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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查获 113 根走私象牙价值 300 万港元 

 

2013-05-01，香港——香港机场海关周二在一个从

布隆迪发往新加坡，并申报为“配件”的集装箱内

查获 113 根象牙原牙，重约 300 公斤，价值逾 300

万港元。阅读原文 

 

南宁森林公安破获一起重大非法运输野生动物案 

2013-05-02 ，南宁——4 月 21 日凌晨，南宁市森林

公安局根据群众举报，在南宁市杭州路的一辆大货

车查获活体动物暹罗鳄 5 条、鳄龟 15 只、貉 24 只、

缅甸陆龟 23 只和中华龟 61 只，最大一条暹罗鳄重

达 17.5 公斤。经初步查明，查获的野生动物随物

流公司所雇车辆于 4 月 20 日下午从广东出发，21

日凌晨抵达南宁。目前，该案正进一步调查中。阅

读原文 

 

 

 

湖南侦破特大贩卖野生动物案  

2013-05-03——近日，在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统

一组织指挥下，以湖南省森林公安为主，云南、广

东、广西等省区森林公安联动，成功侦破了一起特

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团伙案。去年 10 月，湖南省森林公安局发现

长沙市个别会所和酒店存在非法经营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的现象，随即展开了排查工作。专案组民警

在长沙将正进行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胡某等 8 人抓

获，同时查获活体穿山甲 24 只。专案组乘胜追击，

查获犯罪嫌疑人的隐秘仓库两个，收缴野生动物一

批。截至目前，湖南省森林公安局已将涉案主要犯

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22 名，

查获野生动物 100 多只（条）、野生动物制品 100

余斤，查处涉案酒店 6 家。阅读原文 

 

牟暴利私卖象牙  违法商贩被刑拘 

 

2013-05-03，北京——2013 年 3 月 9 日晚上，北京

市森林公安局接到举报，有人通过快递的方式将大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5 月） 

http://www.scmp.com/news/hong-kong/article/1227435/hong-kong-seizes-113-smuggled-ivory-tusks-worth-hk3m
http://www.pagx.cn/html/jingfangchuanzhen/2013/0502/24642.html
http://www.pagx.cn/html/jingfangchuanzhen/2013/0502/24642.html
http://www.zgpaw.com.cn/2013-05/03/c_1246584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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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象牙制品运到北京。经过侦查，民警在嫌疑人

李某取走的包裹内查获了两根象牙以及 5 件象牙制

品，总重量约 4 公斤。李某说自己只是购买了几件

象牙制品，并不是贩卖。但随后，民警在李某的家

中发现了 7 件象牙制品及几本记账本，上面记载着

李某从 2011 年开始的象牙买卖记录，平均每个月

的交易额都在 10 万元左右。观看视频 

 

两港人走私 5.5 公斤象牙制品入境被查 

 

2013-05-08，深圳——深圳海关近日在罗湖口岸连

续查获两宗香港旅客携带走私濒危动物及其制品入

境案件，查获共重 5.5 公斤的象牙制品。4 月 25 日，

香港女子李某经罗湖口岸入境，关员发现李某神色

慌张，穿着打扮与手里拿的高尔夫球杆包有些格格

不入。经检查，关员在李某的高尔夫球杆包内发现

两个仿古望远镜，在其塑料袋中发现一批用塑料膜

包裹完好的雕像。经鉴定，上述物品均为象牙制品，

包括象牙笔筒、象牙小茶壶和象牙料件等，共重

1.7 公斤。5 月 1 日，罗湖海关在旅检渠道查获另

外 1 名入境香港旅客携带原支象牙切块 4 件，净重

3.8 公斤。目前，以上两个案件的当事人均已被刑

事扣留。阅读原文 

 

北京市森林公安“天网行动”战果丰硕 

2013-05-08，北京——为有效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的违法犯罪活动，北京市森林公安局按照国家林

业局的部署，在四月份展开了代号为“天网行动”

的专项打击行动。在一个月时间里，北京市森林公

安局与多个部门密切配合，采取各种侦查手段侦破

涉及野生动物的刑事案件 14 起，包括 6 起特别重

大案件和 2 起重大案件；查扣非法象牙制品近千件，

总价值达 800 余万元；解救国家重点保护的一、二

级野生动物 64 只，查扣蛇卵 65 枚；刑事拘留 21

人，逮捕犯罪嫌疑人 8 名。北京市森林公安局特别

提醒广大市民，利用互联网发布买卖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信息也是违法行为，将受到法律追究。阅读

原文 

 

受托带海马入境获刑 10 个月 

 

http://www.btv.org/btvindex/xw/content/2013-05/03/content_7010216.htm
http://www.dsb.gov.cn/News/kuaixun/sn/201305/20130508104133_18948.html
http://www.bj.xinhuanet.com/jzzg/2013-05/08/c_115691546.htm
http://www.bj.xinhuanet.com/jzzg/2013-05/08/c_1156915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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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10，泉州——去年 10 月 1 日，张某艺从菲

律宾回厦门市看望儿子。菲律宾籍华人王某顺（另

案处理）预付人民币 5000 元给她，授意张某艺为

他携带用一个纸箱和一件行李箱包装的干海马合计

19.7 余千克到晋江市金井镇，交给某滋补品批发店

店主谢某周。当日中午 12 时许，张某艺从菲律宾

马尼拉国际机场到达晋江机场通关检查时被海关查

获。昨日，张某艺因走私海马一审被判刑 10 个月。

阅读原文 

 

广西防城港查获 16 只巨蜥 32 只穿山甲 

 

2013-05-13，防城港——5 月 10 日凌晨 5 点左右，

钦东高速公路管理大队民警驱车在钦防高速公路上

巡逻时，在一辆挂假牌的丰田轿车内查获巨蜥 16

只，穿山甲 32 只，另有假车牌 5 副。当天，这批

野生动物连同车辆移交给防城港市森林公安局，该

局已对此案立案调查。阅读原文 

 

福建查获总价超 1000 万元的珍贵红珊瑚 

 

2013-05-13，宁德——5 月 12 日，福建省宁德市公

安边防支队在霞浦县查获中国一级水生野生保护动

物红珊瑚约 38 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 5 名。经初

步估算，这批红珊瑚总价值达 1000 余万元。阅读

原文 

 

网上卖熊掌自称不知会违法 

 

2013-05-14，北京——叶某于 2009 年 10 月 10 日，

在网上发布出售野生动物的信息，与梁某取得联系，

非法向其出售熊掌 2 只，并通过长途汽车将熊掌从

广东运送到北京，后叶某被警方查获。经鉴定，涉

案的 2 只熊掌价值 1 万多元。目前，购买熊掌的梁

某已被西城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并处罚金

http://qz.fjsen.com/2013-05/10/content_11356901.htm
http://news.xinmin.cn/shehui/2013/05/13/2022957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zggc/2013-05-13/content_9011716.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zggc/2013-05-13/content_90117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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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上午庭审中，法官未对叶某当庭宣判。

阅读原文 

 

罗湖海关月查获紫檀木 230 多公斤 

 

2013-5-14 ，深圳——4 月以来，罗湖海关共查获走

私紫檀木案件 24 宗，涉案紫檀木共 231 公斤，同

比增长了 4 倍多。据罗湖海关统计，该关查获 10

余宗涉及紫檀制品案件的几乎全部为紫檀佛珠。阅

读原文 

 

车底藏土沉香 145 公斤入境被拱北海关查获 

 

2013-05-15，拱北——5 月 8 日上午，拱北海关在

一辆申报为空车的粤澳直通货车内查获 145 公斤沉

香。这些沉香被藏匿在车体大梁底部暗格内，最大

的一块约长 75 厘米。目前，该案正作进一步调查

处理。 阅读原文 

 

南沙首次查获进境濒危物种 

2013-05-16，南沙——近日，广东南沙检验检疫局

受理报检一批产自马达加斯加的进口货物，申报品

名为海柳树根。由于该种货物为首次进口，南沙局

提前查阅了大量相关文件技术资料，并进行了现场

开箱查验。后经鉴定，该批货物确为珊瑚，在《濒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属二级濒危

野生动物。由于进口珊瑚须取得相关濒危物种进口

许可证，而该批货物进口商未能提供相关许可证明

文件，目前南沙局正在对该批货物涉嫌瞒报进行行

政立案查处。 阅读原文 

 

上海海关海运行李查获象牙鸦片烟枪 

 

http://news.hexun.com/2013-05-14/154104232.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305/20130514091322_9219.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305/20130514091322_9219.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267/info429375.htm
http://www.aqsiq.gov.cn/zjxw/dfzjxw/dfftpxw/201305/t20130516_3571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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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16，上海——近日，上海海关现场业务二

处在海运分运行李中查获象牙制的鸦片烟枪与筷子

等多件违禁品。 阅读原文 

 

大连公布濒危动物走私案赃物 案值逾 400 万 

 

2013-05-16，大连——4 月 1 日 13 时许，大连机场

海关旅检关员在对 CZ620（名古屋—大连）进境航

班进行机检时，在 4 名中国籍旅客的 11 个托运行

李箱内共查获涉案物品 373 件，重约 135 公斤，包

括象牙制品 367 件和其他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值

逾 400 万元人民币。据犯罪嫌疑人赵某交代，涉案

物品主要是在日本市场购买或接受朋友馈赠所得。

目前，大连海关缉私局已对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并

将移交检察机关处理。阅读原文 

 

 

多玛边防派出所二线执勤点查获大量珍稀野生动物

皮毛 

 

2013-05-17，阿里——4 月 29 日凌晨，西藏阿里边

防支队多玛公安边防派出所成功处理一起冲卡事件，

现场查获 102 块大小不一的藏羚羊皮、3 张青羊皮

和 3 个藏羚羊头（血迹未干），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 4 名。据悉，藏羚羊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羊

（又名斑羚）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截至目前，该

所已正式将涉案的野生动物皮毛等物品根据移交相

关部门做进一步调查。阅读原文 

 

全国最大濒危植物物种走私案在天津宣判   

2013-05-17，天津——日前，天津海关侦办的近年

来我国最大的濒危植物物种走私案由天津二中院作

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王某、范某因犯走私国家禁

止进出口货物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和

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并分处罚金；对涉案的

走私货物 44.93 吨檀香紫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该案被告之一范某长期在阿联酋经商，2011 年初，

他先后从境外将 44.93 吨的檀香紫檀分两批发运到

国内，以冒用其他公司的《允许进口证明书》，以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1/info429511.htm
http://www.ln.xinhuanet.com/rdlm/2013-05/16/c_115790440.htm
http://www.chinatibetnews.com/fazhi/2013-05/17/content_122245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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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报品名、低报价格的方式妄图将货物走私到国内。

2011 年 7 月底，两批檀香紫檀先后到达天津港，

在“伪装”申报进口过程中被天津海关查获。经过林

业专家鉴定，涉案檀香紫檀价值超过 5000 万元人

民币。 阅读原文 

 

广西召开打击走私濒危物种资源等非法行为联合行

动总结暨 2013 年保护濒危物种联席会议 

2013-05-17，广西——5 月 8 日，由广西壮族自治

区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濒

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和国家林业局驻广州森林

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联合主办、国际野生物贸易研

究组织（TRAFFIC）承办的 2012 年广西打击走私濒

危物种资源等非法行为联合行动总结暨 2013 年保

护濒危物种联席会议在南宁市召开。会议的主要内

容是全面总结 2012 年广西打击走私濒危物种资源

等非法行为联合行动成果，交流保护野生动植物种

的经验，表彰联合行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研究

部署 2013 年保护濒危物种资源工作。阅读原文 

 

香港发生今年最大宗走私案 货物总值逾 6000 万 

 

2013-05-19，香港——据香港《文汇报》报道，香

港海关破获今年最大宗海上走私案件。17 日，在

屯门烂角咀海面截查的 1 艘内河船的 3 个报称运载

塑料粒的货柜内，查获大批昂贵电子产品及 200 公

斤象牙、穿山甲鳞片、干海马等货物，总值逾

6000 万港元。阅读原文 

 

乌鲁木齐海关查获特大羚羊角走私案 案值 2157万元 

 

2013-05-21，阿拉山口——5 月 21 日，记者从乌鲁

木齐海关得到消息，阿拉山口海关在由哈萨克斯坦

入境的 K9796 次国际列车上查获涉嫌走私入境羚羊

角 719 根，案值 2157 万元。目前，乌鲁木齐海关

缉私局已对哈籍犯罪嫌疑人别克列江·日依扎库乐、

哈籍犯罪嫌疑人白如马诺夫·巴肯特、哈籍犯罪嫌

疑人康卡巴耶夫·阿尔曼、中国籍犯罪嫌疑人许库

尔·阿不力米提等 4 人进行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广西在中越边境查获 5.5 吨国家濒危野生动物 

2013-05-22，防城港——5 月 19 日下午广西公安边

防部门在防城港市一大桥附近查获一起特大涉嫌走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267/info429667.htm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517/c70731-21517304.html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5/id/959899.shtml
http://legal.people.com.cn/n/2013/0521/c203936-215597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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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国家濒危野生动物案，在一辆由东兴开往广州的

重型厢式货车上，边防官兵当场查获眼镜蛇、水律

蛇、山龟、象龟等活体野生动物 113 箱，重达 5.5

吨。据涉案司机何某称，他受东兴一名男子李某的

雇请，装载一批货物送至广州，并承诺货物安全到

达后将支付丰厚的报酬，但司机、货主均不能提供

运载野生动物合法有效手续。目前，公安边防部门

已将查获的野生动物、涉案人员和运输工具移交给

当地林业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男子半年从非洲走私 7.7 吨象牙获 15 年徒刑 

2013-5-22，石狮——半年内，从非洲到福建他走私

了 7.7 吨象牙，被海关查获 5 批 2154 支（根、

段），案值 3.77 亿元。凭重大立功表现，嫌犯陈

某钟刑期从一审的无期徒刑降为终审的 15 年徒刑。

按照判决，扣押在案的重量共计 7680.59 千克的

2154 支（根、段）象牙及制品等由石狮海关缉私

分局予以没收。阅读原文 

 

罗湖海关首截 30 张原只鳄鱼皮  

 

2013-05-24，深圳——日前，罗湖海关在旅检渠道

查获 1 名入境香港旅客携带疑似鳄鱼皮 30 张，共

重 7 公斤。5 月 22 日，经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

中心确认，该案涉案物品为鳄鱼皮，属于被列入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

录 II 的物种。阅读原文 

 

防城港边防一天查获 2 起走私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3-05-24，防城港——5 月 22 日广西防城港市

边防支队横江公安检查站一天内查获两起涉嫌走私

濒危野生动物（标本）案，查获涉嫌走私玳瑁标本

9 具，大头龟、亚洲巨龟等活体濒危野生动物 100

多个。当日 11 时 30 分许，该站执勤官兵在对一辆

东兴开往钦州方向的客车进行例行检查，在车厢一

纸箱内查获涉嫌走私的玳瑁标本 9 具； 22 时 30 分

许，又在一辆东兴开往南宁的轿车内查获亚洲巨龟

99 只、大头龟 3 只、石龟 3 只和黄额盒龟 4 只，车

主持有的合法运输证已过期两月。目前，这两起案

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5/22/c_115857609.htm
http://www.jisi.gov.cn/News/ztbd/201305/20130522144336_9282.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305/20130524092828_9298.html
http://mil.cnr.cn/gmws/bfjc/201305/t20130524_5126619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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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岗海关查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鹦鹉螺壳 

 

2013-05-24，皇岗——5 月 22 日，一内地旅客从广

东皇岗口岸旅检渠道入境，过关时未向海关申报任

何物品。当其行李箱经过 X 光机时，发现内有 3 只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鹦鹉螺的外壳。经初步询问，此

内地旅客称这些贝壳本是几日前在东帝汶所购，准

备国内收藏观赏用。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阅读原文 

 

广西防城港边防支队查获一起非法运输象牙案 

 

2013-05-27，防城港——24 日晚 23 时许，广西防

城港边防支队那梭公安检查站站执勤官兵对一辆从

广西防城港开往东兴方向悬挂外地车牌的面包车进

行例行检查，发现后备箱内装有 4 根象牙，其中最

长一根为 0.9 米，4 根重约 11.45 公斤，由于司机

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执勤官兵当即将司机、货和面

包车依法一并扣留。目前，此案在进一步侦查审理

中。阅读原文 

 

上海海关查获 7 米长森蚺整皮 

 

2013-05-28，上海——日前，上海海关驻邮局办事

处在东南亚某国进境的特快邮件中，查获长达 7 米

的森蚺蛇皮 2 张。 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在蛇口口岸查获海马 12 公斤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305/20130524092306_9297.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05/27/c_124769647.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267/info43089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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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31，蛇口——5 月 24 日，蛇口海关在蛇口

客运码头对入境旅客的行李进行例行 X 光机检查时，

在一名非洲籍旅客的行李箱内查获干海马 4 袋，总

净重达 12 公斤。目前，蛇口海关缉私部门正在对

该 案 做 进 一 步 深 入 调 查 。 阅 读 原 文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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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提高野生动植物种犯罪惩罚力度 

 

2013-04-19，日本——日本宣布其将对野生动植物

走私行为提高惩罚力度，最高刑罚将从一年牢刑或

一百万日元罚款，增长到 5 年有期徒刑或 5 百万日

元的罚款。继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议会将濒危物种

走私列为犯罪之后，日本也出台了此项决议。阅读

原文 

 

联合国将野生物犯罪列为严重犯罪行为 

 

2013-04-29——联合国的正式将国际野生动植物走

私列为严重有组织的犯罪行为，并提出将最终赋予

国际执法人员必要的职权，以打击持续走高的盗猎

率，这一观点引发各环保组织的拥护。就这一问题，

TRAFFIC 协同 WWF、EIA（环境调查组织）制作了

关于严重野生动植物犯罪的视频。阅读原文 

 

法海关截获发往越南穿山甲片 

 

2013-05-01，法国——法国海关官方周二宣布，该

关查获 50 余公斤欲从喀麦隆发往越南的穿山甲甲

片。阅读原文 

 

李冰冰开启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之旅 呼吁终结非

法象牙贸易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5 月） 

http://www.traffic.org/home/2013/4/19/japan-and-russia-increase-penalties-for-wildlife-crimes.html
http://www.traffic.org/home/2013/4/19/japan-and-russia-increase-penalties-for-wildlife-crimes.html
http://www.ipsnews.net/2013/04/u-n-recognises-wildlife-trafficking-as-serious-crime/
http://tuoitrenews.vn/international/9183/french-customs-seize-pangolin-scales-headed-for-vietnam
javascript:showFullImage('/display/ShowImage?imageUrl=/storage/images/Gavel-S-Falkow-Creative-Commons.jpg?__SQUARESPACE_CACHEVERSION=1366321414361',283,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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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7——5 月 6 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亲善

大使、中国著名演员李冰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表

示，偷猎危机已经为肯尼亚的大象等野生动物的生

存敲响警钟，人类必须对象牙制品说"不"。在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内罗毕总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李

冰冰敦促世界各国政府和消费者共同努力，严厉打

击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她同时呼吁世界各国消费者

停止购买象牙等野生动物制品。“作为一名地球公

民，我们需要承担责任，了解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

所带来的潜在影响，" 李冰冰表示。阅读原文 

 

河内警方查获 2.1 公斤疑似犀牛角 

 

2013-05-07，越南——河内警方昨日暂扣了 2.15 千

克疑似犀牛角。海关官员在三名越南旅客携带的行

李中查获了 19 块疑似犀牛角。 5 月 4 日，河内警

方曾于 Ho Chi Minh 机场查获一位卡塔尔进境的越

南旅客的行李中查获 7.28 千克犀牛角。阅读原文 

 

尼日利亚海关逮捕3名涉嫌走私原牙及象牙制品的

外国人 

2013-05-12，尼日利亚——5月8日，尼日利亚海关

发言人 Thelma Williams 说，他们在Lagos的Murtala 

Mohammed国际机场逮捕了试图从尼日利亚走私21

公斤象牙制品和原牙的2名中国人和一名马里人。

这些象牙制品被分别装在176个包裹中，并将被送

往蒙罗维亚、利比里亚、南非及中国。阅读原文 

 

八国提交打击非法象牙贸易行动计划 

2013-05-20——全球非法象牙贸易状况最严重的八

个国家承诺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行动，打击非法象牙

贸易。CITES秘书处已收到来自中国、肯尼亚、马

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乌干达、坦桑尼亚及越南

的行动计划，这些国家被认定为非法象牙的最主要

的来源、中转及进口家。该包含特定的法律法规、

国家与国际执法、宣传与公众意识等各领域的行动

计划，由CITES常务委员会提出，作为对大象偷猎

数量急剧上升问题的回应。CITES秘书处要求该八

国在2014年7月前采取行动，届时常务委员会将会

对他们的执法成绩重新评估。阅读原文 

 

穿山甲走私数量陡升 

2013-05-20，尼泊尔——濒危物种穿山甲走私数量

在过去的几年飙升，该物种的国内和国际贸易都受

到严格的控制。大量的穿山甲走私案件预示着这一

受国际保护的濒危物种生存状态更加岌岌可危。警

方周六查获了80公斤走私至中国的穿山甲甲片，这

一案件是过去两年间第12起穿山甲走私案件，共查

获252公斤甲片。阅读原文 

http://news.hexun.com/2013-05-07/153848349.html
http://tuoitrenews.vn/society/9377/hanoi-police-seize-21-kg-of-suspected-rhino-horns
http://www.afriquejet.com/news/6481-nigerian-customs-service-arrests-3-foreigners-over-elephant-tusks-processed-
http://www.newsroomamerica.com/story/364725/eight_countries_submit_plans_to_
http://www.myrepublica.com/portal/index.php?action=news_details&news_id=54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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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环保人士呼吁更多中国人加入野生动物保护行

列 

2013-05-20，肯尼亚——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等

非洲环保界人士２０日在首都内罗毕呼吁，希望有

更多中国人加入野生动物保护行列，将非洲保护野

生动物的决心和声音传递给更多中国公众。由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和新华社非洲总分社共同主办的“明

月行动·绿色中国梦”大型环保公益活动当天在内罗

毕启动。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新闻发言人保

罗·穆博古阿感谢中国客人的善举和对非洲野保事

业的支持。他说，肯尼亚是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而

非洲的野生动物是全世界的瑰宝。穆博古阿欢迎更

多中国游客来肯尼亚观光，并以实际行动对非洲野

生动物奉献爱心。阅读原文 

 

王室活动打击非法野生物贸易 

 

2013-05-21，英国——2013 年 5 月 21 日，维尔斯

亲王殿下与英国政府召开会议，呼吁最高层面行动

遏制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该贸易目前不仅严重

威胁到自然环境，同时也威胁到国家与地区安全。

威尔斯殿下是 WWF 英国主席，他与大家在很多保

护观点上达成共识，包括对非法野生物贸易重视的

渴望。该倡议突出强调了国际政治议程中的问题。

阅读原文 

 

美海关机场缴获违禁野生动物制品 

 

2013-05-24，美国——5 月 21 日消息，美国洛杉矶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工作人员海关有关部门 5 月 20

日透露，该批违禁品中的死猴来自印度尼西亚，准

备寄往佛罗里达州的北大港;风干象肉从泰国准备

寄往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而剩下的 387 个皮质

钱包则由一位 31 岁尼日利亚乘客随行李托运，准

备将其运往美国销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现场运

营总监托德·欧文(Todd Owen)说，这些违禁品严重

违反了国际贸易公约中对濒危野生动物的相关条例，

他 们 将 会 依 法 对 其 作 出 处 置 。 阅 读 原 文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5/20/c_115838857.htm
http://www.traffic.org/home/2013/5/21/royal-event-to-tackle-illegal-wildlife-trade.html
http://photo.huanqiu.com/dailypicture/2013-05/2694034.html
javascript:showFullImage('/display/ShowImage?imageUrl=/storage/images/Prince-Charles.jpg?__SQUARESPACE_CACHEVERSION=1369125919019',3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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