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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森林公安成功破获中原地区最大一起贩卖珍稀

保护动物制品案 

 

2013-09-02 ，郑州——近日，郑州市森林公安局根

据线索，成功破获一起贩卖珍稀保护动物制品象牙、

犀牛角案件，现场抓获马某等三名犯罪嫌疑人，收

缴象牙 6 根，犀牛角制品两包约 2 公斤，盔犀鸟工

艺品 3 件，涉案制品价值 80 余万元。2013 年 7 月

20 日下午 2 点，在郑州市北茶城一茶业店内，福

建人林某、郑某从福建偷运一批象牙和犀牛角制品，

正在店内与店主马某交易时，被郑州市森林公安局

民警现场抓获。阅读原文 

 

巴克图边检查获 1040 根羚羊角 

2013-09-02，巴克图——8 月 29 日上午，新疆公安

边防总队巴克图边防检查站执勤官兵在检查一辆由

哈萨克斯坦入境的国际班车时，发现行李仓内侧有

焊接痕迹，怀疑其中藏匿物品。经查，边检官兵在

不足 7 立方米的暗箱内发现藏匿的羚羊角 1040 根，

狐狸皮、狼皮、水獭皮共 1478 张，涉案金额高达

3500 余万元。阅读原文 

 

深圳湾海关连续查获走私入境水貂皮 1063 条 

 

2013-09-03，深圳——近日，深圳海关隶属深圳湾

海关关员在旅检入境大厅连续查获 8 名内地旅客携

带水貂皮入境案，现场共计查获水貂皮 1063 条，

净重 71 千克，初步估计案值 46.8 万元。阅读原文 

  

深圳警方查获 17 只穿山甲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9 月） 

http://www.cnr.cn/hxcx/gdxw/201309/t20130902_513478783.s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xinj/201309/20130902094534_9874.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267/info4447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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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04，深圳——深圳市公安局森林分局 6 月

通过情报分析，发现在东门市场附近，有人涉嫌从

事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行为。

森林公安立即进行侦查，于 9 月 2 日下午在一窝点

缴获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活体 17 只，抓获犯

罪嫌疑人两名。阅读原文 

 

成都海关首次查获红珊瑚制品 

2013-09-04，成都——日前，成都海关驻邮局办事

处的现场关员在对 2 件通过 EMS 寄往日本的邮包

进行 X 光机查验时，发现邮包内装有 2 件观音形象

雕刻的红珊瑚制品，价值 17.72 万元人民币。  

缉私干警介绍涉案红珊瑚制品是由犯罪嫌疑人在国

内相关网站上找到货源后在日本网站上发布出售，

联系好买家后通过 EMS 快递公司寄往日本。阅读

原文 

 

男子邮寄包裹走私象牙等珍贵制品获刑八年 

 

2013-09-05，金华——最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对金华海关侦办的“8.18”走私象牙案作出终审裁定，

被告人陈某因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被判处有期

徒刑 8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 万元。短短 6 个月，

陈某累计走私进境象牙碎料 125.79 千克、河马牙

碎块 348 克，还有龙型象牙雕刻件 1 座。阅读原文 

 

北京机场查获从非洲走私入境穿山甲片 3.9 千克 

 

2013-09-06，北京——7 月 16 日，首都机场 T3 航

站楼国检人员在对某航班进行查验时，分别从 3 名

中国籍旅客携带物中，截获来自赤道几内亚的穿山

甲鳞片，共计 3.9 千克。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出入

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穿山甲鳞片属于禁

止携带物。而现场检疫发现，穿山甲鳞片中带有多

头蜱虫。阅读原文 

 

威海海关查获豹皮和象牙制品 

 

http://gd.sina.com.cn/news/m/2013-09-04/113137182.html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9/04/content_22142440.htm
http://news.china.com.cn/live/2013-09/04/content_22142440.htm
http://www.jisi.gov.cn/News/aljx/201309/20130905110011_9896.html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3_09/06/29356719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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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06，威海——近日，威海海关查获一起涉

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查获完整豹皮 2 张、象牙

原牙 6 根、象牙制品 57 件，总重 13.97 千克。阅

读原文 

 

伪装全家出游 涉嫌走私象牙 78 公斤 

 

2013-09-06，湛江——日前，湛江海关成功查获一

起涉嫌走私象牙案，查扣无任何合法证明的象牙

10 根，重约 78 公斤。据该关缉私办案人员介绍，

运载象牙的车辆是普通的家用车，无任何改装，象

牙用简易的纤维袋包装，放置在车辆后备箱，从外

观上无法判断具体物品，而且副驾驶还乘坐着一名

怀抱儿童的妇女，一副全家出行旅游的装扮，企图

瞒天过海。阅读原文 

 

甘肃四部门联手严打非法贸易 

2013-09-10，甘肃——9 月 9 日，记者从省森林公

安局了解到，为保护甘肃省野生动植物资源，严厉

打击非法捕杀、贩卖野生动植物，省森林公安局联

合兰州铁路公安局、民航甘肃机场公安局、兰州海

关缉私局开展打击非法贸易和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

专项行动。据了解，此次行动将重点查处非法贸易

象牙、虎豹皮、犀牛角和羚羊角等敏感物种的流通

链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和行为，保护和拯救已濒

临灭绝的野生动植物资源。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截获七支赛加羚羊角  

2013-09-10，厦门——厦门海关日前查获一名台湾

籍旅客违规携带濒危物种赛加羚羊角入境，一共 7

支，总重 480 克。这也是厦门海关首次在厦金航线

查获此类物品。阅读原文 

 

哈尔滨检验检疫局邮局截获两个鹦鹉螺标本 

 

2013-09-11，哈尔滨——9 月 2 日，黑龙江哈尔滨

检验检疫局邮局现场工作人员截获两个邮寄进境鹦

鹉螺标本。经鉴定，该标本为白斑鹦鹉螺，属于国

家明令禁止进境物。该局工作人员根据国家相关法

律规定对上述标本作出截留销毁处理。阅读原文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sdong/201309/20130906094102_9901.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sdong/201309/20130906094102_9901.html
http://news.163.com/13/0906/08/982VC5DN00014AED.html
http://www.gs.xinhuanet.com/news/2013-09/10/c_117300523.htm
http://www.cites.gov.cn/ShowIndex/ShowNews.aspx?sort=t1&id=8889
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er/769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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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查获涉嫌走私玳瑁标本 17 只 

 

2013-09-11，南宁——南宁海关 9 月 10 日通报，该

关在东兴市马路镇某货场内查获偷运进境未向海关

申报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玳瑁标本 17 只，查扣涉

案运输货车 1 辆。据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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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海关查获 3642 克红珊瑚 

 

2013-09-11，温州——8 月 20 日至 9 月 3 日，温州

海关邮局办事处接连查获来自意大利的装有红色物

品的包裹，共计 8 个，总重量达 3642 克。经初步

鉴定，这些物品为濒危物种红珊瑚。阅读原文 

 

新疆查获大批走私藏羚羊角 涉案金额超 1 亿 

 

2013-09-12，吐尔尕特——9 月 5 日，新疆吐尔尕

特边防检查站与口岸海关联手查获一起特大走私案，

涉案金额约为 1.4 亿元人民币。当天，检查人员在

一辆车的车厢内查获藏匿的 6 匹马匹和 35 箱羚羊

角，合计 4470 根。在执勤人员对该车的检查过程

中，还拦截了另一辆接头车辆。目前，4 名涉案人

员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观看视频 

 

凭祥市查获疑似虎皮制品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x/201309/20130911094415_9920.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pl/zggc/2013-09-11/content_10088298.html
http://tv.sohu.com/20130912/n3864387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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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12，凭祥——8 月 27 日 12 时 40 分，家住

福建省仙游县的王某携带装有疑似老虎皮 1 张、疑

似老虎牙 1 颗、疑似象牙筷子 10 双的蛇皮袋乘坐

从凭祥开往福建莆田的大巴车，当大巴车经过凭祥

市南友高速路入口处板透执勤点时，被凭祥市公安

边防检查站执勤民警查获。犯罪嫌疑人王某承认了

犯罪事实，并称其从边境购买这些物品后，欲乘坐

大巴带回福建。阅读原文 

   

全国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在京启动 

2013-09-13，北京——由 CWCA（中国野生动物保

护协会）、TRAFFIC（国际野生物贸易组织）和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联合举办的“生态中国﹒

野性之美”宣传活动暨全国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启

动仪式 13 日在北京举行。TRAFFIC 与 WWF 自 2012

年起开展全球拒绝非法野生物贸易行动，以敦促各

国政府完善国内立法和管理、加强国际间执法合作，

同时呼吁公众拒绝消费非法野生物制品。阅读原文 

 

京口警方出击解救网络售卖野生动物  

 

2013-09-13，镇江——8 月中旬，市民举报称，有

人在网上公开叫卖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京口区

谏壁派出所迅速展开调查。经过半个月的侦查，警

方于 9 月 6 日采取行动，控制了犯罪嫌疑人王某，

并缴获一只蜂猴、一只猕猴。9 月 8 日，民警将这

两只猴子护送到了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今年 24

岁的王某是镇江谏壁人，曾被判处缓刑，4 个月前

“入行”卖“异宠”，刚开始他只是销售蜘蛛、蛇、乌

龟、鳄鱼等动物，后来渐渐地对卖猴子感兴趣，随

后认识了一些供货商。王某供述，他的上线是浙江

嘉兴人，姓洪。目前，王某已经被刑事拘留，警方

还在继续调查此案。阅读原文 

 

中国对野生动植物走私违法犯罪零容忍 

2013-09-14——今年 7 月至 9 月 10 日，海关缉私部

门刑事立案走私濒危物种及其制品 35 起，涉案价

值 3.58 亿元。海关总署缉私局副局长许文荣 13 日

表示，今年年初的“眼镜蛇行动”目的性极强，就

是针对老虎、犀牛、大象、穿山甲等濒危野生动物

的走私。中国以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对野生动植

物走私违法犯罪是零容忍的。阅读原文 

 

广西防城港边防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查获犀牛角 

2013-09-16，防城港——9 月 12 日 13 时许，广西

防城港边防支队横江边境检查站执勤官兵在对一辆

由东兴开往防城的丰田牌轿车例行检查时，发现司

机及随车人员神情紧张。执勤官兵在前排副驾驶座

上发现一个黑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三个疑似犀牛角

http://www.pagx.cn/html/2013/ga_0912/528.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yzyd/local/20130913/c_117365501.htm
http://www.js.xinhuanet.com/2013-09/12/c_117344605.htm
http://cppcc.people.com.cn/n/2013/0914/c34948-2291901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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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质状物体。经鉴定，执勤官兵从嫌疑车辆上查

获的角质状物品为犀牛角，重约 2300 多克。目前，

这起案件已移交东兴市森林公安处理。阅读原文 

 

杭州空港连续查获象牙制品 

 

2013-09-16，杭州——9 月 11 至 12 日，杭州海关

隶属萧山机场海关连续在杭州空港口岸查获旅客违

规携带象牙制品入境，其中包括 32 只象牙手镯、

15 枚象牙印章、5 条象牙手链等。 阅读原文 

 

收藏市场 暗藏非法象牙销售 

 

2013-09-17，北京——前不久海淀区森林公安分局

的侦察员发现在爱家收藏市场内，藏着一个专门销

售非法象牙制品的窝点。根据快递员的线索，在市

场内一家叫“洪泉阁”的摊位，侦查员发现了两大

包象牙制品。店铺的老板姓胡，从表面上看，胡某

的店铺经营的是玉石玛瑙加工成的饰品，可实际上

她和丈夫一起暗中销售非法象牙制品已经有三年了。

在嫌疑人的家中，侦查员发现大量象牙制品。此次

行动，民警共收缴非法象牙制品总重量约 23.5 公

斤，总价值 100 多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森

林公安分局刑事拘留。观看视频 

 

深圳警方查获逾万只涉嫌走私野生动物 

 

2013-09-17，深圳——日前，深圳边防支队根据群

众举报，在深圳西乡码头拦截了三辆小轿车和一搜

快艇，当场从三辆汽车上查获了涉嫌走私的红腿陆

龟、小果龟、小鳄龟、蜥蜴等野生动物 12000 多只。

涉案司机称受人雇请将这批野生动物运送到广州东

莞一带，但是无法提供相关合法手续。目前，这批

野生动物已被移交给深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观

看视频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3-09/16/c_125394679.htm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39267/info446534.htm
http://tv.sohu.com/20130917/n386748978.shtml
http://tv.sohu.com/20130917/n386726451.shtml
http://tv.sohu.com/20130917/n3867264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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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私运象牙受审 

2013-09-19，北京——今年 3 月初，李某在未经野

生动物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通过某物流公司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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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被告人李某还

指使黄某通过某快递非法从广东省珠海市运输象牙

制品 168 件到北京，经鉴定价值人民币 17 万余元。

近日，李某因涉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野生

动物制品罪在西城法院受审。阅读原文 

 

福建查获特大走私犀牛角案 

2013-09-19，福清——福建警方 18 日披露，经缜密

侦查，福建福清警方查获一起特大走私犀牛角案，

抓获 3 名犯罪嫌疑人，并缴获从南非走私入境犀牛

角一对，净重约 7 公斤，预估价值约 300 多万元人

民币。警方根据线索很快抓获另两名犯罪嫌疑人。

目前，此案已经移交福州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审理。

阅读原文 

 

WWF、 TRAFFIC 携手上海奥美共绘街头公益艺术 

 

2013-09-22，上海——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与

TRAFFIC（国际野生物贸易研究组织）联合上海奥

美广告日前在沪上时尚地标之一港汇恒隆广场举办

了一场名为“保护消失的珍宝”的街头艺术公益推广

活动，作为全球行动#拒绝非法野生物贸易#的其中

一环，此次活动致力于呼吁社会各界拒绝非法野生

物贸易，培养和提高公众的动物保护意识。阅读原

文 

 

检验检疫凸显打击全球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作用 

 

2013-09-25——中美两国今年 6 月达成联手打击全

球贩运野生动植物的一致行为，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 7 月，深圳检验检疫局在深圳罗湖、皇岗、福田、

深圳湾、沙头角等旅检口岸，以及快件和邮件中心

查获蛙、鳄鱼皮张、鬃狮蜥等野生动植物及制品

5000 多批，同比大幅增长。阅读原文 

 

成都小伙网售濒危南美宠物蛇被刑拘 

http://www.morningpost.com.cn/xwzx/society/2013-09-19/510907.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9-18/5301348.shtml
http://news.a.com.cn/info/domestic/2013/0922/220726.html
http://news.a.com.cn/info/domestic/2013/0922/220726.html
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liu/7756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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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9-29，成都——近日，成都一名小伙子因在

网上收购、出售产自中、南美洲的红尾蚺蛇被刑拘。

20 多岁的叶天（化名）8 年前就开始养宠物蛇，如

今，他不仅收购、养殖红尾蚺，还通过网络进行售

卖。9 月 5 日，民警在锦兴路前卫街某小区叶天租

住的房屋内，查获了疑似蟒蛇 10 条。叶天说，去

年 11 月以来，他从网友那里，花了 2 万多元，分

两次网购了 12 条红尾蚺。今年 3 月，在网上卖了

2 条。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进境邮包惊现绿树蟒 

 

2013-09-27，厦门——日前，厦门海关驻邮局办事

处在进境邮包接连查获活体绿树蟒，共计 20 条。

这也是近年来厦门海关首次在进境邮包内查获活体

动物。经专业机构鉴定，这两次查获的 20 条蟒蛇

为绿树蟒，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Ⅱ中保护物种，禁止进出境。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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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海关缴获一批走私象牙 越南夫妇被捕 

 

2013-0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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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夫妇，后者被疑走私超过 100 千克的象牙，价值

估计在 1600 万泰铢（50 万美元）。夫妻二人从安

哥拉搭乘飞机途径曼谷准备赶往柬埔寨时被抓获。

泰国官员表示，如果罪名成立，二人将面临最高 4

年牢狱生活。阅读原文 

 

印度-孟加拉边境查获 952 只星龟 

2013-09-03，印度——952 只星龟在被偷运至孟加

拉国途中被印度边防部队查获，这是最大的一起星

龟走私案件。当晚，两名走私贩在接近边境地区时

被边境警察拦下，两人慌忙丢下行囊向逃跑。据估

计，这批龟在黑市上的估价大约 3190 万卢比。阅

读原文 

 

肯尼亚中国公民收到反盗猎短信提示 

 

2013-09-09，肯尼亚——使馆参赞曹小林表示，由

于被曝中国与象牙贸易有关，赴肯中国公民将收到

反对象牙贸易的短信提醒。使馆称，中国在通过野

生物观光提高肯尼亚税收及环境保护。同时，中国

公民反盗猎意识的提高在维护良好的中非关系上也

起至关重要的作用。阅读原文 

 

美国将销毁 600 万吨库存象牙以阻止偷猎大象 

2013-09-10，美国——奥巴马政府 9 月 9 日表示，

将销毁 600 万吨库存象牙，以打击非法贸易，进而

阻止偷猎大象的活动。报道称，销毁象牙只是 9 日

白宫保护野生动物活动的一部分。这标志着奥巴马

政府将致力于阻止大象、犀牛等濒危野生动物的非

法倒卖活动。据美国官员称，目前野生动物的倒卖

活动已经开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9 月） 

http://www.jisi.gov.cn/News/hqlw/201309/20130902110816_9877.html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pti-stories/big-seizure-of-952-star-tortoises-on-indo-bangla-border-113090200864_1.html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pti-stories/big-seizure-of-952-star-tortoises-on-indo-bangla-border-113090200864_1.html
http://www.humanipo.com/news/31571/chinese-visitors-to-kenya-to-receive-sms-poaching-warnings/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3-09/4340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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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威廉王子：希望儿子乔治热衷野生动物保护 

 2013-09-11，英国——据英国《卫报》网站 9 月 10

日报道，英国威廉王子说，希望儿子乔治小王子像

他的家庭一样爱护野生动物。威廉王子表示，“我

会在房间里放置玩具大象和犀牛，并在周围摆上灌

木丛一样的东西，让他感觉到自己在野生丛林中生

长。”在谈及希望将什么传承给下一代时，威廉称，

如果大象和犀牛灭绝了，那会是十分令人悲伤的事

情。“这不仅是为了乔治，也为了世界上所有的孩

子。”他说，“就像我父亲曾说过的一样，家族中的

成员要将你喜爱并热衷的事物传承给你的孩子。” 

阅读原文 

 

全球非法贸易象牙主要来自东非 

2013-09-12——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ONDC）发布最新报告称，东非的坦桑尼亚、肯

尼亚和乌干达三国是全球非法贸易象牙的主要来源

地。2011 年被查获的非法贸易象牙中，67%来自东

非三国——坦桑尼亚（37%）、肯尼亚（27%）和

乌干达（3%），10%来自南部非洲，4%来自西部非

洲，2%来自中部非洲，其余 17%来自非洲以外地

区。阅读原文 

 

津巴布韦 447 千克象牙被走私运往迪拜 

2013-09-24，津巴布韦——据津巴布韦媒体 22 日报

道，该国正在对一起象牙走私案件进行调查。据称，

今年 7 月，有 447 公斤象牙从津巴布韦走私到阿联

酋迪拜。目前，津巴布韦调查人员正在核实，这起

象牙走私案件是否与发生在该国境内的大象遭毒杀

事件存在关联。前不久，有关盗猎者在津巴布韦万

基国家公园内使用剧毒氰化物毒杀大象的新闻引发

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已确定至少有 60 多头

大象被毒死，并且由于事发地的多处水源遭到污染，

已导致羚羊、水牛、秃鹫等动物饮水死亡，并有狮

子等动物在食用大象尸体后死亡。一些环保人士所

担心的一系列生态连锁反应正在上演。阅读原文 

 

报告称基地组织从象牙和犀牛角走私中敛财 

2013-09-25，南非——据南非媒体 Beeld26 日报道

称，伊斯兰极端组织基地组织正在从象牙和犀牛角

走私中疯狂敛财。据国际环境调查署称，基地组织

超过 40%的经费来自于象牙买卖。阅读原文 

 

加拿大华裔被控偷运熊掌  

2013-09-29 ，加拿大——2011 年 8 月 14 日，39 岁

的陈振坤准备登机并接受安检时，他携带的一件行

李被 X 光机检查时，发现藏有 3 只被切割的熊掌。

据悉，陈振坤拥有合法猎枪牌照，熊掌来自狩猎所

得，仅计划带往中国作为礼物，并未打算交易。今

年 9 月 26 日，其代理律师代表出庭应讯，当事人

尚未对相关指控认罪。阅读原文 

 

 

http://www.china.com.cn/news/world/2013-09/11/content_29996169.htm
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912/10661998_0.s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3-09-24/084328284976.shtml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3/0925/c1002-23034987.html
http://www.jx.chinanews.com/2013/0929/6523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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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英国大使在英发文：中国积极保护野生动物 

2013-09-30，英国——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日前

在英国路透社发表署名文章，阐述中国政府野生动

物保护政策并指出，民间力量的累积，为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事业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文章指出，

在中国，除了政府作出的积极努力之外，参与保护

野生动物的社会力量越来越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等民间团体，各界精英及公众人物，爱心企业

及新闻媒体、志愿者等，通过发倡议、捐款捐物等，

积极参与其中。“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渐成民意

共识。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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