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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海关在一名入境中国籍男子的托运行李中查获

一批沉香木 

 

2013-4-1，杭州—— 3 月 25 日，温州海关（隶属杭

州海关）驻机场办事处当值旅检关员在对由香港入

境温州的航班托运行李进行 X 光机过机检查时，发

现了一批沉香木，其中包括一整段天然沉香木。由

于无法提供相关进口证明且未向海关申报，海关对

这批沉香木作暂扣处理。阅读原文 

 

广西查获 45 只被注射毒水野生穿山甲 

2013-04-03，防城港——4 月 2 日晚 7 时许，防城

港市公安局打击非法经营案件工作组民警在防城区

人民路进行巡查。犯罪嫌疑人郑某在接受检查时神

情紧张，引起了民警怀疑。打开其车尾，发现 45

只活体野生穿山甲。目前该案已经移交防城港市森

林公安局，案件在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文 

 

沈阳道商贩贩卖象牙制品 获刑 5 年零 8 个月 

2013-04-06，天津——2012 年 7 月 5 日上午，安某

在天津市和平区沈阳道旧物市场的摊位，以每克

13 至 15 元的价格，非法出售象牙雕刻制品，当场

被民警抓获，并收缴了其未售出的手链、项链等

“象牙制品”17 种，总重约 21.0957 千克，参考案值

约为 87.89 万余元。昨天，和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判处被告人安某有期徒刑 5 年零 8 个月，并处

罚金 1.2 万元。据悉，另有 5 名商贩因与安某犯有

同类罪行，也被判处刑罚。阅读原文 

 

广西查获 24 具玳瑁标本 

2013-04-09，防城港——4 月 1 日晚，防城港市横

江公安检查站边防官兵执勤时，发现一辆从东兴市

开往南宁方向的大货车司机闪烁其词，形迹可疑，

于是对货车进行检查。结果从车厢内的两个大木箱

中查获 24 具玳瑁标本。阅读原文 

 

浙江一老板走私象牙原料被海关查获 

2013-04-11，珠海——2012 年 10 月 4 日 17 时许，

被告人朱某捷经拱北口岸旅检现场无申报通道进境。

海关关员从其手提行李及腰间挎包内查获一批象牙

原料，随后他自行从身穿长裤前后四个裤袋里取出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4 月）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zjiang/201304/20130401151347_8965.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yzyd/local/20130403/c_115265230.htm
http://news.enorth.com.cn/tj/tjyw/heping/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3/04/26/010896260.s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3-04/09/c_1153260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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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圆锥形象牙原料。经华鉴定中，上述物品全部

为现代象象牙原料，总净重 7.07 千克，价值为

294585.69 元人民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此案，择日宣判。阅读原文 

 

25 只穿山甲惊现深圳福田一酒楼 

 

2013-04-12，深圳—— 4 月 10 日下午 3 时许，深

圳市森林公安治安科民警来到福田某酒楼进行检查

时，发现冰箱内冻着 25 只穿山甲和 7 只疑似鹰类

的死体。随后，民警当场控制了酒楼内的 4 名相关

人员，并在当日晚 9 时许抓获该酒楼的老板。经连

夜审讯，该酒楼老板承认了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犯

罪事实。目前，抓获的 5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

留。阅读原文 

 

 

外媒称中国渔船在菲被查藏 10 吨穿山甲肉 

 

2013-04-15——中国渔船“闽平渔”号 4 月 8 日在

菲律宾西南部的图巴塔哈群礁地区搁浅，菲律宾海

岸警卫队扣查船上的 12 名中国渔民，并在渔船内

发现 400 箱、约 10 吨重的濒危穿山甲肉。据报道

称，“闽平渔”号上的中国渔民已被控非法入境、

破坏珊瑚礁和非法捕鱼等。如果这批穿山甲被证实

是来自菲律宾，他们将再被控非法交易濒危动物。

阅读原文 

   

国家濒管办广州办事处与广西自治区打私办联合开

展边境专项巡查活动 

2013-04-16，广西——2013 年 4 月 9-10 日，国家

濒管办广州办事处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打击走私综

合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广西凭祥市的边境口岸和

沿线市场进行了巡查。此次巡查采用随机走访的方

式，共走访调查了凭祥市友谊关、弄怀、浦寨、叫

隘等边境口岸、边民互市点及沿线市场。并与当地

政府相关打私成员单位进行座谈，听取各有关部门

对本地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情况介绍，协调处理巡

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阅读原文 

 

http://zh.cnr.cn/2100zhfw/shfz/201304/t20130411_512338707.shtml
http://www.s1979.com/shenzhen/201304/1284071312.shtml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4/3833367.html
http://www.cites.gov.cn/ShowIndex/ShowNews.aspx?sort=t1&id=8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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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获刑十年 

2013-04-16，深圳——2012 年 9 月，深圳市公安局

森林分局侦破一宗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案件，一次性收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

122 只，大鲵 6 只，猫头鹰 27 只和熊掌一个。近

日，罗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了此案件，分别判处涉案

的朱某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

万元；吴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卓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阅读

原文 

 

湖南侦破 30 年来最大野生动物案侦破 刑拘嫌疑人

22 名 

 

2013-04-17 ，湖南——湖南省森林公安局近日成功

侦破一起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团伙案，共刑拘犯罪嫌疑人 22 名，查获国

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鸨 2 只、CITES 附录 II 物种

马来穿山甲 142 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鲵

（娃娃鱼）6 条、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黑熊熊掌

20 只、熊肉 50 多公斤等，查处涉案酒店 6 家。经

初查发现，该特大犯罪团伙，他们跨境越南、缅甸

等国收购国际濒危野生动物，经广西、云南等地中

转运至湖南，然后以长沙为集散地，销往上海、福

建、四川、重庆、广东等省市，以及省内的益阳、

衡阳等地。目前，涉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均被抓捕归

案，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扫尾中。阅读原文 

 

首都机场海关截获约 7 公斤走私象牙 

 

2013-04-18，北京——首都机场海关 3 月 22 日在

ET604 从由亚的斯亚贝入境航班上查获了两批非法

携带入境的象牙及其象牙制品。这次查获的两批象

牙总重量约 6-7 公斤，市面价值大约 30 万左右，

据悉，当事人是两名中国籍的劳务人员，非洲入境

的航线是海关检查濒危动植物制品的重点，最后在

两名当事人的腰部捆绑的特制腰带里面查到了这些

象牙制品。观看视频 

 

珠海侦破最大一起非法收购贩卖象牙制品案 涉案

金额超过 150 万元 

http://app.finance.ifeng.com/hq/rmb/list.php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30416/7910969.shtml
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130416/7910969.shtml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4/17/content_19550557.htm
http://www.btv.org/btvindex/xw/content/2013-04/18/content_70028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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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19，珠海——3 月上旬，珠海市公安局森

林分局侦查人员发现，斗门区存在一非法加工、贩

卖象牙制品窝点，并利用互联网等方式非法出售象

牙制品。近期，市公安局森林分局侦查人员对该场

所进行突击检查时，当场抓获涉嫌非法运输、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黄×勇。随后，侦查人

员在山东再次抓获非法收购象牙制品的犯罪嫌疑人

金×。缴获象牙及其制品 100 余件，重 40 千克，查

扣非法加工象牙机器 10 台，涉案物品金额超过

150 万元。经审讯，犯罪嫌疑人黄×勇、金×对其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犯

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此案仍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查获最大单宗飞艇走私案 案值超百万   

 

2013-04-19，深圳——深圳海关通报，4 月 18 日凌

晨 4 时许，深圳海关在大梅沙对开海域查获高速大

马力快艇“中飞”一艘，现场查获国家保护动物穿山

甲鳞片约 50 公斤以及大量的电子产品，抓获走私

嫌疑人 3 名。阅读原文 

 

红河州成功破获野生动物案件 

2013-4-19，红河——近日，红河州弥勒市森林公安

局成功破获一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野生动

物及其制品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查获国家

级保护动物亚洲黑熊掌 4 只，眼镜蛇 10 条。3 月

21 日，家住屏边县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将事先

收购的 4 只熊掌、10 条眼镜蛇（活体）分别装好，

从屏边县租用马某的出租车，准备运往宜良县与一

刘姓男子交易。途经平锁高速公路锁龙寺收费站时

被查获。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已被依法批捕，

案件相关工作仍在进一步进行中。阅读原文 

 

河南省查获象牙 126 公斤 

2013-04-20，郑州——河南省侦破特大象牙走私案，

查获象牙 126 公斤，总价值 535 万余元。2008 年，

一个长期在津巴布韦经商的男子，看到国内外象牙

价格的巨大差价，通过行李夹带的方式走私象牙，

结果机场安检人员从他一个迟到的行李箱中查到部

分走私的象牙，公安机关进而查出了总重 126 公斤、

价值 535 万余元的象牙。近期，此案经郑州市检察

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尚未作出最终判决。阅读原文 

 

无照经营象牙制品事主被判刑并罚款 

2013-04-24，北京——2012 年 7 月 26 日，刘某在

北京市朝阳区一古玩市场出售象牙制品，被民警发

现并现场查获象牙项链 1 串、象牙手镯 1 只、象牙

观音像 1 尊、象牙挂件 2 个、象牙珠子配件 4 个、

http://www.doumenqu.com/
http://www.doumenqu.com/news/bencandy-htm-fid-32-id-38710.html
http://news.cqnews.net/html/2013-04/19/content_25646627.htm
http://www.cwca.org.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9752
http://news.hnr.cn/snxw/201304/t20130420_4134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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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项链配件 5 个、镶有象牙制品的菩提项链 1 串、

镶有象牙制品的金刚菩提项链 1 串。经国家林业局

森林公安局野生动植物刑事物证鉴定中心鉴定均为

象牙制品，价值人民币 46250 元。日前，被告人刘

某因犯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北京

市西城区法院判处刑罚 1 年，并处罚金 2000 元。

阅读原文 

   

大货车偷运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至广西被截获 

 

2013-04-24， 南宁——4 月 21 日凌晨 4 时 30 分，

南宁市森林公安局根据举报，在杭州路一辆可疑运

输车辆中查获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暹罗鳄 5 条、鳄龟

15 只，自治区级保护动物貉 24 只、缅甸陆龟 23

只、中华龟 61 只。同时，办案民警控制了现场有

关负责人。经初步查明，这辆运载野生动物的车辆

于 4 月 20 日下午从广东出发，随车辆运载的还混

杂有冰冻海鲜、牛肉等其它货物。目前，警方已将

查获的野生动物移交广西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救护研

究中心处置，案件正进一步深入调查当中。观看视

频 

 

森林公安机关启动“天网行动”保护野生动物资源 

2013-04-25，北京——为有效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资

源违法犯罪活动，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4 月 1 日

启动了代号“天网行动”的专项打击行动。行动为

期 1 个月，主要以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源头和流

通环节违法犯罪为主。据悉，自行动开展以来，全

国森林公安机关已清查整治古玩城、花鸟市场

3498 处，清理取缔定点生产销售企业 280 家、小

店面 3571 个，整治网站和论坛 137 个，屏蔽网上

违法信息 284 条，接受群众举报线索 510 条，办理

案件 410 起，其中重特大案件 16 起，查处涉案定

点生产销售企业 39 家，收缴野生动物 9.34 万多头

（只），涉案价值达 534.3 万元。阅读原文 

 

上海警方解救两只穿山甲 

2013-04-26，上海——昨天下午 4 时 50 分，松江

公安分局的民警在 G60 沪昆高速枫泾检查站例行检

查，发现大客车上有一只行李箱无人肯出来认领。

打开箱包，里面竟然是一只蓝色的塑料箩筐，箩筐

里藏着两只穿山甲。目前，松江警方已把两只小家

伙转交给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收养，此事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阅读原文 

 

北京森林公安“天网行动”首战告捷 现场收缴涉

案现金 25 万元 

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424/c70846-21259946.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ipin/cnstv/2013/04-24/news206107.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ipin/cnstv/2013/04-24/news206107.shtm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425/c70731-21280488.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3-04-26/131926959523.shtml


 

6 

 

 

2013-04-27 ，北京——北京市森林公安 4 月 25 日

对北京西城区报国寺古玩市场开展了集中检查整顿

行动，共查处销售濒危物种制品的摊位 6 家，依法

传唤犯罪嫌疑人 10 人，现场起获疑似象牙制品

469 件、疑似象牙珠 54 袋，约合 30 公斤，疑似盔

犀鸟头骨 15 个，疑似玳瑁制品 63 片及 4 件，涉案

价值高达 100 余万元；现场收缴涉案现金 25 万元；

扣押涉案手机 6 部，涉案车辆 1 辆，所有的涉案物

品 ， 均 依 法 予 以 扣 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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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cnr.cn/city/201304/t20130427_512469789.shtml
http://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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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一机场查获数百走私猪鼻龟 

 

2013-04-02，印度尼西亚——4 月 1 日，在印度尼

西亚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的检疫工作人

员展示一只猪鼻龟。当日，该机场安保人员在一架

抵达的飞机上查获这 687 只走私的濒危猪鼻龟。阅

读原文 

 

日本加大交易濒危动植物处罚力度  

2013-04-02，日本——据日本新华侨报网 4 月 2 日

消息，为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日本于 1993 年制

定了濒危动植物物种保护法。然而，在巨额利益的

诱惑下，濒危野生动植物走私等非法交易屡禁不止。

因此，日本环境省近日决定，加大对濒危动植物非

法交易的处罚力度，最高罚款从现在的 100 万日元

提高到 1 亿日元。阅读原文 

 

美国训练象牙与犀牛角搜查犬 

 

2013-04-05，美国——美国 4 只犬，Viper, Butter, 

Lancer 和 Locket 正在美国国家农业缉查犬训练中心

接受为期 13 周的训练以学习根据气味辨别象牙及

犀牛角。他们最终将效力于港口、机场，甚至联邦

快递与 UPS 中心。美国鱼与野生动物管理局执法处

Ed Grace 表示，近期陡升的全球濒危物种非法贸易

致使一些物种濒临灭亡，大象与犀牛数量的急剧减

少更加引人关注。杜绝野生物走私的战斗只能赢不

能输，利用犬类灵敏的嗅觉为工具无疑将对这场战

役给予很大帮助。阅读原文 

 

肯尼亚机场截获 1.4 公斤粗加工象牙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4 月）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304/20130402153645_8972.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304/20130402153645_8972.html
http://news.163.com/13/0402/17/8RFK6B4I00014JB6.html
http://www.treehugger.com/endangered-species/us-training-dogs-sniff-out-smuggled-ivory-and-rhino-horns.html
http://kbc.co.ke/wp-content/uploads/2013/03/ELEPHANTS-TUSK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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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05，肯尼亚——肯尼亚税务局海关监督与

调查官员周三在内罗毕国际机场从 5 名飞往乔

莫·肯雅塔国际机场的过境旅客行李中截获 1.4 公

斤粗加工的象牙。这五件行李分别来自 4 名中国旅

客及 1 名越南旅客，他们欲搭乘 23:35 起飞的

KQ886 航班离开。阅读原文 

 

泰国又一大象因象牙被杀 

 

2013-04-09，泰国——这只大象的干尸是在 Kaeng 

Krachan 国家公园距上头大象死亡地点仅 3 公里处

被发现。初步判断是头部中弹身亡，但具体情况还

需法医鉴定。据国家公园负责人 Chaiwat 称，偷猎

者为获取其象牙而射杀了这头大象。3 月 8 日，一

只 7-10 岁的母象的尸体曾在该国家公园的小河边

被发现。警方随后在当地缴获了近 90 把机枪以判

断哪一把是射杀大象的真正凶手。调查结果尚未公

布。阅读原文 

 

新西兰一华裔商人涉嫌倒卖象牙制品接受审判 

2013-04-19，新西兰——新西兰英文先驱报消息，

2011 年，新西兰海关截获了两个含有象牙制品的

包裹，接收者为姜杰震（音）的英文名。同年 10

月，海关人员突查了姜杰震位于 Mellons Bay 的住

所，成功截获 6 件象牙制品。姜杰震对自己进口象

牙的行为供认不讳，但他向警方表示，自己真的不

知道新西兰对象牙制品的交易有法律限制。他同时

也表示，自己曾竞价在 Trade Me 上购买象牙制品，

随后寄回中国。新西兰警方调查发现，56 岁的姜

杰震来新西兰与儿子在 eBay 上开设了一间网店。

在 2010 年 5 月至 2011 年 9 月间，他共售出了 299

件银器、骨瓷制品和象牙制品等。4 月 19 日，此

名新西兰华裔商人因非法进口象牙制品而接受

Manukau 地区法院的起诉。阅读原文 

 

越南一天内查获 109 条眼镜王蛇 

 

2013-04-22，越南——越南官方周五发起 2 次突袭

行动，共查获 109 条眼镜王蛇。其中 53 条在首都

河内的一辆车中被查获，另外 56 条来自 Hoang 

Mai 区。所有被查获的眼镜王蛇已送往河内附近的

野生动物中心，并在确保其恢复健康后放生。在过

去的 15-20 年中，全球眼镜王蛇种群数量下降了

30%，栖息地的丧失仅为其数量下降的部分原因，

http://kbc.co.ke/kra-seizes-1-4-kgs-of-worked-ivory-at-jkia/
http://www.bangkokpost.com/breakingnews/344667/second-dead-elephant-found-in-kaeng-krachan-national-park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3/04-19/47455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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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其皮、肉及药用价值贸易对其种群数量

的威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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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dlifenews.co.uk/2013/109-king-cobras-seized-in-one-day-in-vietnam/
http://www.traffic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