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8 月）

非法收购 2200 条二级保护动物大壁虎被拘

2013-08-01，广州——广河高速公路上轿车追尾大
货车，货车司机报警后却发现轿车上两人不见了。
交警赶到现场拖出事故车辆，并在轿车后备厢内发
现 40 多只穿山甲，最大有 15 斤多重，最小也有 2
斤多重，市值近 30 万，还有六七副假车牌。这些

2013-08-01，广州——两名男子因非法收购 2200 多

穿山甲涉嫌经云贵一带走私而来。阅读原文

条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壁虎，被南海警方依法
刑事拘留。7 月中旬，根据市民举报，民警将一伙
从事非法收购大壁虎的广西籍男子抓获，并在其藏

深圳皇岗海关 7 个月查获 109 宗濒危野生动植物制

匿处查获大壁虎(俗称蛤蚧)活体 720 条，冻体 1540

品走私案

条。经审查，犯罪嫌疑人交代称自今年 1 月起，专
门从广西东兴开过来的大巴上接取野生大壁虎，暂

2013-08-02，深圳——至今年 7 月底，深圳皇岗海

存在出租屋内，再转卖给一些中间人至酒楼。所查

关已查获 109 宗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走私违规

获的 2200 多条大壁虎已交由林业部门处理。阅读

案件，涉案物品包括檀香木、象牙、红珊瑚、鹦鹉

原文

螺壳等。7 月 31 日下午，皇岗海关关员在检查一
入境旅客的大行李箱时，发现里面有一对完整的马
鹿角。经查问，当事人声称是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务
工归国，马鹿角为当地朋友赠送礼品。阅读原文

车子追尾，40 多只穿山甲意外获救

盒装蟒蛇快递全国作宠物 深圳破网络贩卖珍稀动
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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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网上卖虎皮虎骨被抓 警方提醒此类虎骨多有
毒

2013-08-06，深圳——近日，市森林公安破获一宗
特大网络跨省贩卖野生动物的案件，打掉 7 个窝
点，抓获犯罪嫌疑人 12 人，收缴 300 条国家保护

2013-08-09，南宁——今年 7 月中旬，南宁市森林

动物，其中蟒蛇 280 条、暹罗鳄 11 条、巨蜥 9 条。

公安局接到一匿名群众举报，称有人在一个名为

据办案民警介绍，近年来，在深圳森林公安的严

“谈虎茶社”的网站上兜售老虎皮和老虎骨，要求

厉打击下，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贸易活动逐渐

警方查处。接到举报后，该局立即展开调查。8 月

转入地下，通过网络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

4 日，犯罪嫌疑人张某携带一张老虎皮及一批老虎

野生动物，是近年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形式。犯

骨，准备在南宁市江北大道某酒店出售时，被南宁

罪嫌疑人依托互联网交易平台，通过物流手段可

市森林公安局民警抓获，当场从他携带的红色旅行

以快速将货品发向全国各地。阅读原文

箱内查获疑似孟加拉虎虎皮一张、疑似虎骨约 7 公
斤。经办案民警对犯罪嫌疑人张某现场突审，张某
供认这些虎皮和虎骨是他近期从国外非法收购回来

琼海火车站派出所查获海龟 40 只

的，同时还供认，在他女朋友住处还存放有虎皮一

2013-08-09，琼海——据琼海火车站公安部门介绍，

张，虎骨 6 公斤。最终，该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一

8 月 6 日，车站派出所民警在火车站候车厅安检口

名，缴获虎皮 2 张、虎骨 13 公斤，虎头骨 1 副，

开展安检查危及站车查缉工作时，发现一名旅客携

山猪牙 10 对，兽角 1 对。阅读原文

带一个大型白色泡沫箱内装有 40 只幼年的活体海
龟，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遂将该名旅客和海
龟全部查扣，并立即与琼海市潭门渔政所相关负责

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局开展联合行动打击走私濒危

人联系，将嫌疑人与海龟一同带回渔政所进行进一

野生动植物

步处理。阅读原文

2013-08-14，北京——记者 12 日自海关总署获悉，
海关总署、国家林业局已于 7 月开始在全国组织开
展打击走私濒危野生动植物联合行动。据了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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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林业部门采取统一行动和专案经营相结合的方

广西防城边检查获 28 只穿山甲

式，围绕重点濒危物种、重点地区和重点渠道开展
打私联合专项行动。阅读原文

杭州海关：7 名非洲回国旅客携象牙闯关称不知情
2013-08-14，杭州——杭州海关 8 月 14 日通报，该
关下属萧山机场海关在 7 名从非洲回国的旅客行李

2013-08-16，防城港——15 日当天凌晨 6 点，广西

中 查 获 违 规 携 带 入 境 的 象 牙 制 品 24 件 ， 共 计

边防总队防城边防检查站根据群众举报，在途径防

2269.5 克。经询问，这些旅客都不知道象牙及其制

城港市港口区的一辆小轿车内查获已死亡的 28 只

品是不能随意出入境的。由于这些旅客均无法提供

穿山甲。目前，此案已移交给防城港市林业部门处

携带象牙制品入境的相关许可证明，海关暂扣了这

理。阅读原文

批象牙制品。阅读原文

北京呼吁抵制濒危物种及制品非法贸易与运输

香港查获千万象牙走私案

2013-08-16 ，北京——8 月 16 日，北京 CITES 履约

2013-08-16，香港——据英国《卫报》报道，香港

执法工作协调小组联合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海关近日查获了一起大型非法走私案，共缴获了

（TRAFFIC），召开“北京地区网站、物流公司濒危

1120 根象牙、13 根犀牛角和 5 张豹皮，价值高达

物种保护与管理座谈会”。 根据 TRAFFIC 对我国 29

530 万美元（约合 3000 万元）。香港海关表示，

个大型拍卖、收藏、宠物和其他电子商务网站的监

这些货物来源于尼日利亚，被装在运送木头的集装

测结果表明，站点位于北京市的相关网站上发布的

箱内，经过上海在入境香港。阅读原文

濒危物种非法贸易信息数居全国首位，而这种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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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最终则通过快递与物流的服务来实现。本次座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I 为限制进境类物

谈会旨在探讨如何应对这种濒危物种管理与执法的

品。目前，该案已由相关部门做进一步的处理。阅

挑战，更有效地打击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的非法贸易

读原文

与运输。 阅读原文

森林公安西部七省区将联手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哈尔滨海关查获 169 只熊掌
2013-08-22——记者日前从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
获悉，内蒙古、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等西部七省区森林公安将加强区域警务合作，
联手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阅读原
文

山东截获 28 千克穿山甲片

2013-08-20，哈尔滨——今年 6 月，隶属哈尔滨海
关的佳木斯海关缉私分局接到情报，称有人从俄罗
斯走私熊掌入境。7 月 11 日，缉私警根据该情报
抓获嫌疑人张某及其哥哥，并在张某哥哥库房的冰
柜内查获尚未出手的熊掌 77 只。随后，侦查员调
取了张某哥哥单位的监控录像，证实张某在 7 月
11 日从其哥哥单位拉出 4 袋熊掌，即之前哈尔滨
海关在卧铺大客车上查扣的 90 只熊掌。随后，缉
私警从侯某哥哥家中又查获了两只熊掌以及 21 根
鹿鞭、36 张貂皮。此案，海关共计查获 169 只熊
掌。阅读原文

2013-08-24，济南——近期，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济南邮检口岸检验检疫人员在来自巴基斯坦的国
际邮包内，查获 28 公斤穿山甲鳞片。因截获物品
数量巨大，收寄人伪造邮寄物面单信息，未办理检

皇岗海关查获鲸牙与紫檀木

疫审批手续，涉嫌走私，该局已将截获的物品向当
2013-08-22，皇岗——近日，皇岗海关在两名内地

地海关移交处理。阅读原文

牌小车的旅客行李中查获鲸牙 1.4 公斤、紫檀木
2.9 公斤。据悉，鲸鱼和紫檀木均被列入《濒危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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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截获 2500 余只龟类或被送往大陆餐桌
2013-08-25，台湾——周六，台湾海岸警卫队在一
只运往高雄的集装箱中查获 2626 只龟类，其中包
括 1180 只黄喉拟水龟及 1446 只黄缘闭壳龟。目前，
海岸警卫队已将走私犯程某抓获，但案件因需进一
步调查而没有透露其他细节。这些龟类拟被运往中
国大陆食用或作为药材。阅读原文

2013-08-27，黄埔——8 月 22 日黄埔海关公布，近
日该关联合地方公安等部门开展代号为“利斧”的
打击木材走私专项行动，一举打掉 12 个走私高档
木材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48 名，查办走私案

广西防城港边防支队查获活体穿山甲 60 只

件 20 起，案值合计约 31.6 亿元。其中，查获涉嫌
偷逃税走私木材案件 18 起；查获涉嫌走私国家禁
止进出口珍稀木材案件 2 起，涉案珍稀木材 190 余
吨。阅读原文

深圳截获 147 只走私金刚鹦鹉
2013-08-27，防城港——8 月 26 日晚，广西边防总
队防城港边防支队在辖区例行巡逻时，在一辆形迹
可疑的轿车内查获活体穿山甲 60 只。目前，此案
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阅读原文

黄埔海关“利斧”行动查获 30 亿元木材特大走私案
2013-08-28，深圳——8 月下旬，深圳海关接到线
索，称近期将有人从境外走私野生动物入境。8 月
23 日凌晨 1 时许，海关缉私人员在深圳东部发现
一辆形迹可疑的面包车。经过连番追缉，海关缉私
人员发现，面包车上装着十几个包装密密实实的笼
5

箱和泡沫塑料盒，撕开货物外包装，笼箱中竟然装

境的 KE839 次航班旅客行李物品进行 X 光机查验时，

了 147 只原产非洲、南美洲的金刚鹦鹉；422 只陆

发现一名旅客携带的 2 个行李箱物品图像存在疑点，

龟和近千只不能确定物种的小鸟。阅读原文

于是对其进行开包查验，查获完整豹皮 2 张；象牙
原牙 6 根，重 10.06 千克；各类象牙制品 57 件，
其中手镯 17 件、印章 29 件、项链 11 件，重 3.91
千克。经查，当事人在肯尼亚从事个体经营，从肯

旅客携豹皮象牙入境被查获

尼亚内罗毕经韩国仁川转机至威海入境，该批豹皮、
2013-08-29，威海——8 月 23 日，威海海关通报，

象牙原牙及制品系其在当地购买。目前，该案已移

该海关日前查获一起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当

交缉私部门刑事立案，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

日下午，威海海关旅检现场关员在对由韩国仁川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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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8 月）
2013-08-09，多哥——近日，多哥警方查获 700 千

印度火烧虎皮抵制偷猎

克象牙。报道称，这批象牙是在多哥首都洛美的一
家店铺中被查获的。目前，这家店铺的 58 岁店主
已被警方拘捕，而象牙的来历尚不清楚。据悉，多
哥自 1989 年起就已经禁止了象牙交易。阅读原文

越南海关查获 6 吨印尼走私进境穿山甲

2013-08-01，印度——2013 年 7 月 30 日，印度野
生动物保护官员们燃烧了一批走私品，包括虎皮、
豹皮和动物骨头。这是印度拯救老虎行动的一部分。
据悉，因偷猎猖獗，印度被猎杀的老虎数量与日俱
减。阅读原文
2013-08-13，越南——海防市北部海关官员在来自
马来西亚的 40 英尺集装箱内查获了 6.2 吨濒危穿
山甲。根据海关记录，该集装箱被申报运有鱼、鱼

多哥警方查获 700 公斤象牙

骨及鱼肚，但在检查时发现了这批穿山甲。海关官
员立即上报了这一情况并将穿山甲扣押做进一步调
查。阅读原文

12 年内非洲大象灭绝
2013-08-13，英国——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
大象已经在非洲丛林和草原上生存了 5000 万年，
但是有专家说，也许在 10 多年的时间内，大象就
会在这块土地上灭绝。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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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主义者达芙妮·谢德里克博士，她说，为了满

被运至莫桑比克，再经过 12 小时的飞行运输，到

足人们对象牙的需求，非洲每 15 分钟就有一头大

达越南非法交易商手中，十几个小时以后便可上架

象被杀。根据谢德里克的统计，照这个速度，12

销售。此外，茂密的灌木丛和当地社区的支持也使

年之后，非洲大陆上可能就不会再有大象了。谢德

得不法分子“如鱼得水”。阅读原文

里克说：“没有大象的世界是难以理解的，但却是
可能的。在被各种现代化武器武装到大象盗猎者面
前，它们生存的机会很小。” 阅读原文

印度库存 9443 千克象牙令人头疼

肯尼亚审判中国象牙走私犯

2013-08-25，印度——Karnataka邦林业局在40余年
时间里已积累了2353支罚没的象牙，这些象牙来自

2013-08-22，肯尼亚——肯尼亚周四判处一名中国
象牙走私犯两年半监禁，这将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

死亡的大象或偷猎者。森林首席管理员G S Prabhu

义的裁决，对偷猎者和走私分子是一个强有力的警

表示，“林业与环境联盟部曾在两年前下令将所有

告。陈别妹（音）因涉嫌走私 6.9 千克被伪装成澳

库存象牙销毁，但时至今日，没有一个邦采取行动。

洲坚果的象牙制品至香港而被判处 31 个月有期徒

一旦其他邦销毁象牙，我们也将采取措施，但如果

刑。阅读原文

政府畏惧这一做法，象牙的去路将走向歧途。近日，
Kerala邦林业局首席野生物管理员V Gopinathan 发
表声明表示，该局正在起草对于象牙焚烧销毁的提
案，以防止其落入走私贩或雕刻师的手中。如果该

犀角非法交易链条：从猎杀到出售仅需 48 小时

提案实施，Kerala邦或将成为印度销毁象牙的先行
者。阅读原文

2013-08-23——据美国《赫芬顿邮报》近日报道，
犀牛角从原产地南非到越南黑市只需 48 小时。偷
猎者通常会趁夜色潜入犀牛自然保护区，追踪到犀
牛后，使用消音手枪将其射杀，迅速割下犀牛角，

1.8 吨走私象牙被运回肯尼亚

整个过程仅需 10 分钟；随后的 12 小时里，犀角将
8

2013-08-30，泰国——当地时间 2013 年 8 月 30 日，
泰国曼谷海关召开新闻发布会，展示收缴到的走私
非洲象牙及其制品。据悉，泰国警方逮捕了一对越
2013-8-26，肯尼亚——8 月 21 日，肯尼亚蒙巴萨

南夫妇，后者被疑走私超过 100 千克的象牙；夫妻

港，工作人员在监督象牙清点过程。这批共 1097

二人从安哥拉搭乘飞机途径曼谷准备赶往柬埔寨时

支、重约 1.8 吨的象牙在运往越南时被新加坡海关

被抓获。这部分赃物含 30 根象牙以及多串象牙项

截获并运回肯尼亚。阅读原文

链，价值估计在 1600 万泰铢（50 万美元）。泰国
官员表示，如果罪名成立，二人将面临最高 4 年监
禁。阅读原文

泰国曼谷海关缴获一批走私象牙 越南夫妇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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