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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运熊掌拘役加罚金 

2012-11-04 ，重庆——今年 1 月，樊某将实际装有

10 只熊掌的两密封纸箱交给货车驾驶员唐某，谎

称纸箱里面是一般的水产品，并要求唐某将该两件

货物航空托运到山东省青岛市。唐某在江北机场办

理货物航空托运时，被机场安检人员查获。经鉴

定，所查获的熊掌来源于 3 只以上被肢解的黑熊个

体，案值人民币 5 万余元。近日，重庆市渝北区人

民法院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

处樊某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 30000 元。阅读原文 

 

走私 7.1 公斤象牙被刑拘 

2012-11-06，拱北——昨日，拱北海关对外通报，

该关下属闸口海关近日在拱北口岸，通过 X 光机在

一手提袋中查获走私象牙制品共约 7.1 公斤。目前

涉案的福建籍“水客”朱某被刑事拘留，据其供

述，当日他受人所托将这批物品带到珠海，从中赚

取 400 澳门元的带工费。阅读原文 

 

21 岁男子收购熊掌给重病父母治病 途径荆州被拘 

2012-11-09，荆州——陈某父亲患重病，母亲瘫

痪。因筹钱为父母治病，今年 6 月 7 日，他从荆州

施某某处以 14400 元购得 5 公斤重熊掌 4 只。次

日，陈某用泡沫箱将熊掌打包，乘车回十堰意欲转

卖，行至荆州小北门高速公路入口处，被森林公安

查获。后经司法鉴定，4 只熊掌为国家二级重点保

护动物黑熊的掌，总价值 20040 元。沙市法院一审

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判他拘役 5

个月，处罚金 1000 元。陈某配合警方将施某某抓

获（因涉嫌贩卖国家保护动物大案，被广西警方另

案处理），施某某交代，4 只熊掌来自广西原始森

林。阅读原文 

 

广西边防破获一起非法运输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2-11-09，防城港——11 月 6 日，广西公安边防

总队防城港市支队破获一起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案，查获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死体 129

只。当日下午，该支队官兵在广西防城至东兴的二

级公路上巡逻时，一辆从东兴方向开过来的本田轿

车发现巡逻官兵后，便拐入旁边的乡村公路急速行

驶，执勤官兵感觉可疑，立即驾车跟踪。经过 30

多分钟的围捕，该可疑车辆终于被边防官兵“前后

夹击”，车上两名男子被当场擒获。经检查，执勤

官兵在这辆车后座及后尾箱内搜出已经被宰杀的国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2 年 11 月） 

http://news.163.com/12/1104/09/8FF5FR8000014AED.html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2/11/06/010234343.shtml
http://hb.sina.com.cn/news/j/2012-11-09/142930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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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穿山甲 19 袋 129 只。目前，

两名犯罪嫌疑人和查获的穿山甲已移交林业公安处

理。阅读原文 

 

天津市首例贩卖象牙制品案开庭  

 

2012-11-13，天津——2012 年 7 月，警方在天津市

沈阳道抓获了 6 名销售象牙制品的贩子。11 月 12

日，在此次行动中被抓获的妇女安某在天津市和平

区人民法院受审。被告人安某从 2011 年四五月开

始在天津市和平区沈阳道旧物市场其租赁的 34 号

摊位出售象牙制品。今年 7 月 4 日上午 11 时许，

突击检查的民警当场从安某的摊位上查获了象牙制

品 1373 件，总重量约 21.9 千克，参考价值为人民

币 91 万余元。本案将择期宣判。阅读原文 

 

客车暗藏野生动物被查获 

2012-11-13，抚州——11 月 10 日 3 时 30 分左右，

江西省交警总队直属三支队第七大队的交警在济广

高速公路南丰服务区查获一辆客车非法载有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包括两只猫头鹰和 10 只穿山

甲。客车司机称，他是受一名做野生动物贩卖生意

的老板所托，从广州启运，准备运往杭州的。由于

乘客比较多，高速交警对驾驶员的客车行驶证、驾

驶员信息进行了登记，并暂时扣留了涉嫌物品，将

客车放行。目前，南丰县森林公安局正对此案作进

一步调查。阅读原文 

 

福建木雕师非法加工象牙获刑 6 年 涉案 200 余万

元 

2012-11-15，仙游——原是福建当地鼎鼎有名的木

雕师，却经受不住暴利诱惑，“改行”非法加工象

牙制品，短短数月间，就非法加工象牙制品 20 余

件，总计重量 30 多千克，涉案金额高达 200 多万

元。近日，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对由仙游县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郭某犯非法出售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

徒刑六年。阅读原文 

 

男子载 5 只穿山甲在上海落网 

2012-11-15，上海——今年 6 月 6 日，被告人张前

进在福建省三明市公路边一个体摊贩处高价购买了

5 只穿山甲，准备驾驶轿车运往山东出售。途中因

为走错了路，当日深夜 11 时 58 分许，张前进途经

沈海高速（沪浙）检查站时，被金山公安民警当场

查获。日前，金山区检察院因非法运输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对涉案人提起公诉。法院当庭以非法运

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被告人张前进有期徒

刑 2 年，罚款 1 万元。阅读原文 

http://bf.people.com.cn/n/2012/1109/c223397-19531698.html
http://www.022net.com/2012/11-13/45136223329106.html
http://www.zgfznews.com/fznews/fzjiaojing/2012/11/13/948823.shtml
http://news.jcrb.com/Biglaw/CaseFile/Criminal/201211/t20121115_986909.html
http://sh.eastday.com/m/20121115/u1a69956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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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关查获 569 支走私象牙 价值逾千万港币 

 

2012-11-17，香港——香港海关 15 日下午在一个运

抵香港的货柜内查获 569 支象牙，总值约 1065 万

港币（人民币 863 万元）。海关人员当时在一艘由

非洲坦桑尼亚抵港的货柜船，抽查其中一个报称载

有“葵花籽”的货柜。海关人员利用 X 光机检查货

柜，在末端底部发现该批共重 1330 公斤的象牙。

该批象牙以 45 个尼龙袋及胶布包裹，摆放在货柜

末端底部，再以葵花籽掩饰。根据《进出口条

例》，任何人士若输入未列舱单货物，一经定罪，

最高可被罚款 200 万港元及监禁 7 年。粤港海关在

上月亦曾联手侦破一个以迂回路线手法偷运 3813

公斤的原象牙及象牙制品，总值逾 2670 万港元的

跨国走私集团，为香港海关历来截获单一最大宗象

牙。同时间广东省黄埔缉私局拘捕该集团 7 名骨干

成员，包括 1 名港人。阅读原文 

 

广西森林公安局破获特大非法运输野生犀牛角案 

 

2012-11-22——广西壮族自治区森林公安局刑侦支

队在国家森林公安局刑侦处指导下，在河北省森林

公安局协助下，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省非法运输珍

贵濒危野生犀牛角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4 人，查获

犀牛角 3 只，涉案价值高达 500 万元。11 月 18

日，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焦某被依法逮捕。目前，

非法运输的第三只犀牛角在河北省安国市也被成功

查获。主要犯罪嫌疑人焦某被依法逮捕，张某、宋

某被依法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融水查缴 20 只鹰嘴龟 

2012-11-26，融水——日前，融水苗族自治县森林

公安局组织民警前往辖区怀宝镇走访调查时，将正

在收购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鹰嘴龟的嫌疑人韦某

抓获。随后，民警依法对韦某住处进行搜查，查获

并依法暂扣 20 只活体鹰嘴龟。据韦某交代，今年

1 至 10 月，他在怀宝镇、三防镇等地大量收购鹰

嘴龟，准备转手出卖给外地老板。目前，此案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兰州破获一起非法收购濒危野生动物案 

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gj_search_lj.jsp?keyword=%CF%E3%B8%DB%BA%A3%B9%D8
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gj_search_lj.jsp?keyword=%BA%A3%B9%D8%C8%CB%D4%B1
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gj_search_lj.jsp?keyword=%CF%F3%D1%C0%D6%C6%C6%B7
http://search.people.com.cn/rmw/GB/rmwsearch/gj_search_lj.jsp?keyword=%D7%DF%CB%BD%BC%AF%CD%C5
http://hm.people.com.cn/n/2012/1116/c230533-19606114.html
http://www.pagx.cn/html/jingfangchuanzhen/2012/1122/18513.html
http://www.pagx.cn/html/jingfangchuanzhen/2012/1126/186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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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8，兰州——近期，兰州市森林公安局阿

干派出所根据七里河公安分局建兰路派出所移交的

一河南籍废品收购人员非法出售野生动物头角案

件，破获一起特大非法收购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及制

品案，共查获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藏羚羊头

角 38 对（含少部分头骨）及一只藏羚羊单角，涉

案价值 975000 元，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目前，

犯罪嫌疑人谭某已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杨某被依

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阅读原文 

 

走私象牙雕像 谎称树脂制品 

2012-11-28，深圳——近日，罗湖海关利用 X 光机

检查，在一名中国籍男子的行李箱中发现 12 件用

泡沫和塑料膜包裹的象牙制品，其中最小的一件佛

像雕塑标价 88000 元。该男子辩称是他从香港购买

的树脂制品，后经鉴定，为国家濒危动物象牙制

品，净重 10.5 千克，案值人民币 43.68 万元。目

前，此案仍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警察截获货车偷运百年大海龟后放生 

 

2012-11-28，舟山——浙江舟山边防部门最近在高

亭个人码头附近查获了一起海龟走私案，共在一车

厢里查获 51 只大海龟，包括 2 只棱皮龟、2 只太

平洋丽龟和 47 只绿海龟。其中，最长的有 1.5

米，最重的有将近 200 斤。由于这次被非法捕获的

数量庞大、车内空间狭小、再经过长时间的运输， 

51 只大海龟大部分已经死亡，仅有 7 只绿海龟存

活下来。随后，渔业部门将这 7 只存活的野生大海

龟带到大海进行了放生。观看视频 

 

非法出售象牙制品 古玩店主获刑一年 

2012-11-30，北京——被告人汪某（男）在未经批

准和授权的情况下，在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乡十

里河村古玩市场内的某店铺的橱窗及展柜内摆放象

牙制品进行销售。2012 年 7 月 26 日民警当场查获

象牙项链 3 串、象牙手镯 1 只、小象牙佛像 1 尊、

象牙烟嘴 4 个、象牙调琴配件 6 个、象牙串珠 1

粒，价值人民币 10417 元。近日，北京市西城区人

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汪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阅读原文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2-11-27/content_7612960.html
http://finance.ifeng.com/collection/qtcp/20121128/7359282.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ipin/2012/11-28/news133331.s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2/11/id/7964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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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中国野生生物卫士行动资助典礼隆重举行 

 

2012-11-26，北京——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CWCA）、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和中

华环境保护基金会（CEPF）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

野生生物卫士行动资助典礼，于 2012 年 11 月 24

日在北京隆重举行。来自海关、森林公安、边防部

队以及 NGO 等野生生物保护与执法机构的 15 个

（名）单位和个人获得中国野生生物卫士称号，其

中卓越卫士两个（名）、杰出卫士五个、优秀卫士

八个（名）。阅读原文 

全国各地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执法行动 

 2012-11-30，北京——11 月 29 日，国家林业局召

开强化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针对

当前媒体曝光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进行专题部署，要求各地迅速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执

法行动，严厉打击乱捕滥猎野生动物和走私、非法

运输野生动物及产品的行为，全面检查野生动物经

营利用场所，形成持续高压态势，遏制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的违法犯罪势头。目前，针对破坏野生动物

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仍然十分猖獗的现象，国家林业

局已派出 6 个督导组分赴各地开展督促检查，并要

求驻各地资源监督机构切实履行好监督职能，指导

督促各地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打击力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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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ca.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7988
http://news.163.com/12/1130/10/8HI6FBG400014JB5.html
http://news.163.com/12/1130/10/8HI6FBG400014JB5.html
http://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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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DNA 手段分析博达老虎盗猎之谜 

2012-11-02，印度——通过 DNA 分析，博达虎偷猎

事件的谜底终于被揭开。 5 月 18 日，在

Chandrapur 一带惊现被分成 11 段的老虎尸体，其

头部和爪子失踪。 9 月份，另一批虎尸骸在

Maharashtra 林业发展公司管控的 Junona 地区被挖

掘出来。警方已于 9 月 8 日拘捕了 Jambhurla 村的

四名偷猎者，并查获四只老虎的爪子和 18 根胡

须。林区副管理员 Kumar 透露：“博达虎尸及

Junona 地区发现的样本已被送往位于海德拉巴的细

胞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进行 DNA 检测。”检测结

果证实，两批样本来自同一只虎。阅读原文 

 

泰警方识破走私阴谋，成功解救 16 只幼虎 

 

2012-11-04，泰国——泰国警方在泰老边境的泰国

境内逮捕了一名卡车司机，该司机涉嫌走私 16 只

幼虎。警方发现这辆卡车试图绕过检查站，于是将

其拦下，并在车尾厢中发现装在 8 只塑料筐中的幼

虎。警方认为，这些幼虎的目的地是野生动物走私

严重的老挝。阅读原文 

走私者因走私豹皮被捕 

2012-11-04，印度——重案支队上周六逮捕了一名

走私者，扣押了一张豹皮及一辆摩托车。在 SP AR 

Korram 指导下，区重案组已加强了其在该地区的

活动。根据情报，重案组在 Kumhara 村逮捕了嫌

疑人内塔姆。审讯中，嫌疑人承认其走私豹皮的犯

罪事实。重案组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其逮捕

并没收豹皮以及价值 5 万多的摩托车。阅读原文 

 

泰国男子承认走私南非犀牛角事实 

2012-11-05，泰国——泰国男子Chumlong周一承

认，其利用外国人在南非狩猎并可将犀角作为战利

品带回国的合法性，雇佣卖淫女假狩猎。每个卖淫

女可以获得800美金的报酬。2010年10月至2011年5

月间，Chumlong在南非Marnus Steyl私人狩猎区共

猎杀了约24头犀牛；2011年，他又与Steyl签订2000

万美元的交易订单，再猎杀50头犀牛。Chumlong将

因走私犀角而面临至少10年囚禁。阅读原文 

 

曼谷查获价值 162 万走私象牙 

2012-11-06，泰国——新加坡《联合早报》11 月 6

日报道，泰国关税局人员在曼谷一处货仓查获一批

价值 800 万泰铢（约合人民币 162.2 万元）的走私

象牙。泰国关税局人员认为，这批数量为 22 件的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2 年 11 月）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generalnews/news/dna-analysis-solves-mysteryborda-tiger-poaching-case/75155/
http://www.care2.com/causes/16-tiger-cubs-rescued-from-thai-smuggling-plot.html
http://www.dailypioneer.com/state-editions/raipur/106505-smuggler-arrested-with-leopard-skin-.html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11/05/us-safrica-rhinos-idUSBRE8A41BR201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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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象牙来自非洲，通过船运向中国走私。报道

说，去年，世界各地破获 20 多年来数量最多的走

私象牙，大多数象牙运往亚洲黑市出售。阅读原文 

 

Shahjalal 机场查获 73 只濒危龟 

 

2012-11-06，孟加拉——Shahjalal 国际机场昨日截

获 73 只濒危龟类。机场警方透露，这批龟是从泰

国或新加坡走私进境的。安保及海关人员在对旅客

行李进行扫描时发现异常，随即下令开箱检查。嫌

疑人称其没带钥匙，无法开启行李并乘面包车仓皇

逃离。经过追赶，三名犯罪嫌疑人最终被抓获。阅

读原文 

 

泰截获 600 条走私眼镜蛇 

2012-11-15，泰国——泰国海关 13 日在该国中部的

一处检查站拦截一辆涉嫌走私野生动物的小货车，

查获 600 条眼镜蛇。泰国海关总署署长本贾·卢伊

乍龙说，执法人员在首都曼谷以南大约 210 公里处

的巴蜀奇里拦下一辆轻型客货两用卡车，在货厢内

的塑料筐中发现眼镜蛇，随后逮捕了货车司机。阅

读原文 

新卡通片宣传抵制非法野生物贸易 

 

2012-11-22，印度——TRAFFIC 在 Karyon 动画公司

的支持下，打造出最新关于非法野生物贸易的 15

秒影片。此影片描述了一只调皮的小豹子追蝴蝶

时，意外地被电视中一条蠕动的蛇吸引，而后因蛇

被枪击中装入手袋而感到震惊。类似地，一只老虎

被制作成毯子，大象雕刻成象牙雕。在线观看 

 

盗猎是恢复野生虎种群的首要威胁 

 

2012-11-23，马来西亚——WWF 最新研究结果显

示：保护方面的严重漏洞使得野生虎面临盗猎的威

胁，但如果将资金用于巡护人员的增加、改善设备

及濒危野生物种保护巡查培训项目，会得到截然不

同的结果。2012 年 11 月 23 日，WWF 发表该结果

以纪念圣彼得堡老虎峰会召开两周年。圣彼得堡会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2-11/06/content_17012059.htm
http://www.thedailystar.net/newDesign/news-details.php?nid=256424
http://www.thedailystar.net/newDesign/news-details.php?nid=256424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211/20121115093456_8182.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211/20121115093456_8182.htm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pYZxk5u4c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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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是俄罗斯政府及世界银行共同举办的高级别会

议，13 个虎分布国在会上承诺至 2022 年，野生虎

数量将从现在的 3200 只增加到 6000 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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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panda.org/who_we_are/wwf_offices/laos/?206807/Poaching-still-biggest-threat-to-recovery-of-worlds-tiger-populations
http://www.traffic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