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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截获一批穿山甲鳞片和东革阿里 

2017-11-01，深圳文锦渡——日前，深圳文锦渡检疫

局工作人员在与海关的联合查验中，从一名中国籍男

性旅客的行李中截获一批穿山甲鳞片和东革阿里。据

该名旅客称，其购买该批穿山甲鳞片和东革阿里用于

泡酒食用。由于该名旅客无法提供相关检验检疫证

明，文锦渡局工作人员依法将该批物品移交海关处

理。阅读原文 

 

非法收购野生动物 判十年 罚 1万 

2017-11-06，湖北京山---郭光明自 2004年开始经营

野生动物生意，并办理了《野生动物经营许可证》。

但从 2006 年起，在未对该许可证进行年检的情况下

仍运输野生动物。2013年 3月，湖北省森林公安局在

郭光明店铺查获大量野生动物，包括 5只松雀鹰、11

只鸮形目鸟类等动物死体，均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

物。京山县法院判处郭光明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

1万元。阅读原文 

  

货车内塞了 80头野生保护动物 

2017-11-08，湖北十堰---湖北省高速交警在一收费

站，查获一辆十堰籍厢式车，车内塞满了 80 具野生

保护动物尸体。经荆州市公安县森林公安鉴定，属于

国家三级野生保护动物麂子 32 头、省级野生保护动

物野猪 18头、省级野生保护动物猪獾 30头，重量约

2000 斤。目前案件已移交森林公安进行处理。阅读原

文 

苏州警方侦破公安部督办非法买卖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7-11-09，江苏苏州---近日，苏州市警方侦破一

起公安部督办的非法出售、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0 余名。这些人通过 QQ、微信

等工具非法联系、收购、出售长臂猿、猕猴、小熊猫

等国家一级、二级及《华盛顿公约》附录管控的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据嫌疑人供述，为牟取利益，他们从

浙江、河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等地购入长臂

猿、小熊猫等国家保护动物，并通过网络及其开设的

店铺贩卖至全国各地。涉案的野生动物金额也不同，

其中，猕猴出售价位在 10000 元至 15000元，小熊猫

出售价位在 40000 元左右,蟒蛇价位从几百元到几千

元不等。目前,被解救动物已被移送至专业机构保护。

阅读原文 

 

广东破获一宗涉嫌特大非法收购、杀害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案件 

2017-11-10，广东湛江---经侦查，11 月 8 日上午 8

时，湛江市森林公安分局在坡头区黄屋村旧小学教学

楼内破获一宗涉嫌特大非法收购、杀害、出售珍贵濒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7 年 11 月） 

http://money.163.com/17/1101/13/D25MAAA1002580S6.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8ca03c8d56ca.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974efcab57a4.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974efcab57a4.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9c474e2057c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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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野生动物案件，现场查获疑似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隼

43 只（其中活体 37 只，死体 6 只）、鸦鹃（毛鸡）

死体 5只，“三有”保护动物白胸苦恶鸟死体 4只、

杂雀死体 3只。抓获犯罪嫌疑人 4名，案件正在抓紧

办理中。阅读原文 

 

山东走私濒危蝴蝶制品案一审宣判 涉案总价值高达

150 余万元 

2017-11-10，山东济南---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

院近日对一起走私濒危蝴蝶制品案作出一审判决，三

名被告人分别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 10 年、7 年、5 年，并分别被处以没收个人财产 5

万元、罚金 4万元、罚金 2万元。2016 年 1月，济南

海关人员在查验一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包裹时，发现其

申报品为“连衣裙”，但箱子里却是蝴蝶标本，遂将

之查扣。后来，济南海关缉私局将徐某、魏某、朱某

抓获。经查，自 2015年 10月以来，被告人魏某、徐

某等人从境外非法收购蝴蝶制品，再加工成工艺品进

行出售。此次济南海关查扣的 2800 枚蝴蝶（死体）

中有 1244枚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 II 保护物种，还有 20枚吕宋凤蝶属于《公约》

附录 I中的保护物种。阅读原文 

 

云南边境查获非法走私入境象牙制品 

2017-11-13，云南红河——11月 3日下午 17时许，

新街边境检查站执勤官兵在一名自称是越南一名男

子“拜托”其将此背包带到蒙自交给一男子的双肩包

内发现大量象牙手镯、象牙项链、象牙珠串、吊坠挂

牌等饰品。经清点共查获象牙手镯 17 个，象牙珠串

25串、象牙吊坠挂牌 216个、戒指 4枚。经鉴定，此

批查获的饰品确实为象牙制品，价值约 40 万元以上。

阅读原文 

我区查获的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宣判 

2017-11-20，西藏拉萨---近日，拉萨市城关区人民

法院以被告人马某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5万元人

民币。经审查，2008 年至 2016 年间，被告人马某以

出售、营利为目的，在其住处及其承租的仓库内存放

大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包括：雪豹皮、虎皮、

云豹皮、豹皮、藏羚羊头角、白唇鹿角、麝香囊、马

鹿角、熊掌及大型猫科动物犬齿制品等，案值 409.6

万元。阅读原文 

 

烟台市民网购象牙犀角等制品将被判刑 

 

2017-11-20，山东烟台——近日，烟台市森林公安局

通过微信监测到一起网上买卖象牙制品的案件线索，

并抓获嫌疑人王某。王某六次通过微信网络平台购买

象牙制品 5件，犀牛角珠子 6颗，还有高比羚羊角和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a167215e57ec.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a1799353580a.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police_and_frontier-defence/content/2017-11/13/content_7385527.htm?node=23298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d4d067af59f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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盔犀鸟。目前，烟台市森林公安局已将王某依法取保

候审，近日，将以涉嫌非法收购野生动物制品罪将其

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阅读原文 

 

张掖老汉猎杀野生动物被判刑 8年 

2017-11-22，甘肃张掖---2017 年 8 月 11 日，赵某

在携带被钢丝套猎杀的马麝下山时被肃南县林业局

隆畅河林场工作人员当场抓获。后经司法鉴定中心鉴

定，赵某非法猎捕、杀害的 3只野生动物为马麝，被

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审理，肃南县法

院对该案进行了宣判，被告人赵某犯非法猎捕、杀害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处罚金 10000元，并赔偿国家损失 18000元。阅读原

文 

  

 

红桥警方打击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犯罪 

2017-11-24，天津红桥---公安红桥分局在市公安局

刑侦局、森林公安的大力协助下，经过近两个月深入

侦查，一举端掉 9 家涉嫌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象

牙、玳瑁)制品的店铺，当场缴获各种非法野生动物

（象牙、玳瑁）制品 40 余件，抓获尹某、王某、陈

某等 9名涉案嫌疑人员，破获多起非法出售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案。经审理，9 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阅读原文 

 

深 圳 查 获 200 公 斤 走 私 穿 山 甲 鳞 片 

 

2017-11-24，深圳皇岗——当天下午两点左右，一辆

香港和广东两地号牌的货柜车从皇岗口岸入境经盘

查时发现了混藏的走私货物。除了部分香水、手机配

件和废塑料外，海关人员还发现，六个纸箱里装满了

穿山甲鳞片，经称重有 200 公斤。案件初估案值超过

1000 万元人民币。目前，案件已移交给海关缉私部门

做进一步调查处理。阅读原文 

 

 

广西防城港警方查获 1323只大壁虎 5名嫌疑人归案 

2017-11-24，广西防城港---广西森林公安局 23日披

露，防城港森林警方日前破获一起非法运输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案，缴获 1323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壁

虎，并抓获 5名涉案人员。今年 4月，防城港市森林

公安查获一起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并收

缴大壁虎(俗名“蛤蚧”)活体、死体共 1323 只，并

抓获嫌疑人黄某勇。另外 4名嫌疑人于近日归案，该

案涉事人员中有 2 人被警方起诉、2 人被逮捕、1 人

被取保候审，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文 

 

 

http://news.163.com/17/1120/10/D3M81MF500018AOP.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e988724a5b21.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e988724a5b21.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e9877c4a5b1e.html
http://news.dayoo.com/society/201711/24/140000_51958711.htm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54ddd33a015fe9ae39095b5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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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一团伙抢劫象牙 7人涉案被批捕 

2017-11-24，福建仙游——2017 年 9月 8日,犯罪嫌

疑人陈某(重庆人)与仙游本地人杨某取得联系,杨某

告知其仙游县一户肖姓人家在非法加工象牙。陈某一

伙人戴上口罩、帽子,拿着砍刀、镀锌管等在房间里

找象牙、金子、现金、一袋犀牛角后,指挥大家迅速

逃离现场，返回莆田。近日,陈某、石某等七人先后

落网,仙游县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陈某、

石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

方法抢劫公私财物,其行为构成抢劫罪,遂依法批准

逮捕。阅读原文 

 

广西查获象牙原牙及制品近 46 公斤 

 

 

2017-11-27，广西——10 月 12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森林公安局接到北京市森林公安分局线索称：广西东

兴市莫某莲等人通过邮寄快递的方式涉嫌非法收购、

运输、出售野生动物制品。11月 3日对南宁市某快递

公司实施突击搜查，查获野生动物象牙及其制品共

45.807 公斤，最终成功将全部涉案团伙成员莫某莲、

宋某里、赖某钟三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并在东兴

市莫某莲的家中查获疑似象牙、犀牛角制品若干，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大壁虎 11 只。目前，涉案的 3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

办中。阅读原文 

 

辽宁鲸鱼牙犀牛角加工成手串珠子卖 

2017-11-27，辽宁锦州——2015 年初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男子王某通过银行储蓄卡转账付款方式，从

黑龙江人刘某处购得大量鲸鱼牙原料，自取或由刘某

通过快递邮寄方式运到其租用的锦州某加工厂内，将

鲸鱼牙原料加工成圆珠、手串、吊牌、独角、配饰等

品，利用手机朋友圈宣传、出售。2015年 12月 6日，

王某将一件 9 克犀牛角切片，以 4600 元的价格出售

给上海人蒋某，支付方式为支付宝转账。2015 年 12

月 7日，王某再次将一件 11.4 克犀牛角切片，以 6000

元价格出售给上海人蒋某，同时，蒋某将这两块犀牛

角切片加价出售给天津人杨某、孙某。 公安机关在

案发现场查获王某加工犀牛角制品剩余碎料 367.5

克。经鉴定，碎料确定为黑犀参考价值为 78125元。

经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6万元。

阅读原文 

 

 

深圳破获全国最大宗穿山甲鳞片走私案 

2017-11-30，深圳——7月 1日，一个申报为空柜”

的集装箱从盐田港卸船入境，正在办理入闸手续时，

被海关拦截检查。经检查，发现该箱内藏有 176 包木

http://news.sina.com.cn/c/2017-11-24/doc-ifypacti7767054.s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7-11-27/doc-ifypapmz5518734.shtml
http://new.qq.com/cmsn/20171123014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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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共计 5.1吨，此外，还有 239包货物疑似为穿山

甲鳞片，净重达 11.9吨。经过为期 4个多月的侦办，

最终抓获犯罪嫌疑人 2名，目前走私犯罪嫌疑人李某

君、何某杰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阅读原文 

http://www.sz.gov.cn/szskab/xxgk/qt/YFXZ/201711/t20171130_100811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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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野生大象中毒身亡 当场被割下象牙 

 

2017-11-09，印度——当地时间 2017 年 11月 2日，

印度古瓦哈提，一头死亡的野生大象在位于古瓦哈提

郊外的 Panbari被发现，林区工作人员在现场处理尸

体，并割下象牙。据调查，这头野生大象死于食物中

毒。食物缺乏和人类非法入侵象群栖息地，迫使野生

大象不得不在人类生活区域寻找食物。阅读原文 

 

 

泰国海关截获 116 公斤象牙  

 

2017-11-10，泰国——当地时间 2017 年 11月 9日，

泰国曼谷，泰海关部门向媒体展示截获的象牙。泰国

海关本月 7日在曼谷素万那普国际机场，从一架由刚

果飞至泰国的航班上截获 116 公斤走私的非洲象牙，

价值 18.12 万美元。阅读原文 

 

2台湾男子偷犀牛角被斯威士兰法院重判 

2017-11-13，非洲斯威士兰——54 岁的被告萧成豪

（Hsiao Chen Hao，音译）、30岁的被告陈北顺（Chen 

Bei-Hsun，音译）今年 2 月 25 日在非洲斯威士兰姆

斯 瓦 蒂 三 世 国 际 机 场 （ King Mswati III 

International Airport）准备前往台湾被发现持有

24块价值约 240万美元犀牛角。此外，斯威士兰高等

法院法官马嘉古拉下令，他们需为他们割下的 4只犀

牛角赔偿约 400万元台币（约人民币 88万元）。三人

分别判刑 9 年、11 年、9 年，刑期总计 29 年，法官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11年。阅读原文 

 

多国批评日本象牙交易 

2017-11-20，日本——11月 20 日电 据日媒报道，非

洲象栖息的肯尼亚等四国向 11 月底将开始的《华盛

顿公约》常务委员会会议提交了就限制象牙交易点名

批评日本的议案。阅读原文 

 

美国国内就象牙禁令产生分歧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7 年 11 月） 

http://www.cnarts.net/cweb/news/read.asp?id=399596
http://world.huanqiu.com/photo/2017-11/2887315.html#p=1
http://news.k618.cn/world/gjqw/201711/t20171113_14247201.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1120/1580503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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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1-21，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 11月 17日表

示，将维持对津巴布韦大象狩猎品的进口禁令，并等

待进一步评估，与 16 日其政府团队做的决定完全不

同。特朗普当天发推文表示，在他检视所有保育事实

前，将延迟批准进口非洲象狩猎战利品的决定，并将

与内政部长辛克（Ryan Zinke）尽快更新讯息。阅

读原文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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