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7 年 9 月）

2017-09-12，山西太原——2015 年，朱某在太原的某

福建省开展打击象牙走私及非法加工销售督查

古玩

市场租赁柜台做文玩生意。朱某通过百度贴吧

2017-09-04，福建——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有序停止象

认识了家住许昌的张某，并从张某那里多次购买了象

牙加工和销售的要求，推进福建省全面检查清理非法

牙面包圈、珠子、项链、手镯等小件制品，并加价卖

加工销售象牙及制品活动工作，8 月 24 日至 25 日，

出，先后获利上千元。2016 年，公安机关根据张某交

福建省林业厅、省文化厅、省工商局、福建网信办、

代，通过收货地址找到他。被抓获后，他主动将家中

福州海关、福州濒管办组成联合督查组，赴莆田市开

象牙制品上缴。经鉴定，这些象牙制品为亚洲象或非

展督查。阅读原文

洲象牙所有，参考价值为 3896 元。魏都区法院经审
理认为，朱某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

收购象牙制品 淄川法院宣判 3 起涉濒危野生动物案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2017-09-11，山东淄川——2016 年底，淄川森林公安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2 万元。阅读原文

分局根据有关线索成立专案组，将犯罪嫌疑人聂某、
石某、谭某抓获，共缴获疑似象牙制品 14 件。后经查
云南两男子收购穿山甲作药引被拘

明，聂某在 2016 年 10 月从网上购买疑似象牙制品一
件，重 23.6 克，价值 983.34 元。石某自 2015 年 9 月
份至 2016 年 2 月份先后多次通过微信转账收购疑似
象牙制品多件用于收藏，共重 265 克，价值 11041.75
元人民币。谭某在 2014 年通过微信购买一块疑似象
牙制品一件，重 44.1 克，价值 1837.51 元。对于这
三起案件，近日，淄川区人民法院判决聂某犯非法收
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
刑六个月，并处罚金三千元；判决石某犯非法出售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
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判决谭某犯非法收购、濒

2017-09-24，云南文山州——当日，根据案件排查中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六个月，

获悉的情报，文山市森林公安局民警截获一辆从马关

并处罚金三千元。阅读原文

开往文山的装载中药材的皮卡车，在车辆后排座位下
的工具箱内查获活体野生动物 1 只，野生动物鳞片半
编织袋，野生动物刺半塑料袋，并抓获犯罪嫌疑人 2
一文玩小老板买卖象牙制品 获利上千被判刑再罚 2

人。嫌疑人段某供认，活体野生动物及鳞片是他 9 月

万

18 日到都龙边境口岸向一越南人购买和交换来的，活
1

体野生动物支付了 10 兆越南盾(折合人民币 3000 元)， 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S)》附录 II 中加以保
野生动物甲片是他用价值 1600 元人民币的电视机与

护。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阅读原文

这名越南人交换的，野生动物刺是他前些日子从越南
人的饲养场捡的。经鉴定，查获的活体野生动物为马

西安森林公安破获非法收购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来穿山甲，野生动物鳞片来自马来穿山甲，价值 18704

案

元，野生动物刺为齿目豪猪剌，价值 5344 元。两名嫌
疑人因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罪

2017-09-27，陕西西安——2012 年至 2014 年，邓某

被刑事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阅读原

在明知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禁止随意交易的情况

文

下，先后 3 次在广东省广州市华林国际市场购买象牙
制品数件，放置在西安其经营的店面内对外进行售卖，

山东青岛旅客行李中查获穿山甲鳞片

从中赚取差价。今年 3 月 24 日，西安市森林公安局
对邓某经营的店面进行搜查，现场查扣疑似象牙制品
千余件，重量合计 1000 余克。经鉴定，部分物品为象
牙制品。被告人邓某因非法收购、出售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
处罚金 5000 元。阅读原文
福建大田三人因非法买卖穿山甲被判刑
2017-09-30，福建大田——2016 年 12 月 9 日，被告

2017-09-26，山东青岛——近日，青岛海关下属流亭

人范某联系柳某、陈某后得知高某（另案处理）有一

机场海关在一名进境旅客行李中查获 855 克穿山甲鳞

只穿山甲（活体）
，重量 6.2 斤，价格每斤 1150 元。

片和 2 个鳄鱼皮制钱包。阅读原文

12 月 11 日，陈某从高某处取到穿山甲后，联系柳某
称穿山甲价格每斤需 1250 元，得款 7800 元，其中柳
某得款（介绍费）400 元，陈某得款 7400 元。2017 年

罗湖海关截获非法入境砗磲宝石

2 月 9 日，陈某被抓获，同年 2 月 10 日，被告人柳
某、范某主动投案。案发后，陈某、柳某分别退出赃

2017-9-26, 广东深圳——8 月 14 日，深圳罗湖海关

款人民币 7400 元、400 元。大田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柳

关员对一名入境的内地旅客所携带的行李箱进行 X 光

某、范某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机检查，发现图像显示有大量圆珠状物品，质地也比

物罪，且系共同犯罪。依法判处陈某判处拘役六个月、

较奇特。海关关员当即开箱检查，发现箱内是几个装

并处罚金 3000 元，柳某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月、并

有一颗颗白如凝脂珠子的大袋子，数量有好几千颗。

处罚金 2000 元，范某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

经清点，这批珠子总共有 7319 颗，数量达到了 18.2

罚金 1000 元。阅读原文

公斤。9 月 4 日，经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
确定这 7319 颗珠子均为双壳纲帘蛤目砗磲科物种的
外壳制品，即为砗磲宝石。砗磲已被列入《濒危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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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沙巴查扣走私象牙、穿山甲麟片

动物保护组织 TRAFFIC 披露最新调查报告

2017-09-10，马来西亚沙巴——8 月 29 日，马来西亚

2017-09-23，南非——根据动物保护组织 TRAFFIC 发

关税局查获一批由尼日利亚经沙巴准备运往中国大

布的最新报告《Pendants, Power and Pathways 》

陆的非法走私象牙和穿山甲鳞片，重 8 吨。沙巴关税

显示，南非地区越来越多的犀牛角走私者把交易目标

局当天发现两个在出口申报单上注明是花生的货柜，

从传统制药商转向珠宝商。 TRAFFIC 项目负责人

但关员怀疑与申报单不符，因此扣留检查，最终共起

Julian Rademeyer 介绍：
“近年来，濒危犀牛角市场

获 1148 支、
重逾 3 吨的象牙以及 5 吨的穿山甲鳞片，，

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这些走私团伙不再想出口整个

市值约 8000 万令吉（约人民币 1.25 亿）另外又扣留

犀牛角。
”该报告还显示，走私者会把犀牛角产品伪装

一名涉案的马国男子。这些走私货将转往中国大陆的

成玩具和人造制品，甚至藏在腰果包里，以避免安全

黑市贩售。阅读原文

检查。他们还会把犀牛角包裹在铝箔内，用牙膏和洗
发水掩盖腐烂的气味。报告显示：埃塞俄比亚和肯尼
亚在贸易运输中发挥了“非洲过境国”的关键作用，
南非约翰内斯堡的 OR Tambo 国际机场也被认定为
运送往亚洲国家的“重点枢纽”。阅读原文
泰国机场截获非法象牙价值超 80 万
2017-09-23，泰国——当地时间 2017 年 9 月 22 日，
泰国官方在机场截获一根完整的象牙，以及 28 个象
牙段。总价值超过 4 百万铢（约 80 万人民币）。阅读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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