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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红木须关注全球濒危物种保护新规 

2013-07-01——今年 3 月，第 16 届《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公约）缔约国大会在

泰国曼谷召开。近几届 CITES 附录修订情况显示，

各种木材特别是热带名贵木材树种正不断被纳入濒

危物种保护的范畴。截至目前，CITES 管制附录共

包括 246 种木材树种。对此，国内红木进口企业必

须关注 CITES 公约附录的最新变化，了解出口国的

相关政策法规以及木材来源的合法性，按规定办理

相关进口审批手续。阅读原文 

 

国家一级保护红珊瑚制品走私被罗湖海关查获 

2013-07-01 ，深圳——6 月 4 日，国内旅客黄某经

罗湖口岸入境，经过查验现场时显得神情慌张，被

海关关员列为重点查验对象。经详细检查，关员在

其腰腹部发现 29 串红色红珊瑚珠链，净重 450 克，

初步估计价值约人民币 20 万元。目前，此案已移

交相关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上海警方破获非法收售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3-07-03，上海——今年 2 月，上海杨浦警方接

群众举报，有人在网上论坛发布出售陆龟、变色龙

等濒危野生动物的信息，警方立即抽调警力组成专

案组开展调查，经过严密侦查，警方一举将 5 名犯

罪嫌疑人抓获，解救陆龟、变色龙等国家一、二级

保护动物 69 只。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获救的动物已转送上海动物园饲养。阅读原文 

 

内蒙古二连边检站查获走私马鹿角 30 千克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7 月） 

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liu/733794.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307/20130701154502_9532.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3-07/03/c_1249521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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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08，二连浩特——7 月 5 日，内蒙古公安

边防总队二连边防检查站查获一起走私国家保护野

生动物制品入境案，查获马鹿角 30 千克。当日凌

晨 4 时许，一列从蒙古国扎门乌德口岸驶出的货运

列车缓缓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边防检查。检查中，

驾驶室内两名司机的不正常举动引起了执勤官兵的

注意，随后在车内查获走私马鹿角 30 公斤，共计

109 支。阅读原文 

 

外交部提醒赴印度中国公民遵守印野生动植物保护

法 

2013-07-08——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援引驻印

度使馆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在印度新德里、孟

买和班加罗尔机场发生多起中国公民因非法携带

未加工的紫檀木出境，被印机场海关查处事件。

根据印 1972 年颁布的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规定，珍

稀动物和未加工的稀有木材属严禁出境物品，凡

违规携带或托运出境者，将面临罚款或被起诉。

中国驻印度使馆、驻孟买总领馆提醒在印中国公

民严格遵守当地有关法律法规，切勿携带或托运

违禁品出境。阅读原文 

 

外交部提醒赴肯尼亚中国游客文明旅游、安全

旅游 

2013-07-08——据外交部中国领事服务网援引驻肯

尼亚使馆消息，近年来，赴肯尼亚中国游客逐年增

加，中国已成为肯游客人数来源增长最快的国家之

一。为切实保护我赴肯游客安全和合法权益，维护

我国家和国民形象，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提醒，其

中包括：请勿询问或购买象牙、犀牛角等野生动物

制品（即使询问是否有野生动物制品也会被认为是

间接参与非法杀害野生动物）等。阅读原文 

 

旅客携 40 多千克穿山甲鳞片从广州入境被查获 

 

2013-07-10，广州——7 月 8 日下午，在广州白云

机场入境大厅，一名自多哈飞抵广州的旅客的异常

情绪引起了广州海关关员的注意。海关关员对其行

李进行开箱检查，结果发现行李中携带穿山甲鳞片

40.28 千克。阅读原文 

 

走私 76 件盔犀鸟头骨获刑五年 

 

http://bf.people.com.cn/n/2013/0708/c223397-22111950.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yzyd/travel/20130718/c_116582933.htm
http://travel.people.com.cn/n/2013/0708/c41570-22111914.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3/07-10/50270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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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10，珠海——今年 1 月 19 日，入境旅客俞

某携带行李箱经珠海拱北口岸旅检现场过关，无书

面向海关申报。拱北海关下属的闸口海关关员发现

行李可疑，经开箱检查，俞某携带的行李箱中有盔

犀鸟头骨约 76 件，净重 7.7 公斤。近日，该案当

事人俞某被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一审判决

有期徒刑 5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 万元。阅读原文 

 

杭州海关查获 164 条濒危珍稀海马干 

 

2013-07-15，杭州——7 月 1 日晚，杭州海关下属

萧山机场海关旅检关员从一名由马拉维入境的旅客

行李中查获 164 条海马干。阅读原文 

 

福建破获非法收购濒危野生动物案 两名台湾籍买

家被抓获 

2013-07-16，宁德——７月１４日晚，福建宁德边

防支队成功破获１起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案，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４名，包括２名来自

台湾的买家，查获濒危野生动物红珊瑚约６公斤，

总价值达２４０余万元。阅读原文 

澳门破象牙伪装成朱古力偷运入境案 

 

2013-07-18，澳门——7 月 18 日，据《澳门日报》

报道，澳门海关首次发现有不法分子将一批象牙伪

装成“朱古力”，并试图偷运入境。两名来自南非的

男子前日经外港码头入境时神色慌张，被关员截查，

在两人行李中查获 15 盒、580 多条伪装成“朱古力”

的象牙，象牙表面涂上一层啡色物质，肉眼看去几

可乱真。查获的象牙初步估计市值 58 万澳门元。

阅读原文 

 

大连海关查获 15 千克走私鱼翅 

 

2013-07-18，大连——7 月 11 日，大连海关对外公

布隶属机场海关近日从三名入境旅客行李中查获鲨

鱼翅 15 余千克，鲨鱼肚约 2.4 千克。这是大连机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7-11/content_9550529.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267/info437250.htm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7/16/c_116558718.htm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7/id/103740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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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海关查获的最大一起携带鱼翅进境案件。阅读原

文 

 

南京海关查获限制进出口干海马 6000 余条 

 

2013-07-18，南京——近日，金陵海关驻邮局办事

处在寄自南亚的包裹内查获干海马 6000 余条，重

约 10 公斤。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

约（CITES）》和我国《海关法》等相关规定，干

海马属于国家限制进出口的动物制品。目前已将此

邮件作扣留处理。阅读原文 

 

杭州海关侦破浙江首起走私濒危植物活体案 

 

2013-07-19，杭州——7 月 17 日，杭州海关对外宣

布，该关侦破浙江省首起濒危植物活体走私案，查

获走私进境野生龟甲牡丹 229 株。今年 1 月，杭州

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在对一个从美国邮寄到杭州的申

报品名为“家庭装饰品”邮包进行检查时，发现过机

图像显示异常。经开拆检查，发现邮包内为龟甲牡

丹，杭州海关先后在杭州和青岛抓获主要嫌疑人颜

某和刘某，并先后在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成功

抓获其他 3 名犯罪嫌疑人。 目前，此案已移送杭

州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检获走私象牙 货品总值超千万港元 

2013-07-19，香港——18日，香港海关在葵涌海关

破获了一宗走私象牙案件，检获1148支象牙，重量

为2183公斤，总值约1746万港元。据悉，这批走私

象牙来自西非国家多哥，藏于一个报称装载木板的

集装箱内。这次的走私象牙运输线路与香港海关以

往破获的案件不同，是由西非国家多哥、经过摩洛

哥绕道抵达香港，路线迂回。阅读原文 

 

昆明海关：查获走私黑熊熊胆 16 个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267/info437776.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267/info437776.htm
http://news.xinmin.cn/domestic/2013/07/18/21111645.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267/info437921.htm
http://hm.people.com.cn/n/2013/0719/c42272-222582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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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19，昆明——7 月 10 日，一辆在夜间从猴

桥口岸入境的小货车引起了腾冲海关缉私关员的注

意，缉私关员在驾驶室挡风玻璃下，发现一盒可疑

的缅甸食品，盒内竟然装着 16 个黑熊熊胆和 100

克穿山甲甲片。 阅读原文 

 

特大贩卖象牙制品案主犯被判刑 10 年多  

2013-07-25，深圳——检察机关近日对森林公安分

局 2012 年侦破的“12·24”特别重大非法贩卖象牙制

品案提起公诉。福田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判处主

犯沈某有期徒刑 10 年 3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1000 元，涉案物品依法予以没收。福田区人民法

院经过审理，认为主犯沈某明知象牙是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仍然非法收购、出售，情节特别严重；

明知红豆杉、榧树、樟树制品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

制品，仍然非法收购、出售，其行为已构成非法收

购、出售国家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和非法收

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阅读原文 

 

甘肃部门间 CITES 履约执法工作联系协作小组正式

成立 

2013-07-26，甘肃——7 月 9 日，由国家林业局驻

西安专员办（濒管办）、甘肃省林业厅、农牧厅、

公安厅、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兰州海关、甘肃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等七部门组成的甘肃部门间 CITES 履约

执法工作联系协作小组在兰州正式成立。该小组的

成立，将有助于妥善处理敏感物种问题，协调解决

履约执法难题，共同遏制和打击走私濒危物种活动。

阅读原文 

 

蛋卷盒藏虎爪 内地男子走私濒危动物澳门被捕 

 

2013-07-26，澳门——7 月 24 日上午，驻守凼仔临

时客运码头的澳门海关关员在截查一名由印度尼西

亚乘飞机到香港后、再乘船到澳门的 50 多岁中国

籍男子，关员凭着经验及专业知识透过 X 光机的影

像分析，在行李内发现 4 盒蛋卷影像有异，开启发

现内有 78 只老虎牙齿(重 1700 克)、69 只老虎爪

(重 190 克)及八个熊胆(重 300 克)，上述虎牙及虎

爪均用锡纸包裹收藏在蛋卷的纸盒内，企图瞒骗海

关关员的检查。阅读原文 

 

走私珍品 防城港交警查获 26 只穿山甲 

2013-07-26，防城港——广西防城港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近日在港口区西湾跨海大桥原收费站附近检查

过往车辆时，在一辆欲逃逸的米黄色朗逸小轿车内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267/info437913.htm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3-07/25/content_8341258.htm
http://roll.news.eastday.com/c1/2013/0726/686915361.html
http://www.chinanews.com/ga/2013/07-26/50892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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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获 26 只尚存活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每

只约 2.5—3 公斤。当天下午，民警将这批穿山甲

全部移交给该市野生动物保护站。阅读原文 

 

全球虎分布国代表共议野生虎等濒危动物保护 

2013-07-30，昆明——7 月 29 日，全球老虎日，野

生虎及其他濒危野生动植物跨境保护暨打击野生动

物非法贸易策略国际研讨会在云南省昆明市开幕。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在开幕式上表示，中国政府

一贯重视并将一如既往地坚定立场，进一步加强野

生虎及其他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严厉打击野生动物

非法贸易。在为期 3 天的研讨会上，全球 12 个虎

分布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贸易公约》（CITES）

等国际政府间组织、国内外非政府组织及研究机构

的代表围绕野生虎及其濒危野生动植物的跨境保护

合作和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策略这两大议题，分

7 个专题开展了交流探讨。阅读原文 

 

 

我国查处 700 多起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网络犯罪案

件 

2013-07-31 ，昆明——记者从国家林业局日前在昆

明召开的“野生虎及其他濒危野生动植物跨境保护

暨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策略国际研讨会”获悉：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以互联网为平台，跨省、跨国

进行非法收购、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的新型犯罪案件。我国森林公安对此高度关

注，加强了打击力度。据统计，去年初至今，共查

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网络犯罪和非法贸易案件 700

余起，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1031 名，打掉犯罪

团伙 13 个，收缴野生动物 13 余万头（只）、野生

动物制品近 2000 件、野生动物皮张 147 张。阅读

原文 

 

横琴截获珍稀植物沉香木 

 2013-07-31，珠海——近日，珠海横琴检验检疫局

从一辆入境小客车中查获三小段沉香木，重 0.95

公斤。该旅客称这原木由印度尼西亚购得，准备带

入国内做木珠用。阅读原文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联系我们： 

TRAFFIC 中国  

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内 

文华宫 2616 室 , 100006 

电话：010-65116211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3-07/26/content_4703668.htm?node=20908
http://www.greentimes.com/green/news/yaowen/szyw/content/2013-07/30/content_228022.htm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7/id/1042488.s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7/id/1042488.shtml
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san/748631.html
http://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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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特迪瓦重拳打击象牙制品非法交易 

2013-07-01，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安全部门 30 日

说，警方近日多次对阿比让一些象牙制品手工作坊

和零售店进行突击检查，没收大量象牙制品，并拘

捕多名不法商贩。警方负责人告诉记者，禁止象牙

制品交易符合国际相关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国际刑

警组织号召，科特迪瓦对象牙制品非法交易活动采

取“重拳打击”行动。阅读原文 

   

肯尼亚缴获总重达 1.3 吨象牙 775 根 

 

2013-07-04，肯尼亚——据肯尼亚当地媒体 3 号报

道，执法人员在该国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缴获了

775 根象牙，共计重达 1.3 吨。这批象牙市场价值

高达 35 万美元，它们被藏在了一个装载从乌干达

出口到马来西亚的鱼类产品的集装箱运输车内。据

悉，这辆运输车于两周前从乌干达抵达蒙巴萨。目

前，肯尼亚警方正在追查这批货物的所属人。阅读

原文 

奥巴马政府将投千万美元遏制非洲野生动物贩卖 

 

2013-07-04 ，坦桑尼亚——据英国《卫报》报道，

当地时间 7 月 1 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起一项针对

野生动物非法走私的倡议，承诺利用行政权力打击

野生动物非法贸易。这项倡议是奥巴马在非洲之行

的最后一站坦桑尼亚访问时提出的，这也是他在近

日宣布全面的环境变化计划后第二次利用行政权力

推行环境政策。阅读原文 

 

南非计划一次性出售 10 亿美元犀牛角惹争议 

2013-07-05 ，南非——据路透社 3 日报道，南非环

境部长莫莱瓦当天表示，南非计划一次性出售价值

10 亿美元的犀牛角存货，出售所得款项将用于保

护野生动物，同时也希望通过大量合法商品上市来

打击目前猖獗的黑市交易。不过，环保组织担心此

举非但不能实现政府所期目的，反倒可能进一步提

振越南等主要市场的需求，更容易让黑市分子从中

渔利。世界自然基金会则指出，近期消费者行为调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7 月）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6/30/c_116344766.htm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704/c157278-22083493.html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704/c157278-22083493.html
http://hope.huanqiu.com/globalnews/2013-07/40910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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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发现越南存在犀牛角需求，但没有证据表明持续

合法供应就能满足越南等国的需求。阅读原文 

  

印尼苏门答腊大象被杀偷走象牙 仅剩不足 3000头 

 

2013-07-15，印度尼西亚——当地时间 2013 年 7 月

14 日，印尼 Rantau Sabon 村，一头苏门答腊大象

被偷猎者杀害，象牙被偷走。苏门答腊大象十分稀

有，目前仅剩不足 3000 头。阅读原文 

 

印度查获一只星龟 3 人落网 

 

2013-07-22，印度——根据情报机关的密报，林业

部门周日从一名旅客的行李中查获 1 只重达一斤的

印度星龟，该旅客当日由哥印拜陀市搭乘 Amritha

快轨抵达 Thiruvananthapuram 中央火车站，三名来

自 Tamil Nadu 的嫌疑人被逮捕。由该三人组成的犯

罪团伙试图将它带到印度首都出售。这只星龟已被

送往 Partuthipally。阅读原文 

 

印尼海洋渔业部门拟对向中日走私鳗苗加强监管 

2013-07-22，印度尼西亚——据日本共同社 7 月 21

日报道，印度尼西亚海洋渔业部和渔业相关人士

20 日透露，由于东亚地区鳗苗捕获量锐减，导致

从印尼向日本和中国走私鳗苗的现象严重，该国政

府将对此加强监管。阅读原文 

 

中美合作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磋商启动 

 

2013-07-24——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7 月 10

日-11 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

架下，由中国国家林业局和美国国务院共同举办的

“中美合作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磋商启动会”于

http://hope.huanqiu.com/globalnews/2013-07/4096340.html
http://news.163.com/13/0715/08/93QF8RAK00014JB5.html
http://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kerala/star-tortoise-seized-three-arrested/article4938262.ece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3-07-22/content_96397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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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0 日上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中国国家林业

局局长赵树丛和美国副国务卿霍麦茨出席会议开幕

式并讲话。双方对加强执法领域合作、减少对非法

获取和交易的野生动植物的来源与需求、加强野生

动植物保护国际合作等内容进行了交流，探讨了双

方未来合作领域。会议同意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

框架下就此问题继续探讨建立适宜的对话平台以开

展相关工作。阅读原文 

 

捷克警方破获一犀牛角走私团伙 

2013-07-24，捷克——捷克海关发言人赫鲁比对当

地媒体说，捷克警方当天逮捕的１６人属于一个国

际走私团伙，他们涉嫌非法走私２４只非法交易的

犀牛角，面临最高８年有期徒刑。但他以案件尚在

调查为由拒绝透露犯罪嫌疑人的国籍。阅读原文 

 

越南网上贩卖野生动物现象严重 

2013-07-27，越南——越南近来通过网络非法贩卖

稀有野生动物和野生动物产品现象日益猖獗，无论

是犀牛角还是象牙都可以仅通过电话购买到。对于

这种现象，越南多个政府部门表示，相关监管工作

不力，有待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负责人说，

目前很多国家都已经开始严格控制通过网络售卖野

生动物的行为，然而越南的相关部门却还没有注意

到这种现象的严重性。越南工贸部电子商贸和信息

技术局承认，目前越南对网络经销商的注册及他们

所经营项目的管理非常松懈，对于电子商务的管理

法令也还在制定中。阅读原文 

 

莫桑比克承诺打击野生物犯罪 

 

2013-07-30，莫桑比克——迫于 CITES、邻国南非及

国际保护组织的压力，莫桑比克政府承诺采取措施

打击野生物犯罪，尤其在大象与犀牛盗猎问题上。

“莫桑比克意识到跨境犯罪网络对国家经济与安全

的威胁，并承诺寻找该问题的解决方案。” 莫桑比

克农业部野生动物司主任 Marcelino Foloma 说。阅

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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