似陆生

野生龟壳 9 片（0.66 千克）；疑似野生动物刺猬制品

1 袋；疑似猫科动物鞭 2 枚。目前，涉案的犯罪嫌疑

人刘某因涉嫌走私、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廖某、秦某被依法采取取

保候审强制措施，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苏门答腊象陷生存危机 仅剩不到 2000 只 

 

2017-04-05，印度尼西亚——英国《卫报》4 月 3 

日曝出一组震撼人心的照片，从这组照片中可以

看到严重濒危物种——苏门答腊象面临的困境

和挑战。它们的栖息地正逐渐变成棕榈树种植

园，同时它们赖以生存的森林也因为非法砍伐难

以逃脱退化的命运。大象们还会因为不小心踩踏

农作物与农民发生冲突。当然，最可怕的莫过于

有些人为了获得昂贵的象牙，不惜追捕甚至猎杀

这些濒危大象。为了解决这些法律漏洞，野生动

物保护协会正在与当地政府，希望能完善野生动

物保护的相关法规。他们希望能在以下几方面努

力：大幅度增加受法律保护的物种数量，确保印

尼政府履行承诺；引进最低刑罚，偷猎受保护物

种的投机者罚金加倍；将非本地物种（如非洲象

等）列入受保护物种的名单。阅读原文 

 

南非国内犀角贸易获得合法化 

 

2017-04-07，南非—— 南非宪法法院 5 日驳回环

境事务部有关暂停南非国内犀角贸易的上诉，这

意味着在南非国内，获得政府许可的犀角贸易合

法。对于宪法法院的裁决，南非环境事务部发言

人莫迪塞发表声明说，政府正在研究 5 日裁决的

含义。他同时提醒，“销售或购买犀角需要政府

许可”。 阅读原文 

新加坡宣判 CITES 公约史上查获的最大红木走私

案件涉事人有罪 

http://sc.cnr.cn/sc/2014fz/20170425/t20170425_523725421.shtml
http://sc.cnr.cn/sc/2014fz/20170425/t20170425_523725421.shtml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GDRWTqI?s=4&appid=
http://app.myzaker.com/news/article.php?f=ucnews&pk=58e491a59490cb907e000073
http://wb.qdqss.cn/html/qdwb/20170407/qdwb236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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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26，新加坡——2017 年 3 月）末，新加坡高

等法院作出了对本国商人王伟强（Wong Wee Keong）

和其公司江河（Kong Hoo）非法进口马达加斯加红木

（Bois de Rose）的有罪判决，因而推翻了原先低一级

别法院的无罪判决。2014 年初，新加坡当局扣押了江

河公司（Kong Hoo）运输红木的货船，并认为该公司

已经违反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当时总共清点查获近 30 000 枝卢维勒黄檀（Bois de 

Rose，中国市场俗称马达加斯加紫檀、大叶紫檀、马

达加斯加紫酸枝，标准名卢氏黑黄檀）原木，因而成

为 CITES 公约有史以来最大一宗红木走私事件。阅读

原文 

 

南非与马来西亚将合作调查犀牛角走私案 

 

2017-04-19，马来西亚——4 月 7 日，警方在从莫桑

比克飞往吉隆坡的一架飞机上搜出了 18 只重达 51 公

斤犀牛角。南非和马来西亚将合作查明这些犀牛角的

来源。三月份以来，马来西亚共没收犀牛角 103 只，

总计 235 千克。这次已经是三月份以来第六次被报道

出有人走私犀牛角了。前五次发生在中国香港、泰国

和越南。在香港发生过三次犀牛角走私案，其中

两起案件的犀牛角是来自莫桑比克，犯罪分子也

已经被绳之以法。阅读原文 

 

中国支持加蓬和喀麦隆打击非法野生物贸易 

 

2017-04—— 国 际 野 生 物 贸 易 研 究 组 织

（TRAFFIC），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

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国家濒管办）、中

国海关总署分别于 4 月 24 日和 4 月 28 日在加蓬

首都利伯维尔以及喀麦隆的杜阿拉市联合举办

了系列宣讲活动。宣讲活动旨在提升在这两个非

洲国家工作的中国公民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意识，

减少对非洲象和犀牛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的需

求。50 位来自驻喀麦隆和加蓬的中国国企、私

营企业员工参加了这两场宣讲活动。国家濒管

办，中国海关以及中国林科院的代表分别介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公约）以及

涉及中国公民走私非法野生物制品案件的实例

分析，以此警示在非中国公民勿购买和携带象

牙、犀牛角、珍贵木材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回国。

阅读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TcKFl5NDA1uKyEOEqF7Y7A
https://mp.weixin.qq.com/s/TcKFl5NDA1uKyEOEqF7Y7A
http://www.sohu.com/a/135095786_617282
http://www.traffic.org/home/2017/4/28/african-workshops-promote-wildlife-conservation-to-local-chi.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