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10 月）
香港市民集会呼吁取消象牙贸易停止杀戮

香港一男子因走私黑池龟入狱

2013-10-05，香港——2013 年 10 月 4 日，香港市

2013-10-03，香港——据香港农业与渔业保护部介

民在某艺术品商店外举行年度全球大象游行活动，

绍，一名 26 岁男子因非法携带濒危物种入境而面

这间商店正在贩卖象牙制品。示威者呼吁香港政府

临 3 个月监禁，另因虐待动物而被判 3 个月。该男

销毁境内一切象牙及象牙制品。阅读原文

子 10 月 1 日从泰国入境，抵达香港国际机场时被
海关拦截，海关官员在其携带的行李中查获 338 只
龟，其中 335 只为黑池龟。阅读原文

云南曼庄边检站查获走私国家珍贵木材近 1 吨

香港海关查获 189 支象牙
2013-10-03，香港——香港海关自 9 月下旬展开连
串反走私行动，在三个货柜内以 X 光查获 189 支象
牙，共重 769 千克，总值约 1153 万港元。该批象
牙以麻包袋或尼龙袋包裹并以袋装的大豆作掩饰，
自非洲象牙海岸经马来西亚运往香港。海关人员扣
留了该批象牙作进一步调查，并正追查走私集团成

2013-10-10 ，西双版纳——2013 年 10 月 8 日，云

员。阅读原文

南公安边防总队西双版纳曼庄边境检查站查获一起
走私国家珍贵木材案，查获走私牛角木近 1 吨，抓
获涉案人员 1 名。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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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靖一男子违法加工穿山甲 获刑半年罚款五千

满洲里海关查获特大麝香走私案 查获麝香 110 枚

2013-10-10，漳州——2012 年 8 月，张某未办理经
营野生动物许可证就收购 1 只穿山甲并在饭店出售。
之后，这一行为被南靖执法人员发现。经鉴定，穿
山甲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价值 1670 元。法
院审理认为，张某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故判处有期徒刑六
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5000 元。阅读原文
2013-10-15，满洲里——10 月 14 日和 15 日，满洲
里海关连续两天在旅检渠道查获 2 起麝香走私案，

深圳公安边防深夜截获两千余张走私貂皮

共缴获麝香 110 枚，重约 1.5 千克，价值约 70 万
元人民币。海关关员初步判断这两起案件的犯罪主
体一致，目前这两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阅
读原文

深圳皇岗海关截获红珊瑚和象牙等大量濒危动物制
品

2013-10-14，深圳——10 月 13 日，深圳公安边防
支队沙井边防工作站官兵在东宝河口码头附近海域
截获一艘超马力快艇，当场查获涉嫌走私貂皮
2016 张以及旧手机、摄影器材一大批，案值约人
民币 230 万元。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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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6，深圳——9 月 30 日，一名中国籍旅客

署“共建友好队屯共创平安边境合作协议”，双方将

从皇岗口岸旅检入境大厅入境神态紧张，引起了海

建立热线电话和联络员制度，强化国际执法合作，

关关员的注意。该旅客的行李箱经过 X 光机检查，

共同打击野生动物走私、贩卖毒品等边境违法犯罪

图像显示可能是珍稀动物制品。海关关员迅速进行

活动。阅读原文

开箱查验，结果发现箱内竟装着红珊瑚 3 千克、象
牙制品（包括象牙烟嘴、象牙料件等）共 5.76 千
克。还有 5 只极乐鸟标本、40 只圆鼻巨蜥胆囊干，

走私动物国际班车藏匿 3 只巨蜥

总价值超过 30 万元人民币。阅读原文
2013-10-18 ，磨憨——10 月 11 日 10 时 30 分左右，
一辆由老挝开往中国的国际班车抵达磨憨口岸并向
海关申报入境。勐腊海关关员在班车行李舱的角落

广西警方高速公路查获近百条走私野生非洲蜥蜴

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手提编织袋，包裹得很严实。
查验关员拆开编织袋内层层包裹的毯子，3 只巨蜥
死体赫然眼前。阅读原文

拉萨海关等单位联合开展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2013-10-18，拉萨——从 9 月份开始，拉萨海关联
2013-10-17，钦州——10 月 15 日下午，广西高速

合西藏公安边防总队、自治区公安厅等 14 个单位、

交警在 G75 线兰海高速钦州段查获一起走私贩卖野

部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打击走私专项斗争和联合

生蜥蜴案件，共缴获 700 斤的近百条非洲蜥蜴，查

行动。此次专项斗争、联合行动是集全区打击走私

扣一辆轿车及一副假车牌。然而，两名嫌疑人弃车

相关职能单位、部门力量开展的一次专项和联合打

逃窜。目前，嫌疑车辆及野生动物移交给钦州市森

私行动，主要围绕五个方面来开展，包括保护生态

林公安局做进一步调查，嫌疑人仍在追捕中。阅读

环境和人民群众身心健康，集中打击合成毒品、麻

原文

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各类毒品，珍稀动植物及其制品
等国家禁止和限制进出口货物货品，微生物、人体
组织等特殊物品走私等。阅读原文

中越边防部门签署协议共同打击边境违法犯罪活动
2013-10-17，防城港——10 月 17 日，广西防城港
公安边防支队与越南广宁省芒街国际口岸边防屯签

濒危穿山甲鳞片 国外收购也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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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1，萍乡——据悉，去年 7 月起，萍乡男

21 日，经相关部门初步鉴定，这些“树枝”为海柳，

子刘某通过在尼日利亚打工的中国人，采取快递或

又名黑角珊瑚，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

本人亲自到广州白云机场接货的方式收购穿山甲鳞

公约》（CITES）附录Ⅱ中物种。 阅读原文

片 50 余千克，出售到江西或河南的药材市场获利。
同年 12 月初，刘某到广州白云机场接货后返萍乡，
次日上午被警方查获。10 月 20 日，安源区法院审

上海机场检验检疫局截获象牙制品

结一起非法收购和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犯
罪案件，刘某被判刑 3 年（缓刑 3 年），并处罚金

2013-10-22，上海——日前，上海机场检验检疫局

5 万元。阅读原文

工作人员查获一件疑似象牙原牙雕刻制品。据悉，
一名中国男子搭乘 LX188（瑞士苏黎世-上海）次航
班进境。检验检疫人员通过 X 光机图像对比，从他
的行李箱中查获一件疑似象牙原牙雕刻制品。阅读

合肥特大象牙走私案宣判 走私象牙价值 1.35 亿元

原文

2013-10-21，合肥——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走
私入境象牙 3200 多千克，涉及金额价值人民币
1.35 余亿元。今天下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就

河北多部门共建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网

龚盛、金光铉、许贵玉等 8 人特大走私象牙一案作
出一审宣判，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分别判处龚盛

2013-10-23，石家庄——河北省濒危动植物种国际

等 7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五年直至缓刑等刑罚，并

贸易公约(CITES)履约执法工作协调小组于昨日在石

处没收财产或罚金；另一被告人季斌则犯有非法收

家庄成立。该协调小组由林业、农业、海关、公安

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

和工商等多部门组成，有关人士称，这种多部门共

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阅读原文

建的野生动植物种保护网络将对河北省濒危物种保
护管理工作产生积极而深远影响。该小组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中心北京办事处牵头
成立，目的就是通过多部门合作，遏制濒危物种及

深圳湾海关查获濒危物种海柳 25 千克

制品的非法贸易和走私，加强管理。阅读原文

2013-10-22，深圳——深圳湾海关近日查获了一名
旅客非法携带海柳入境案，查获海柳 25 千克。10
月 9 日，从印度尼西亚归来的旅客伊某乘坐两地牌

走私入境整张兽皮被查获 提取 DNA 验明东北虎价

小客车从深圳湾口岸入境，海关关员查验时发现其

值 48 万

携带有一个很大的尼龙编织袋，打开一看竟是满满
一大袋黑色和褐色的“树枝”，共计 25 千克。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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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制品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阅读原文

藏匿涵洞深圳边防破象牙走私案
2013-10-25，深圳——广东深圳公安边防支队在深
圳市南山区滨海大道与深湾五路交汇处一涵洞内，
查获一起涉嫌走私象牙案，当场查获涉嫌走私的象
牙原料、象牙饰品及手机电池等一大批。25 日零

2013-10-24，珲春——11 日上午，吉林珲春海关人

时许，该支队后海工作站接到群众举报称，一辆面

员在陆路口岸进行例行检查时，从一辆入境车辆的

包车一直停放在滨海大道与深湾五路交汇处一涵洞

工具箱内发现藏有未向海关申报的一张疑似虎皮和

内，很有可能在进行走私活动。到达现场后，边防

一具残缺的动物头骨，随即送至野生动植物检测中

官兵发现涌口边上停着一辆与群众举报信息非常吻

心鉴定。鉴定专家介绍，送检的整张兽皮含尾全长

合的面包车，车上有人正在搬运货物。见有边防官

约 2.7 米，未经过人工鞣制，皮张完整，专家根据

兵，车上的人立即仓皇而逃。阅读原文

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等，判断这是一张成年东北虎
皮，其涉案价值高达 48 万元。随后专家从头骨组
织中提取 DNA 进行检测，确认该头骨也来源于虎。

广西夫妇非法运输犀牛角 丈夫当庭翻供妻子揽责

阅读原文

2013-10-26，南宁——因非法运输 14 只经鉴定价
值为 1071 万多元的犀牛角，东兴一对夫妇被捕。
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 李某获刑又被罚

10 月 25 日上午，两人在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
受审。兰某当庭翻供，称此前的供述是为保护妻子，

2013-10-25，扶绥——今年 4 月 27 日，在南友高

所以没有说实话。他称在运货前他并不知情，而是

速公路扶绥服务区，扶绥县公安局民警对被告人李

受到妻子牵连。对此，范某没有辩解，一人揽下责

某乘坐的丰田越野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车上运有

任，但检察官认为这与旁证不符。今年 1 月 6 日上

18 条大壁虎（蛤蚧），该批野生动物制品为李某

午，兰某夫妻二人准备对存放在父母家的 13 只犀

所有，但其没有办理任何相关手续。经鉴定，该蛤

牛角进行交易时，因群众匿名举报，两人被公安机

蚧制品价值 8016 元。今年 10 月 20 日，扶绥县人

关当场抓获。随后，公安机关又在东兴兰某的家里

民法院以被告人李某犯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

将阮某抓获，并在此搜到剩下的一只犀牛角、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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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皮和一些动物骨架、象牙及象牙制品等。阅读原

2013-10-28，琼海——10 日，琼海市潭门派出所民

文

警在潭门镇嘉潭街依法检查车辆时，发现某物流公
司货车内藏有 12 只海龟玳瑁标本。该所将情况上
报琼海市公安局，该局迅速成立专案组侦查。25
日，专案组在潭门镇九吉坡冯某某的工艺品加工厂

满洲里公路口岸截获俄罗斯活体乌龟

厂房内查获海龟玳瑁标本 227 只，案值超过 1 百万
2013-10-28，满洲里——日前，内蒙古满洲里检验

元。警方透露，今年 44 岁的冯某某曾做过 18 年的

检疫局公路办事处旅检科工作人员在检查入境旅客

渔民，后来开办海产品工艺品厂。目前，涉嫌非法

时，发现一名中国籍旅客随身携带的包裹有异常。

收购、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犯罪嫌疑人冯某某

在随后的开包检查中，工作人员查出该旅客随身携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读

带了两只活体乌龟，其中体型较大的母龟长 18 厘

原文

米，宽 10 厘米；体型较小的公龟长 12 厘米，宽 8
厘米。经鉴定，为俄罗斯陆龟。这是满洲里公路口
岸首次截获活体乌龟。阅读原文

利用快递偷运象牙获刑 10 年
2013-10-29，北京——被告人李某今年 3 月初，在

江门海关查获海上偷运穿山甲冻体等濒危野生动物

未经野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通过某物流

大案

公司，非法从广东省珠海市运输象牙牙尖 2 件到北
京，经鉴定共价值人民币 21 万余元。除此之外，

2013-10-28，江门——2013 年 10 月 23 日晚上 22

其还指使黄某（另案处理），通过某快递，非法从

时左右，江门海关根据情报在台山川岛以南附近海

广东省珠海市运输象牙制品 168 件到北京，经鉴定

域将目标船只“粤台渔运 06013”截获，现场抓获走

价值人民币 17 万余元。2013 年 3 月 10 日，李某

私嫌疑人 5 名。经清点核实，涉案渔船装载有涉嫌

被查获。被告人李某被认定构成非法运输珍贵、濒

走私进口的冻体穿山甲 232 件（约 8.1 吨）、穿山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日前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甲鳞片 76 件（约 1.6 吨），鲨鱼皮 23 件（约 0.2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

吨），蟒蛇皮 11 件（约 0.3 吨），案值约人民币

罚金人民币二万元。阅读原文

1800 万元。据初步了解，该案查获的穿山甲来自
印尼，系不法分子在当地宰杀后冷冻再辗转走私入
境。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上海市部门间 CITES 执法工作协调小组正式成立
2013-10-30，上海——为深化部门间履约执法协作，
有效搭建区域性联合执法平台，切实提高履约执法

渔民违法加工玳瑁标本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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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水平，10 月 29 日，国家濒管办上海办事处
在上海自贸区召开上海市部门间 CITES 执法工作协

北京海关破获特大穿山甲鳞片走私案

调小组成立暨 2013 年联席会议，上海市林业局、
农委、工商局、公安局，上海海关、上海出入境检

2013-10-31，北京——北京海关在邮递渠道破获 1

验检疫局等 CITES 执法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单位的分

起特大穿山甲鳞片走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

管领导和相关处室负责人共 40 余名代表参加了此

涉及走私穿山甲鳞片 1030 千克，相当于杀死穿山

次会议，国家濒管办常务副主任孟宪林到会祝贺并

甲 1660 只。近日，北京海关邮办处查验时发现，

作重要讲话。阅读原文

一个署名为“高某某”的收件人从巴基斯坦寄往江西
省南昌市的 5 件 EMS 邮包内有可疑物品。经审问
查明，犯罪嫌疑人从今年 4 月至 7 月，分 20 多次，
将 1030 千克穿山甲鳞片制品走私入境，并化整为

南宁海关查获 17 只涉嫌走私玳瑁

零，分散打包，通过邮局、物流等多种方式运输至
2013-10-31，南宁——南宁海关在广西东兴市马路

多个省区非法出售。初步确定这是一个多条供销线

镇某货场内查获一批从非设关地偷运进境未向海关

路交织，集走私、非法出售、运输、贮存、包装、

申报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共查扣玳瑁标本 17 只，

配送、收购为一体的犯罪团伙。阅读原文

涉案运输货车 1 辆。这批涉嫌走私的玳瑁标本总重
117.4 千克，最大的长 110cm、宽 78cm、重 12.1
千克，最小的长 76cm、宽 46cm、重 3.3 千克。阅
读原文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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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10 月）
越南查获 2 吨走私象牙

加拿大独角鲸牙走私犯被重罚
2013-10-02，加拿大——10 月 1 日，加拿大新不伦
瑞克省省级法庭，犯罪嫌疑人 Gregory Logan 因走
私约 250 只独角鲸牙至美国而被判 7 年监禁并处
38.5 万美元罚金。阅读原文

南非偷猎者 9 个月猎杀 704 犀牛
2013-10-10，越南——越南国营媒体 9 日报道，北
2013-10-03，南非——路透社援引南非环保部的数

部港口海防市的海关人员上周在一个来自马来西亚，

据报道称，“9 月底，南非的偷猎者打死的犀牛达

途经越南的货柜内，查获近 2 吨走私象牙。该货柜

704 只，打破了 2012 年创下的‘记录’。”南非的犀

报称载有贝壳。阅读原文

牛只剩下 2.2 万只。照此趋势，再过十年犀牛将从
自然界消失。阅读原文
博茨瓦纳总统呼吁全球采取更有效行动保护野生动
物
肯尼亚海关缴获 1600 根非法走私象牙
2013-10-18，博茨瓦纳——博茨瓦纳总统卡马１７
日在哈博罗内说，在全球范围内盗猎、非法交易野
生动物及其制品现象日益猖獗之际，国际社会应加
强合作，采取更有效行动保护野生动物。卡马在出
席此间召开的第五次非洲环境部长级特别会议时表
示，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非法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
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发展，这种趋势将威胁到多年
来的保护成果。卡马还说，今年１２月，博茨瓦纳

2013-10-09，肯尼亚——当地时间 2013 年 10 月 8

政府将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在哈博罗内举办一

日，肯尼亚蒙巴萨，海关从乌干达运来的芝麻种袋

次保护非洲象的高层会议，以呼吁全球采取措施制

子中缴获藏匿的 1600 根象牙。阅读原文

止非法象牙贸易、确保非洲象种群生存。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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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犀牛角将装芯片防盗猎

环保官员:犀牛角和象牙贸易合法化将刺激需求增
长

2013-10-20，肯尼亚——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计
划在境内约 1000 头犀牛的角上安装芯片，以打击
激增的盗猎行为。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局日前在一
份声明中说：“这项新技术将确保每一头被标记的
犀牛在这个国家都有迹可寻，更重要的是，安装了
芯片的犀牛角将会被全球定位。” 声明还表示，该
技术将监视犀牛角交易链，从而打击野生动物贸易
的犯罪网络。这些芯片及配套的 5 台跟踪扫描器由

2013-10-21，英国——据英国《卫报》网站 10 月

世界自然基金会提供，用于时时跟踪每头犀牛的动

18 日报道，环境调查署执行理事玛丽称，犀牛角

向。阅读原文

和象牙的贸易合法化并不能阻止非法狩猎及交易，
相反这将会刺激濒危动物制品需求量的增长。她说：
“规范国际市场的建议仅仅是‘理论的假设’而已，实

乌干达官员近日截获 832 根走私象牙

践中要想发现和检举非法贸易并不容易。” 阅读原
文

WCO 与 TRAFFIC 就海关一线官员执法能力建设签
署谅解备忘录

2013-10-21，乌干达——乌干达官员近日截获了一
批象牙，共计 832 根，重达 2.9 吨。据乌干达野生
动物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越来越多的走私者利用
乌干达作为中转地，走私从南苏丹或刚果（金）等
国偷猎的象牙。阅读原文

2013-10-21，比利时——世界海关组织（WCO）秘
书长 Kunio Mikuriya 和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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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执行董事 Steven Broad 在 WCO 的总部签

2013-10-23，博茨瓦纳——今年 5 月，我在博中资

署了两组织之间的谅解备忘录（MOU）。谅解备忘

企业一位员工回国登机时，被博方检查出其行李内

录正式确认了 WCO 和 TRAFFIC 之间现有的合作关

携带象牙手镯，随即被拘留起诉。9 月，博法院判

系，这种合作旨在促进海关更加重视野生物保护的

其获刑 18 个月监禁并处两万普拉罚款。这是继今

问题，有效遏制受保护动植物的非法贸易。双方一

年年初非法购买象牙，多位中国人被遣返事件之后，

致同意将携手开展能力建设工作，如分发已有的培

博执法部门对携带象牙违禁品的重判案例。我驻博

训材料和参考资料，共同编制新的资料，并组织对

使馆和经商处再次呼吁中国公民提高法律意识，以

海关官员的培训活动。阅读原文

此为戒，严格遵守中博两国相关法律法规和国际公
约，坚决杜绝非法买卖和携带象牙等违禁品出境。
阅读原文

中国男子在津巴布韦走私象牙被捕

非洲:iPad 操纵无人飞机 阻止盗猎象牙
2013-10-24，非洲——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马克戈斯站在小卡车上，在 iPad 3 上触控“起飞”键，一
架价值 300 美元(台币 9000 元)的无人飞机立即升空。
那是他在肯亚马塞马拉国家公园打击盗猎救大象的
2013-10-22，津巴布韦——据英国广播公司 10 月

最新武器。戈斯使用无人飞机之初，以为主要功能

21 日报道，最近一段时期津巴布韦出现大象遭毒

是提供空照，追踪武装盗猎，但很快发现另一大用

杀事件。津巴布韦当局在首都机场截获走私象牙，

是惊吓象群，使它们离开盗猎活跃地带。与此同时，

一名中国人被捕。当时这名 34 岁的中国男子正在

戈斯团队为 15 只象戴上有全球定位系统的项圈，

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机场企图乘飞机前往马来西亚。

以电脑与 Google Earth 追踪它们。阅读原文

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这名中国人
当时携带价值约为 28250 美元的 17 件象牙、几件
乌干达截获两吨走私象牙

用象牙加工成的筷子和珠宝，重 113.9 千克。该男
子因涉嫌非法持有并试图走私象牙被捕。阅读原文

2013-10-29，乌干达——乌干达执法机构近日截获
了两吨象牙。据报道，这批象牙在运往肯尼亚蒙巴
萨的途中被乌干达执法人员拦截。据悉，蒙巴萨是

在博一位企业员工携带象牙违禁品获刑

非法象牙走私到亚洲的主要出境地。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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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再次提醒所有在刚中国公民：非法携带象牙或

两中国公民携带象牙在刚果(布)被捕 中国使馆提醒

象牙制品属严重违反刚果（布）法律的行为，一旦
2013-10-29 ，刚果——据中国驻刚果（布）经商参

被查获定罪将面临严重刑罚。阅读原文

处网站消息，两名中国公民因非法携带象牙制品于
近日在刚果（布）北部桑加省被当地警方逮捕，目
前案件已进入司法审理阶段。中国驻刚果（布）大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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