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3 月）
2013-03-07，广州——日前，广州海关驻邮局办事

德宏州森林公安成功破获特大野生动物案件

处从进境邮件中查获走私盔犀鸟头盔骨 28 个，这

2013-03-04，德宏——2013 年 1 月 12 日，根据云

是广州海关首次在进境邮件中查获此类物品。按照

南省德宏州梁河县森林公安局在工作中发现的一条

我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

野生动物团伙犯罪的重要线索，侦查人员在丽江市

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规定，非法进口、出口或者

古城区金甲综合交易市场诚信中药材店将嫌疑人邹

以其他方式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的，由海

某、夏某抓获，从其药铺、家中搜查出大量濒危野

关依照海关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

生动物及制品，包括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红瘰疣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阅读原文

螈风干死体 122070 只，计 349.24 千克，穿山甲片
1.5 千克、亚洲象皮 0.9 千克、大壁虎风干死体 11
只、鹿茸切片 4.44 千克、高鼻羚羊角 5 根，以上

野味馆老板娘 3500 元买穿山甲和熊掌 被判一年罚

物品涉案价值共 2935.316 万元。经延伸侦查发现，

五千

侦查人员奔赴保山将犯罪嫌疑人蒋某抓获归案，并
2013-03-08，临安——2012 年 10 月 15 日上午，检

动员彭某主动投案自首。到案 4 名犯罪嫌疑人对非

查人员在野味馆的厨房冰柜里找出了三袋东西，其

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制品的

中一袋装着穿山甲，还有两袋装着黑熊掌。老板娘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阅读原文

马上就被浙江省临安市公安局森林警察大队传唤到
案。老板娘供人说，这些野味是她花了 3500 块钱，
从一个富阳人手里买下的，买回后一直没顾客点，

广州海关首次在进境邮件截获走私盔犀鸟头盔骨

就冷冻着。近日，这位老板娘因涉嫌非法收购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被临安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一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罚金 5000 元。阅读原文

走私穿山甲鳞片 莆田在逃犯落网

2013-03-13，莆田——犯罪嫌疑人王某，男，27 岁，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北高镇人。2012 年 11 月 22
1

日，王某未向海关申报，非法携带盔犀鸟头胄 120
个、穿山甲鳞片 500 片从深圳皇岗口岸入境，被公
安机关上网追逃。3 月 12 日，秀屿公安分局刑侦
大队在分局信息化警务中心的协助下，在莆田市城
厢区五十米路成功抓获此人，案犯已移交皇岗海关
缉私支局办理。阅读原文

男子非法倒卖 22 只熊掌被收缴并销毁
2013-03-18，哈尔滨——2012 年 12 月底，张某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吴某处非法收购熊掌 22 只，后
通过他人联系出售熊掌 4 只，获赃款 7150 元。经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检测中心鉴定：送检动物脚
掌系棕熊脚掌，棕熊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价值合计人民币 10 万余元。案发后其余 18 只熊掌

2013-03-19，昆明——穿山甲是国家重点二级保护

被公安机关收缴并销毁。黑龙江省伊春市友好区人

动物，禁止私人捕杀及食用，然而近日有网民在微

民法院近日对一这非法倒卖熊掌案作出判决,被告

博上发布了一组图片，内容是一名男子拍下宰杀穿

人张某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山甲的过程，并将图片晒到微信上，微信上该男子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 万元。

的地址信息为“昆明”。目前，云南省昆明市森林公

阅读原文

安局方面已介入调查，如果查实，该男子将面临刑
事处罚。阅读原文

男子微信晒宰杀穿山甲照片被警方逮捕
西安海关查获象牙制品 72 件
2013-03-19 ，西安——今年 1 至 2 月，陕西西安海
关在进境邮递渠道查获濒危动物制品 4 批次，共计
82 件，包括寄自非洲的手镯、胸饰、印章等非洲
象牙牙艺雕刻制品 72 件、约 5.18 千克，估价约 20
万元，查获来自泰国的鳄鱼皮制品 10 件。查获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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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动物制品的数量和价值为历年同时期最高。阅读

2013-03-20 ，上海——今年 1 月，上海海关旅检关

原文

员在对来自法国的航班进行监管中，从 2 名同行的
中国籍旅客携带的 5 个行李箱中查获白犀的犀角及
其制品 10 件，重 12850 克；白犀的犀角杯 1 只，
重 128 克；非洲象的象牙制品 36 件，重 41992 克，

千万元走私蟒蛇皮 蛇胆暗藏改装渔船

猛犸象的象牙制品 1 件，重 392 克，案值 500 余万
元。嫌疑人供称上述物品系其在巴黎的拍卖行、古
董商店和古玩市场等处购买所得，存于巴黎家中。
两人虽知道国家规定象牙制品、犀牛角及其制品是
禁止携带进境的，但还铤而走险。目前，2 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检察院正式批捕。另外，3 月 2 日 23
时左右，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对一名乘坐迪拜至上海
的航班的中国籍男青年携带的两件托运行李进行 X

2013-3-20 ，广东——3 月 19 日，广东公安边防总

光机检查时，发现图像疑似象牙制品。经开箱查验，

队深圳边防支队在总结近期缉私工作时，正式对外

箱内有多件用衣服和塑料薄膜包裹的原根象牙和象

宣布：今年 1 月 14 日，该支队蛇口边防工作站在

牙制品，包括非洲象象牙 6 整根，非洲象象牙雕刻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渔人码头内截获一艘木制渔船，

品 4 件和非洲象象牙制手镯 2 件，其中象牙雕刻品

当场查获涉嫌走私的蟒蛇皮 320 张、蛇胆 6852 个

4 件和象牙制手镯 2 件的重量共 6245 克，案值 170

以及电子产品一批，案值约人民币 1800 多万元，

余万元。当事人已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被刑事

是该支队今年破获的首宗案值过千万的大案。目前，

拘留，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原文

案件已移交有关部门做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新疆吐尔尕特口岸查获 40 根高鼻羚羊角

携带犀牛角象牙等濒危动物制品 2 名旅客被批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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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20，吐尔尕特——新疆吐尔尕特口岸边检

2013-3-22，延吉——3 月 15 日 8 时 10 分许，吉林

部门最近连续从两辆由吉尔吉斯斯坦入境的货车当

省延吉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在一进境申报单为“布料”

中查获了走私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高鼻羚羊角 40

的纸箱子中查获 1000 株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物红

根，麝鼠皮 3291 张，液态汞 75.5 千克，涉案金额

豆杉树苗。阅读原文

达到了 200 余万元。目前涉案人员和走私物品已经
移交了海关部门处理。观看视频
运输冻体穿山甲被判三年罚三万
2013-03-23 ，诏安——2 月 24 日下午，叶某将 7 只

为赚 750 元 偷运 73 只穿山甲

冻体穿山甲装进一泡沫箱中，欲托运到从广东汕头

2013-03-22，从化——为了赚取 750 元运输费，司

市运往福建福州。当日晚上，客车途经福建省诏安

机包某从广西偷运穿山甲到广州，在从化太平镇被

县兴业宾馆时，被公安机关查获。穿山甲属国家二

当场抓获，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据包某供

级保护野生动物，经鉴定，该泡沫箱内的穿山甲总

述，几十只活穿山甲都是从广西防城港市运过来的，

价值 1.16 万元。案发后，叶某到诏安县公安局投

自己只负责运输，总共送过三次穿山甲，每运送一

案自首。3 月 21 日，叶某因构成非法运输珍贵、

次到广州的工钱仅为 750 元，他知道这些穿山甲是

濒危野生动物罪，被诏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越南那边过来的野生动物，被抓到也只是罚款而已，

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3 万元。阅读原文

并不知道后果有这么严重。这次他们偷运的穿山甲
共 73 只，均为马来穿山甲。近日，从化市人民法
院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包某判处

福州海关截获走私象牙制品 2.58 公斤

有期徒刑十二年。阅读原文

延吉海关破获红豆杉走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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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3-26，福州——3 月 22 日，福州海关旅检关

私综治办共查获走私珍稀动植物制品案件 8 起，共

员在监管由香港入境的 KA660 航班时，发现由南非

查获走私进口象牙及制品 1.68 公斤、海象牙 0.43

经香港转机到达福州的一名旅客携带的行李过机图

公斤、河马牙 0.16 公斤、穿山甲鳞片 2.19 公斤、

像异常，于是对其携带的 2 件托运行李开包彻查，

濒危物种檀香紫檀 62 公斤。阅读原文

先后查获用锡箔纸和复写纸双层包裹的象牙制品
96 件，包括象牙筷子 80 支、手镯 13 个、手链 2
串、圆柱体 1 件，重 2.58 公斤。目前，福州海关

温州海关查获非法入境象牙工艺品

缉私部门已立案侦查，并对上述犯罪嫌疑人进行刑
事拘留。阅读原文

深圳查获走私紫檀木案
2013-3-26 ，深圳——皇岗海关查获一名旅客携带
紫檀木 17.2 公斤入境案。3 月 24 日，一名中国籍
男子携带一包大件行李进镜，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
品。皇岗海关关员发现里面有 17.2 公斤的红棕色
条状木头。根据我国海关法和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

2013-03-30 ，温州——3 月下旬，浙江温州海关驻

条例的规定，小叶紫檀及其制品属于贸易管制类货

机场办事处旅检关员从一名香港入境旅客的行李箱

物,企业及个人必须取得由国家濒危物种管理办公

中查获非法入境的象牙工艺品 7 件，共计 8.87 千

室及其授权办事处签发的相关证明，海关才予以办

克。这批象牙工艺品尺寸较大并具有较高的艺术价

理通关手续。阅读原文

值和雕刻手法，在温州海关以往查获的象牙制品中
较为罕见。这批没有相关证明的象牙工艺品已被海
关暂扣，等待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河南去年缴获走私进口象牙 1.68 公斤
2013-3-29 ，河南—— 3 月 28 日，河南省反走私综

国家濒管办广州办事处开展广西边境地区“小手牵

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部分成员单位联络

大手”专项宣传活动

员会议。记者从会上获悉，2012 年，河南省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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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卡凤小学举行。仪式由国家濒管办广州办事处联
合广西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野
生物贸易研究组织（TRAFFIC）共同主办，凭祥市
人民政府、凭祥市教育局、凭祥市卡凤小学承办，
上述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卡凤小学全体师生及家
长参加了仪式。专项宣传活动将在凭祥市、东兴市
和大新县等地边境学校全面实施，进一步提高宣传
覆盖面，提高边民法律意识，树立边民保护野生动

2013-04-02，凭祥——3 月 14 日，以“保护野生动

植物的良好风气，有效遏制非法走私贸易势头，彰

植物，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广西边境地区“小手

显广西乃至国家的良好履约形象。阅读原文

牵大手”专项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凭祥市友谊关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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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CITES 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在泰国曼谷举行

保护濒危动物多方向中国施压 对华合作是共识
2013-03-05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鱼翅消费国，
只要中国禁止食用鱼翅，鲨鱼保护这个全球性环境
问题就解决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副教授德
米安查普曼这样告诉《环球时报》记者。3 月 3 日
在泰国首都曼谷召开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第十六届缔约国大会上，持这样观点的非
政府组织（NGO）为数不少。但批评中国的同时，

2013-03-04，泰国——3 月 3 日，《濒危野生动植

更多国家和地区也很看重与中国的合作。会上，一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第十六届缔约国大

些国家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在食用鱼翅、捕杀藏羚羊、

会在泰国曼谷开幕。泰国总理英拉·钦那瓦出席开

象牙买卖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了指责。对此，国家

幕式并讲话，《公约》常委会主席奥伊斯坦·斯道

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孟宪林对

克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

《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政府每年投入大量资金

和《公约》秘书长约翰·斯坎伦分别致辞。本次缔

用于森林恢复、湿地恢复和濒危物种保护，在世界

约国大会为期 12 天，3 月 14 日闭幕，将讨论由各

上都是少有的。除了对中国的指责，一些国家则更

缔约国提交的 71 份《公约》附录修订提案，以及

愿意与中国联合共同保护濒危动物。阅读原文

78 份政策性文件，最终将作出一系列决议、决定。
来自全球 150 多个国家的政府、100 多个政府间和
非政府组织的约 2000 名代表参加本次会议。中国

178 个国家代表一致同意严控濒危树木贸易

政府派出了以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为团长，外
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部、海关总署、国家
林业局、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国家濒
危物种科学委员会等部门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公约》管理机构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参加会议。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国中药协会、香港海洋
资源可持续发展小组等行业协会也派代表与会。阅
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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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3-14，泰国——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会议

2013-03-27，肯尼亚——一名50岁的中国籍男子天

12 日在泰国曼谷召开，与会的 178 个国家的代表

一（音）向肯尼亚Makadara法庭供认了其将439件

一致同意严格控制红木乌木等濒危树木的国际贸易。

象牙小块从刚果途径内罗毕走私至香港的事实。这

大会决定将采取新的措施保护在中美洲、泰国和越

名 50 岁 的 嫌 疑 人 在 Jomo Kenyatta 国 际 机 场 搭 乘

南的红木以及在马达加斯加的每一种红木和乌木，

KQ860航班时被查获。为将象牙小块伪装为传统药

以对抗泛滥的木材贸易。近年来，马达加斯加乌木

材，将它们漆成棕色并与树皮一起被藏匿在行李箱

的砍伐呈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不少木材被销往亚洲

中。周二，法庭判处该男子3万先令（约合人民币

市场。英国代表、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的植物学家

2208元）的罚金。阅读原文

诺埃尔•麦高夫表示，加强木材的国际贸易可令资
金回馈到砍伐木材的贫穷地区本身。据联合国环境
署的执行董事阿基姆•斯坦纳介绍，全球主要的热

泰国查获104只走私穿山甲

带国家的伐木业的 50%至 90%都是由犯罪团伙组织
进行的，其利润高达 300 亿美元，不少当地的穷苦
人被招募其中，获得微薄的利润。阅读原文

关于泰国禁止携带象牙出入境的提示
2013-03-20，泰国——近日，泰国有关部门向外国
游客发出警示，禁止携带象牙和象牙制品出入境泰
国，即使佩戴如耳钉、手镯等小饰品出境，也可能
面临被捕处罚。在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中国

2013-03-30，泰国——泰国海军周二透露，他们查

公民，请严格遵守泰国上述法律规定，勿携带任何

获了104只途径湄公河走私到中国的濒危穿山甲。

象牙或象牙制品出入境泰国，以免给自身带来不必

这一批或来自马来西亚及泰国南部地区。泰国海军

要的麻烦。中国驻泰国使馆领事保护和协助电话：

内部人士透露，此批穿山甲在被运往老挝的途中被

0066-854833327。阅读原文

截获，其最终目的地为中国。在周一的突击行动中，
2名犯罪嫌疑人装船时被抓获。阅读原文

肯尼亚抓获中国及籍象牙走私贩
乍得 86 头大象惨遭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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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1，乍得——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
2013 年 3 月 14 日到 15 日，在乍得西南部的梅奥
凯比地区附近的 Tikem，有至少 86 头大象惨遭杀
害。这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严重的一次非法猎杀活
动。在死去的大象中，有超过 30 头为怀孕的母象，
其 中 许 多 在 被 射 杀 时 流 产 。 阅 读 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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