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6 月）
中国首个濒危物种搜查犬项目落成

罗湖海关查获走私紫檀原木 48 公斤
2013-6-9，深圳——5 月 28 日，1 名印度籍旅客携
带一批木头入境，被罗湖海关关员截查。6 月 6 日，
经广东省林业研究院鉴定，以上物品为紫檀木。涉
案紫檀木共重 48 公斤，这是今年来该关在旅检渠
道查获的最大宗紫檀木走私入境案。目前，此案已
移交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2013-06-10，瑞丽——中国拟使用搜查犬来协助执
法人员查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这是该方法首次在
中国使用。目前有 3 只拉布拉多犬正在海关总署缉

车上搜出一根象牙 买主说那是“树头”

私局瑞丽缉毒犬基地接受训练，它们预计将于
2013 年 8 月正式上岗。瑞丽是中国最大的缉毒犬
训练基地，负责向中国大陆和香港海关提供训成的
缉查犬。它同时也是世界海关组织（WCO）在亚洲
的缉查犬训练中心。阅读原文

国资委要求央企和员工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教育
2013-6-9，文山——6 月 6 日中午，一个外表光滑，
十分奇特的“工艺品”，被广西人周毅（化名）藏在

2013-06-13——国务院国资委日前下发通知，要求

租来的小轿车副驾驶的脚垫下，准备一路从昆明运

对中央企业所属“走出去”机构和人员做好野生动

到老家。谁知在富宁平年警务站例行堵卡查毒的民

物保护教育，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对外舆论宣传，维
护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通知要求相关单位要做好

警面前却露了馅。周毅称，这工艺品是从呈贡附近

教育引导，增强保护意识。要对员工做好《濒危野

的农田里收购的“树头”，经文山州森林公安局的民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野生动物保护等相关

警检查后发现，这实际上是一根长 39 厘米、重

知识普及，加强生态伦理道德教育，切实增强生态

8.25 千克，价值为 343752 元的象牙制品。目前，

环境保护意识。阅读原文

犯罪嫌疑人周毅被刑事拘留，此案正在侦办中。阅
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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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加羚羊等多种濒危物种，这些在传统中医药中都

81 张蟒蛇皮缠倒二胡“制造师”

曾或正在使用。如何保护药用资源并实现资源的可

2013-06-13，凭祥——2012 年 9 月 3 日凌晨 2 时

持续利用成为全球范围内备受关注的问题。中国野

许，广西凭祥公安边防大队武警官兵在南友高速

生动物保护协会和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公路凭祥市板透值勤点，对一辆由广西凭祥开往

（TRAFFIC），协同世界中医药学联合会于 6 月 14

广东的牌号为桂 FB**91 的大货车进行例行检查时，

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濒危物种保护与中医药可持

查获 81 张蟒蛇皮制品。据了解，嫌疑人周某平时

续发展专家座谈会”。邀请来自等相关行业和科研

做二胡生意，制作二胡需要蛇皮材料，国内市场

机构等的代表，共同探讨如何使濒危物种保护与中

管控得严，周某便将眼光投向了国外。因涉嫌非

医药可持续发展共存互利。阅读原文

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如皋警方依
法对周某刑事拘留。 随后，周某被移交广西凭祥
警方处理。阅读原文

云南西双版纳查获走私野生动物
2013-6-14 ，西双版纳——记者从云南西双版纳公

濒危物种保护与中医药可持续发展专家座谈会在京

安边防支队获悉，该支队岔河边境检查站近日查获

召开

一起走私野生动物案，查扣涉嫌走私进境的国家一
级野生保护动物蜥蜴 5 只、二级保护动物平胸龟 8
只，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目前，案件已移交勐腊
县森林公安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皇岗查获价值近八万元穿山甲鳞片
2013-06-14，深圳——5 月 24 日，深圳皇岗检验检
疫局工作人员在皇岗口岸从一名入境旅客的随身行
2013-06-14，北京——药用动植物资源是中医药文

李中查获一批穿山甲鳞片，共计 4 千克。该批鳞片

化的立本之源，但由于人类对资源的过渡开发利用，

从巴基斯坦当地收购，市场价格约 8 万元。由于旅

以及对栖息地的破坏，许多药用动植物资源已濒临

客未能提供任何相关证明，且涉案货值较大，该批

灭绝。今年三月召开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穿山甲鳞片被截留并移交皇岗海关立案调查处理。

易公约》（CITES 公约）第 16 次缔约国大会，对多

阅读原文

项相关议题进行了讨论，涉及虎、犀牛、穿山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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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司机已醉得不醒人事。查验关员再次对该车进

广西防城港边防查获 6.5 吨国家保护野生动物

行了全面检查，最终从 5 个轮胎内共取出了 213 个
2013-06-17，防城港——记者今天从广西壮族自治

熊掌。据记者了解，目前两名俄籍走私犯罪嫌疑人

区防城港市公安边防支队获悉，6 月 15 日，该支

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

队成功侦破一起特大涉嫌走私国家保护野生动物案

原文

件，执勤民警从一辆重型厢式货车上查获泥蛇、眼
镜蛇、象龟等国家保护野生动物共计 160 箱，重达
6.5 吨。由于涉嫌走私国家保护野生动物，6 月 16

版纳：成批的“国宝”级动物走私入境被截获

日，这个支队已根据相关规定将查获的 6.5 吨野生
动物、涉案人员和运输工具移交当地林业部门处理。
阅读原文

5 轮胎夹藏 213 只熊掌满洲里闯关

2013-06-18，勐腊——6 月 17 日上午 10 时许，勐
腊县公安局根据举报，在对一辆境外方向驶来的
三轮摩托车进行拦截检查时，驾驶摩托车的男子
加速岔进小路逃跑。民警立马驾驶警车追赶，半
小时后，终于将驾驶三轮摩托车男子周某抓获，
并当场从其三轮摩托车上搜缴了国家一级保护的 8
只巨蜥、二级保护的 36 只平胸龟和 2 只穿山甲。
阅读原文

2013-06-17，满洲里——5 月 22 日凌晨三点，一辆
灰色、且十分破旧的俄罗斯籍嘎斯面包车开进监管

古玩店老板走私象牙一审获刑 7 年

口岸，并报关空车进境。当时车上有一位司机和一
2013-6-19，上海——今年 1 月 23 日董某乘坐飞机

位乘客都是俄籍人。于是查验关员指令司机将该车

从法国巴黎到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入境时海关从其

开往一百米开外的海关 H986 集装箱检查系统进行

行李箱中发现象牙制品 15 件、犀牛角及犀牛角制

机检。然而车还未开几步，便突然熄火。十几分钟

品７件，总价值人民币 298 万元。昨天上午，一中

过后，当查验关员再次回到该车跟前时，发现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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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开庭审理了此案。法庭上，董某称是想带这些物

牙 2 件，玉器 1 件，初步估值约人民币 126 万。据

品回来展览，用于做公益事业。经一中院审判，董

当事旅客称，上述物品均为当事人在境外拍卖行所

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

拍获得，拟携带进境送人。目前，该案已移交至海

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走私犯罪的工具及涉案物

关缉私分局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品予以没收。阅读原文

粤港海关联手缴获 4 吨象牙
厦门海关截获非法携带入境
2013-06-19，厦门——近日，厦门海关查获一名旅
客违规携带斑马皮入境。据厦门高崎机场海关关
员介绍，当天在对从香港入境的一名旅客的行李
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选择无申报通道通关的中
国籍旅客行李箱中有一张布满黑白相间条纹的完
整动物皮毛，初步鉴定为斑马皮。阅读原文
2013-06-21，广州——去年 10 月 14 日晚至 15 日凌
晨，黄埔海关同时在东莞、中山、深圳行动，当场

小车私藏百万元象牙器玉器被皇岗海关查获

查获象牙（原牙）291.11 千克，抓获犯罪嫌疑人 7
名，涉案采购、运输、仓储、贩卖人员被一网打尽。
紧接着，香港海关根据该关提供的情报线索，查获
尚滞留在香港未进境的象牙 3811.2 千克、象牙制
品 1.4 千克，粤港两地海关共计查获象牙及制品
4103.71 千克。这也是香港海关成立以来查获的最
大一宗象牙走私案。日前，该案被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阅读原文

海关查获 28 公斤穿山甲鳞片

2013-6-19，深圳——6 月 17 日，两名内地旅客乘
坐深港两地牌小车皇岗口岸旅检进境小车通道入境，

2013-06-25，济南——6 日，济南海关驻邮局办事

未向海关申报。皇岗海关关员在他们随身携带的挎

处关员在查验国际邮件时，两件寄自外国，品名申

包中，以及车辆第二排座位下暗藏的纸袋内查获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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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为干果的国际邮包引起了关员的注意。关员随即

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案件

对邮包开包装检查，发现包内装有褐色扇贝形似鳞

正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阅读原文

片状物体。随后，济南海关将这批疑似穿山甲鳞片
送至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鉴定，确认为穿山甲
鳞片，净重 28 公斤，该案案值约 11.2 万元。目前，

广州海关查获走私的象牙制品 11.56 公斤

该案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天津海关查获象牙制品 37 件

2013-06-25，广州——近日，广州海关下属白云机

2013-06-25，天津——日前，天津海关驻邮局办事

场海关在 1 名入境旅客行李中查获利用糖果纸包装

处在邮件中查获象牙制品共计 37 件，重约 349 克。

的走私的牙制品 765 件，总共 11.56 公斤。阅读原

阅读原文

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文

4 嫌疑人被侦查

邮寄象牙雕刻入境被查

2013-06-25，仙游——近日，仙游森林公安根据群
众举报信息，在仙游县度尾镇埔尾村壁边组 3 个村
民家中查获疑似用象牙雕刻的观音象、关公象、十
八罗汉等工艺制品，当场抓获涉嫌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案的犯罪嫌疑人胡某洪、吴某雄、
卢某风、吴某辉。4 名犯罪嫌疑人对其非法出售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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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27，苏州——今年 3 月，犯罪嫌疑人吴某
从日本购买了两件象牙雕刻品，在明知象牙制品属
于国家进出境禁限物品的情况下，将两件象牙制品
用锡纸层层包裹后分别藏匿于两个装有旧衣服的包
裹中，从日本投寄。同月，这两个包裹被苏州海关
驻邮局办事处查获。经鉴定，这两件象牙制品总重
2.79 千克，总价值人民币 11 万余元。阅读原文
2013-06-28，济南——民警透露，6 月 22 日晚，他
们在经十路一宾馆门前发现停着两辆轿车，两名男

满洲里海关严厉打击珍贵动物制品走私见成效

子看到民警后，显得很紧张。检查后，警方竟发现

2013-6-28，满洲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10

了三张珍贵豹皮，还有不少动物牙齿制品：有用象

年来，满洲里海关查获了熊掌、羚羊角、麝香、狼

牙、狼牙、狮牙等制品，此外还有虎骨、羚羊角等。

尸、虎皮、棕熊皮等大量珍贵动物制品，仅刑事案

鉴定认为，云豹皮价值为 3 万元，雪豹皮为 10 万

件立案 17 起，案值 400 余万元。加上其余大小规

元，金钱豹皮价值达到 6 万元。4 只被查获的羚羊

模不等的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累计查获走私珍

角每只价格 3 万元，属高鼻羚羊。贩卖野生动物制

贵动物制品走私案百余宗。阅读原文

品的实际是 31 岁的男子郑某。他在淄博有一份正
当职业，平常在淘宝上加工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
欲购买羚羊角的济南人逯某，遂联系到郑某。郑某
为了向玩家炫耀自己卖的都是真品，特别将自己珍

拉萨海关截获走私出境藏羚羊绒 180 公斤

藏的三张豹皮拿来炫耀，不料全被警方查缴。据司

2013-06-28，拉萨——据海关总署透露，拉萨海关

法鉴定统计，该案的涉案总价值为 30 余万元。目

查获“11.07”藏羚羊绒走私案，共截获藏羚羊绒

前，郑某因倒卖野生动物制品被警方刑拘，买家逯

182.7 公斤，至少屠杀 1218 只藏羚羊才能获得。据

某被取保候审。阅读原文

介绍，藏羚羊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分布
在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近些年，因国际市场
对藏羚羊绒——沙图什披肩的需求，藏羚羊遭遇偷

广西查获野生保护动物虎纹蛙 5326 只

猎。阅读原文
2013-06-29，南宁——近日，南宁海关在 322 国道
凭祥弄全路段查获涉嫌走私进境国家二级野生保护
动物虎纹蛙 399.6 千克（5326 只）、广西壮族自治

街头买卖羚羊角 一查还有雪豹皮

区区级野生保护动物沼蛙 673.2 千克，当场抓获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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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嫌疑人 2 人，查扣运输工具汽车 1 辆。当日，该

对上述两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阅

关已对该案刑事立案侦办，并将查扣的虎纹蛙和沼

读原文

蛙全部依法移交相关林业部门救助。近日，该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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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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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6 月）

提醒赴印度中国公民遵守印有关动植物保护法规
2013-06-17，印度——最近，在印度班加罗尔和孟
买机场发生多起中国公民因非法携带未加工的小叶
紫檀木和活龟出境，被印机场海关查扣、拘留并被
移交地方法院遭起诉事件。为此，中国驻孟买总领
馆再次郑重提醒赴印中国公民务必严格遵守印度有
2013-06-18，印度——周三凌晨，野生动物局林业

关法律法规，切勿携带或托运上述违禁物品出境。

部官员接到密报称有人非法运输龟类，便立即实施

阅读原文

抓捕，在 Kalidindi 的 Venkatapuram 解救了分装在
75 个麻袋中的近 2000 只印度鳖，并将它们放生到
Atapaka 鸟类保护区 Kolleru 湖。阅读原文

新加坡：30 余只野生动物在公寓中被查获
2013-06-17，新加坡——6 月 3 日，新加坡粮农和
兽医局（AVA）从一处公寓中查获包括懒猴、绒猴、

中俄签备忘录携手保护野生东北虎

印度星龟及蟒蛇在内的 30 余只野生动物，这些动

2013-06-22，俄罗斯——黑龙江省森工总局 22 日在

物在新加坡是禁止作为宠物饲养的。该案是自

哈尔滨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野生动物与狩猎局签署

2002 年以来新加坡查获的最大一起野生动物案件。

野生东北虎、东北豹保护合作备忘录。按照备忘录

目前，被查获的动物已被送往新加坡野生动物保护

内容，中俄双方将各自推动野生东北虎中-俄跨国

中心进行救护。阅读原文

生态廊道上的保护区建设，保障野生东北虎在重要
活动区域内的安全。双方建立常态化的合作机制，
成立联合工作组，在资金、人员上对野生东北虎保
护提供保障。双方为互访过境和在边境地区开展的
保护活动提供便利，争取国际环保机构和科研机构

2000 只印度鳖在 Kolleru 湖放生

参与到野生东北虎保护中来，畅通信息交流与数据
共享渠道。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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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升，主要销往中国和越南。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物

杜阿拉查获象牙 隐射腐败真相

种生存委员会（IUCN-SSC）穿山甲专家组与新加坡
2013-06-22，喀麦隆——4 名象牙走私者在喀麦隆

野生动物保护区（WRS）联手，首次举办了穿山甲

杜阿拉被擒，16 根象牙及包括象牙筷子在内的其

保护国际会议。来自 TRAFFIC 的代表也在大会上发

他象牙制品被查获，其中一根象牙 4 年前曾被查获

言。阅读原文

并由国家保管。这一点暴露了政府曾经将收缴的象
牙销售给走私贩的事实，反腐败调查亟待开展。政
府的腐败导致库存的象牙被非法出售，唯一的解决

菲律宾奎松城用压路机碾压销毁走私象牙

办法就是像菲律宾那样将其销毁。

专家共谋穿山甲保护计划

2013-06-24，菲律宾——6 月 21 日，在菲律宾奎松
城，一辆压路机将走私的象牙碾压销毁。当日，菲
律宾政府销毁了重达 5 吨的走私象牙，以显示其打
击 非 法 走 私 象 牙 的 决 心 。 阅 读 原 文
2013-06-24，新加坡——穿山甲专家本周齐聚新加
坡出席野生穿山甲保护战略协作会议。穿山甲是亚
洲走私量最大的哺乳动物，其走私量在非洲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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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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