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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关在海上查获走私穿山甲鳞片 300 余公斤 

 

2012-10-09，深圳——9 月 29 日深夜，深圳海关海上

缉私艇进行例行巡逻时，在大鹏湾南澳海域截获一

艘涉嫌走私的中飞快艇，现场查获走私载穿山甲鳞

片 5 袋共 310 余公斤，及移动硬盘、手机等电子产

品约 90 箱。据逃逸未果的嫌疑人交代，该中飞货物

是通过香港小舢板过驳，欲利用中飞的速度冲破海

关海上缉私防线伺机上岸，将货物运往内地。阅读

原文 

 

勐海查获走私 428 只缅甸平胸龟特大案件 

 

2012-10-12，勐海——10 月 10 日，根据举报，勐海

县森林公安局民警在景洪市勐龙口岸附近一农场查

获平胸龟 428 只，其中活体 382 只。这些龟欲被送

往景洪市出售。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走私国家

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罪被刑拘。阅读原文 

 

湖南石门破获特大非法猎捕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2-10-14，石门——湖南省石门县森林公安局近日

成功破获一起横跨湘鄂两省的特大非法猎捕、杀

害、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与重大非法狩猎

案，依法扣留作案工具多套，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

熊熊掌17只，熊肉300多斤，熊胆5枚，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林麝毛皮2张，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斑羚死体3

个和大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腹角雏羽毛等。共抓

获11名犯罪嫌疑人，另有5人被警方网上通缉。阅读

原文 

 

深圳入境邮件查出 12 公斤穿山甲鳞片 

 

2012-10-14，深圳——深圳检验检疫局于 10 月 11 日

在一个入境邮包中查获涉嫌走私的 12 公斤穿山甲鳞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2 年 10 月） 

http://www.gd.chinanews.com/2012/2012-10-09/2/209991.shtml
http://www.gd.chinanews.com/2012/2012-10-09/2/209991.shtml
http://news.kunming.cn/yn-news/content/2012-10/12/content_3094479.htm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12-10/14/content_3899585.htm?node=5955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_article/content/2012-10/14/content_3899585.htm?node=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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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价值 5 万元左右。据悉，该邮包来自巴基斯

坦，在深圳机场国际邮件处理中心被检验检疫工作

人员发现。阅读原文 

 

并非酒驾为何逃  原来车藏穿山甲 

2012-10-17，广州——2012 年 5 月 8 日凌晨 1 时

许，广州交警在广州市广园西路设卡查车时，查获

一辆企图冲卡的粤 E 牌比亚迪小型轿车。在对驾驶

者郑某某进行酒精测试显示酒精度为零后，司机慌

张的神情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打开尾厢检查时

发现 2 只穿山甲，另在副驾驶工具箱内及扶手箱内

查获 21 片穿山甲鳞片。近日，该男子被越秀区人民

检察院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起诉。阅

读原文 

 

广西连续破获两起走私巨蜥海龟案 

2012-10-17，广西——日前，广西省防城港公安边防

查获一骑摩托车可疑男子，在其摩托车内发现 15 条

巨蜥。涉案男子交代，这批巨蜥是他从东南亚某国

走私入境，准备贩运至广州。另外，广西凭祥市公

安边防民警从一个即将运走的编织袋中发现 20 个国

家保护动物海龟标本，而贩运人并没有办理任何野

生动物出入境的相关手续。观看视频 

 

广西防城港查获 8 只熊掌 

 

2012-10-18，防城港——当天下午 2 点多，高速公路

管理大队民警在钦防高速公路零公里处对一辆大客

车进行常规检查时，在行李舱的一蛇皮袋中发现 8

只已经发霉的熊掌。经测量称重，这 8 只熊掌每只

重 3- 5 公斤不等，长度在 30 至 40 公分之间。目

前，8 只熊掌已移交有关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检逾 2600 万走私象牙 拘捕 7 人 

 

2012-10-21，香港——10 月 16 日，香港海关港口及

海域科在一个来自坦桑尼亚，报称装有废弃胶料的

货柜内，查获 972 支象牙及象牙制品。翌日，又在

一个来自肯尼亚，报装载有红腰豆的货柜内，查获

另外 237 支象牙。据报道， 这 1200 多支象牙重约

3.8 吨，连同查获的 1.5 公斤象牙制品，总值约 2670

万元港币，是香港在单一行动中查获象牙数量最大

http://news.sina.com.cn/o/2012-10-14/085925354444.s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2-10-17/content_7258941.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2-10-17/content_7258941.htm
http://v.cbg.cn/first/2012-10/17/content_20651373.htm
http://native.cnr.cn/city/201210/t20121018_5111572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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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批。涉案的 7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广东海关拘

捕。阅读原文 

 

北京海关：熟食挟裹象牙制品闯关被截获 

2012-10-23，北京——10 月 18 日深夜，北京首都机

场海关在两名进境的中国籍旅客的 2 件托运行李和 1

件手提行李中，查获用熟食真空包装藏匿的象牙制

品 9 包。经清点，共有象牙手镯 46 件、象牙印章 12

枚，毛重约 8 公斤。目前，北京海关已依法将涉嫌

走私象牙制品扣留，并就案件做进一步调查处理。

阅读原文 

 

深圳湾海关连续查获多宗涉嫌走私濒危动物制品案

件 

 

2012-10-24，深圳——9 月 26 日，当事人黄某乘坐一

辆粤港两地牌小客车从深圳湾口岸无申报通道入

境，被海关拦下进行检查。海关关员在其行李内查

获用黑色塑胶袋包裹的、未向海关申报的盔犀鸟头

盖骨 159 个，重达 10 千克。9 月 28 日，海关关员

在当事人杨某携带的行李中查获疑似蟒蛇皮 32.6 千

克，其中完整皮张 89 张，包括蟒科皮张 110 件、鳄

科物种皮张 4 件、双领蜥蜴剥皮张 13 件、巨蜥皮张

86 件、其他无法确定具体属种的蛇目动物剥制加工

皮张 74 件。9 月 10 日，深圳湾海关还查获一宗涉嫌

走私马来熊（CITES 附录Ⅰ物种）爪入境案件，查扣

马来熊爪 22 枚。阅读原文 

 

一台湾旅客疑走私象牙被澳门海关查获 

2012-10-27，澳门——澳门海关 25 日在凼仔临时客

运码头经 x 光机查获一名台湾男性旅客行李箱内的 6

包象牙小块，共 864 件，总重 22.5 公斤，估计价值

约为澳门币 17 万元。关员查询有关物品时，旅客声

称为“黑檀木”，关员使用清水冲刷后“黑檀木”呈现牙

骨颜色，这时旅客承认实为“象牙”，有关物品是从

台湾经香港进入澳门，准备再运往内地。阅读原文 

 

象牙很贵重，走私的代价很沉重 

2012-10-29，泰州——3 月 18 日傍晚，泰州海关接到

举报称，一艘停靠在靖江盈利码头的外籍轮船上，

有船员准备在靖江口岸出售非洲象牙。当缉私警察

发现嫌疑人姜某和姚某时，两根象牙已被他们扔进

了长江。海关工作人员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努力，终

将两根 70 厘米长的象牙打捞了上来。调查获悉，去

年 10 月，姜某和姚某在轮船停靠在赤道几内亚巴塔

港时各买了一根象牙，一共花了 2350 美元，折合人

民币 1.5 万元。经鉴定，两根象牙价值 50 万元。10

月 25 日下午，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姜某和姚某一

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姚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

http://news.hexun.com/2012-10-21/147032490.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executive/content/2012-10/23/content_3920888.htm?node=32120
http://www.cnr.cn/gundong/201210/t20121024_511210829.shtml
http://hm.people.com.cn/n/2012/1027/c42272-194058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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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罚金两万元，姜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金

两万元。阅读原文 

 

福建莆田森林公安破获非法收购珍贵野生动物案 

2012-10-31，莆田——近日，莆田市森林公安局接到

群众举报，在沈海高速莆田段东进服务区有人贩运

野生动物。随后，民警赶往现场，发现一部黑色的

私家车上装有 3 大泡沫箱的野生动物，其中国家一

级保护野生动物巨蜥 6 只，省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蛇类 37 条。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阅读原

文 

 

福建莆田查获四百多公斤象牙 

2012-10-31，莆田——莆田市森林公安局日前根据群

众举报查获了一起特大收购、出售、运输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制品案，打掉了一个极为隐蔽的犯罪团

伙。10 月 9 日下午，通过隐蔽跟踪，在仙游县赖店

镇樟林村发现象牙的窝藏地点。从作案车辆的车厢

内查获象牙原材料 200 段，共 370.4 公斤，加上两

整根象牙成品 55.4 公斤，象牙重量共计 425.8 公

斤，涉案经济价值将近 1600 万元，该案目前正在进

一步侦查中。阅读原文 

 

非法商贩贩卖价值 200 多万象牙被判十年半 

2012-10-31，莆田——1997 年至 1998 年，被告人张

某于福建省莆田市先后 4 次非法出售象牙制品，总

重达 49 千克，价值人民币二百多万元。经福建省莆

田市荔城区检察院审理后，被依法向法院提起公

诉。10 月 29 日，法院一审对被告人张某以非法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继续向被告人张某追

缴违法所得款人民币 60230 元，予以没收。阅读原

文 

 

广西防城港市边防支队查获活体穿山甲 12 只 

 

2012-11-02，防城港—— 10 月 31 日凌晨，广西公

安边防总队防城港市边防支队官兵在辖区例行巡

逻。一辆悬挂防城港车牌的东风商务轿车发现有官

兵在巡逻执勤，立即调转车头企图避开巡逻官兵。

执勤官兵发现异常，立即展开追捕。最终，该车司

机弃车而逃。执勤官兵在车辆座椅下发现一个精心

伪装的暗箱，暗箱内藏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活体穿

http://www.js.xinhuanet.com/2012-10/29/c_113529921.htm
http://fujian.people.com.cn/n/2012/1031/c234957-17654124.html
http://fujian.people.com.cn/n/2012/1031/c234957-17654124.html
http://epaper.nhaidu.com/2012-10/31/content_74058.htm
http://news.jcrb.com/Biglaw/CaseFile/Criminal/201210/t20121031_975279.html
http://news.jcrb.com/Biglaw/CaseFile/Criminal/201210/t20121031_9752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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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甲 12 只。目前，该案已移交当地林业部门进行 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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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people.com.cn/n/2012/1102/c223397-19478938.html
http://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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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 300 余只陆龟获救 

2012-10-08，马达加斯加——当地警方在一辆出租车

里发现一只幼年的蜘蛛龟和 271 只陆龟，同时有 43

只被发现遗弃在 Tsihombe 的道路南面，所有陆龟次

日均被放生。与这两件事件相关的六人已被逮捕。 

WWF 马达加斯加物种项目官员介绍，每周至少有

1000 只陆龟被从 Mahafaly 带走。阅读原文 

 

肯尼亚逮捕 32 名盗猎者 

2012-10-10，肯尼亚——肯尼亚官方透露，在刚刚过

去为期一周的全国性反盗猎行动中，共出动警车3台

及摩托车两部，逮捕涉嫌偷猎的嫌疑人32名，查获6

件象牙制品、300公斤野味，没收了一把M16步枪及

子弹9组。阅读原文 

 

偷猎蛤蚧，每人罚款 10000 卢比 

2012-10-12，印度——周四，英帕尔法庭按照1972年

颁布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两名被告人因偷猎

当地的稀有爬行动物——蛤蚧30只，分别被判10000

卢比（约合人民币1200元）的罚款。这30只蛤蚧将

在法庭监督下放生。阅读原文 

 

第二届亚洲虎保护部长级会议 

 

2012-10-15，不丹——不丹皇家政府于2012年10月

20-24日在首都廷布召开第二届亚洲虎保护部长级会

议。曾共同签署圣彼得堡虎保护声明的13个虎分布

国部长出席本次会议，回顾为落实“2022年野生虎数

量翻倍”的目标主要成果、讨论接下来工作的导向，

及确保来自政府高层的持续支持。WWF赞扬虎分布

国政府对加大野生虎虎保护投资的承诺，及重申其

2022年前虎数量翻倍的决心。阅读原文 

 

印度环境大臣与社会名流在海德拉巴承诺支持虎保

护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2 年 10 月） 

http://wwf.panda.org/wwf_news/?206392/over-three-hundred-tortoises-rescued-following-major-poaching-incident-in-Madagascar
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37447.shtml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12-10-12/guwahati/34411818_1_tokay-geckos-rare-reptile-species-manipur-forest-officials
http://www.globaltigerinitiative.org/2012/10/15/2nd-asian-ministerial-conference-on-tiger-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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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7，印度——在印度海德拉巴第11届生物多

样性公约缔约国大会举行期间，印度环境大臣

Jayanti Natrajan 女士与著名电影明星Rana Dagubatti 

共同出席由WWF发起的Cards4tigers明信片签发仪

式，旨在支持和肯定数以千计艰苦奋斗在保护稀有

物种一线的工作人员。继而，印度国际虎保护局

（NTCA）、WWF印度、全球虎论坛（GTF）及印度

野生物协会（WII）讨论了2010年圣彼得堡老虎保护

峰会上提出的“2022年野生虎数量翻倍”承诺之后，

全球虎数量变化。阅读原文 

 

美国龟走私者被判入狱 

 

2012-10-18，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龟农场主因

向中国非法出口野生龟被判刑。据悉，2011 年 10 月

23 日，Feltenberger 从他人手中购买了 23 只在野外

捕获的龟。由于其中 12 只带有电子标签，它们的行

踪被全程跟踪，最终在洛杉矶机场被截获。根据联

邦法律，走私者 David Feltenberger 被判处 90 天的监

禁，90 天的软禁，3 年的监督释放及 250 个小时的

社区服务，以及 20,000 美元的罚款。阅读原文 

 

印度查获67公斤象牙 

2012-10-19，印度——坎德省查获成立以来最大一起

象牙走私案。周三晚，Kotdwar警方逮捕三名嫌疑人

并查获两支重达67公斤的象牙。虽然主犯畏罪潜

逃，但运输工具车已被警方扣押。目前，警方尚未

查明两支象牙来源。阅读原文 

 

国际刑警组织支持中国举办第一届国家环境安全研

讨会 

2012-10-19，中国——在国际刑警组织的大力支持

下， 中国首届国家环境安全研讨会在北京成功召

开，从而促进了国际打击环境犯罪方面的合作与多

部门协作战略。会上，中方表示了其与国际刑警组

织合作以巩固其自身国际环境执法行动的愿望。国

际刑警组织打击环境犯罪项目主任 David Higgins 高

度评价了此次会议的召开，认为中国已为世界环境

承诺及执法共同体树立起了良好榜样，并期待与中

国在共同关心的环境犯罪与环境安全问题上建立更

密切的合作关系。阅读原文 

 

坦桑尼亚截获214根象牙 

 

http://wwf.panda.org/what_we_do/endangered_species/tigers/?206476/Indian-Environment-Minister-top-celebrity-pledge-support-for-tiger-conservation-in-Hyderabad
http://annamiticus.com/2012/10/18/turtle-trafficker-sentenced-to-prison-in-u-s/
http://www.dailypioneer.com/nation/102804-trio-with-67-kg-of-ivory-arrested.html
http://www.interpol.int/News-and-media/News-media-releases/2012/N201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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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30，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特区警

方本周末抓获非法占有214根象牙和5件哺乳动物骨

头的2名肯尼亚人与1名坦桑尼亚人。据警方透露，

象牙与骨头总重450.6公斤，被藏在装肥料的袋子

里，嫌疑人在准备将其偷运到肯尼亚时被截获。此

批象牙的查获，意味着至少91头大象因此而死亡。

就在10天前，香港海关刚截获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

亚的近4吨走私象牙。阅读原文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查获非法象牙 

 

2012-10-22，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警方查获从刚果

经土耳其运往欧洲的不同尺寸的圆柱型象牙 635

件，并拘留了当事人。官方透露，此批象牙将被送

到伊斯坦布尔 Fatih 区的一个生产车间进行加工用于

生产饰品。据报道，这是首次在伊萨坦布尔查获象

牙。阅读原文 

 

印度尼西亚爬行两栖动物非法贸易态势持续走高 

 

2012-10-24，印度尼西亚——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杂志

近期刊登文章提到，日益膨胀的宠物需求驱使印尼

新几内亚爬行动物的偷猎持续增加。文章指出，他

们记录到来自52个物种的5370个个体被作为宠物交

易，其中至少44%的物种是受保护或贸易受管制的，

近半数已被列入CITES公约。根据贸易商提供的月信

息推断，每年至少5337条绿蟒蛇被捕获，这意味着

印尼出口80%以上的绿蟒来源非法。阅读原文 

 

泰国警方在一辆皮卡车中发现 16 只虎崽 

 

2012-10-27，泰国——警方在泰国东北部发现一辆皮

卡故意躲避公路检查，遂对其进行检查，却意外地

发现了违禁品：16 只幼虎。司机供述，有人给他

http://dailynews.co.tz/index.php/local-news/11003-police-impound-tusks-worth-2-1bn2
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illegal-ivory-pieces--seized-in-istanbul.aspx?pageID=238&nID=32977&NewsCatID=341
http://news.mongabay.com/2012/1024-kimbrough-reptile-trade-indonesi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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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美元，将幼崽从曼谷郊区运送到泰国东北部乌隆

他尼省与老挝交界地区。这名司机可能面临 4 年监

禁和 1300 美元罚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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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mp.com/news/asia/article/1071285/thai-police-stop-pickup-truck-find-16-tiger-cubs
http://www.trafficchin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