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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虎穴”探内幕 英勇出手擒嫌犯 

2013-01-31，广西——近日，广西森林警察在国家

森林公安局及广西公安厅有关部门协助下，一举抓

获 3 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犀牛角 14 只（重

42.86 千克），虎皮 1 张，虎骨架 1 副，象牙及其

制品一批（重 55.53 千克），涉案市值约 3000 万

元。据了解，这是近年来广西乃至全国查获犀牛角

数量最多、涉案价值最高的一起案件。阅读原文 

 

云南通报景洪亚洲象遭猎杀案 4 嫌犯被捕 

 

2013-02-01，西双版纳——去年 6 月 21 日中午 12

时 15 分，西双版纳州森林公安局勐养派出所接到

报案称：“在勐养镇大河边村委会昆满村南满河水

田下面发现一具象尸。”西双版纳州森林公安局迅

速组织 20 余民警赶赴现场开展调查。勘查过程中，

在距离现场 30 米处，又发现一具大象尸体。这两

头亚洲象一公一母，均是被人猎杀。西双版纳州森

林公安局立即成立了“6·21”专案组。7 月 5 日晚，

专案组将 3 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同时缴获军用

枪支 2 支，火药枪 1 支，射钉枪 1 支，象牙 1 对。

目前，该案已由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阅读

原文 

 

象牙勾出超亿元走私利益链 

2013-02-01，合肥——走私象牙三千余公斤，案值

超亿元，合肥海关破获一起特大走私象牙案，抓获

犯罪嫌疑人 8 名。一条通过邮寄渠道走私进口象牙

并通过网络在国内贩卖牟利的犯罪链条浮出水面。

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4 月期间，被告人刘明走

私入境象牙共计三千余公斤，案值超亿元。昨日，

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已就刘明(化名)等人走私珍贵动

物制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阅读原文 

 

“85后”倒卖象牙被抓 

2013-02-01，普洱——普洱人朱某常住昆明，在景

星花鸟市场、世博花市等地做着些古玩生意。平时，

朱某常收购一些象牙制品，雕刻后贩卖。11 月 14

日，朱某去普洱贩卖象牙制品后，在收费站被民警

堵停。民警在其身上及车的后备厢里查获塑料包装

的象牙制品 107 件。其供货商付某次日也被民警抓

获，搜出象牙制品 143 件。此案涉案金额达 100 余

万元。与此同时，与本案同时办理的是在蒙自市开

宠物店，私下长期从事野生动物贩卖的许某也被警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2 月） 

http://www.pagx.cn/html/jingfangchuanzhen/2013/0131/21301.html
http://news.youth.cn/gn/201302/t20130201_2854353.htm
http://news.youth.cn/gn/201302/t20130201_2854353.htm
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13/02/01/005431597.shtml
http://expo2010.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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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抓获，据悉以其为首的团伙长期从境外走私野生

动物在云南边境河口县入境后出售牟利。警方共查

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懒猴活体 16 只、蟒蛇 1 条、

巨蜥 1 条、猕猴 1 只、穿山甲 1 只。目前，两起案

件的相关人员已移送审查起诉。阅读原文 

 

汕头海关旅检渠道查获走私象牙近 50 公斤 

2013-02-01，汕头——近期，汕头海关情报掌握到

将有走私分子通过旅检渠道从泰国走私象牙到汕头，

迅速部署秘密力量开展摸查。1 月 27 日下午，乘

坐曼谷--揭阳 CZ376 航班的许某在提取行李通过绿

色无申报通道并接头时，被缉私民警抓获，现场缴

获象牙 8 支共 49.6 千克，不明动物骨头 1 千克。

目前，该案已刑事立案，并展开了扩线侦查。阅读

原文 

 

团伙冒充警察抢劫野生动物走私者 

2013-02-03，防城港——广西防城港市一抢劫团伙

利用走私人员“害怕被抓”的心理，多次冒充公安执

法人员，在他人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的路上跟踪、拦

截，抢到 74 只穿山甲及一辆汽车，获利数十万元。

2 月 1 日，11 名被告人在防城港市中级法院受审，

多名被告人辩称并非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拒不认罪，

公诉人逐一进行驳斥，法官表示将择日宣判。阅读

原文 

 

 

上海空港口岸截获旅客非法携带大量象牙制品 

2013-02-05，上海——1 月 20 日，上海机场检验检

疫局工作人员在对来自日本的 FM816 航班入境检

查中，发现疑似装有象牙制品的行李箱，经查验，

一名中国籍旅客的携带物包括龟形象牙制品 1 件

10.76 千克、大型观音 1 座 4.82 千克、其他小型观

音、弥勒造型象牙制品 5 件 2.6 千克，共 7 件，总

重 18.18 千克。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局处理。

阅读原文 

 

深圳皇岗海关查获涉嫌走私鳄鱼、玳瑁制品案 

 

2013-02-06，皇岗——1 月 28 日，皇岗口岸在持中

国护照的重点检查对象施某的行李箱内发现有未申

报的鳄鱼制品 3470 克和玳瑁制品 265 克。阅读原

文 

 

140 张蟒皮 过关被截 

2013-02-07，罗湖——2 月 1 日，深圳罗湖海关例

行检查时，在一名香港旅客携带过关的胶袋中发现

http://news.hexun.com/2013-02-01/150831356.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xkkb/201302/20130201092132_8649.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xkkb/201302/20130201092132_8649.html
http://news.sina.com.cn/s/2013-02-03/171726193104.shtml
http://news.sina.com.cn/s/2013-02-03/171726193104.shtml
http://www.cqn.com.cn/news/zggmsb/disan/672564.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302/20130206160652_8677.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gd/201302/20130206160652_86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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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张蛇皮，净重 21 千克，初步估计案值过百万

元。经广东省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鉴定，该批蛇皮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制品蟒蛇皮。目前，该

案已移交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宁波海关查获 象牙等走私案 

 

2013-02-07，宁波——日前，宁波海关在空港旅检

渠道查获首起旅客通过分离运输行李走私象牙制品

进境案件，现场查获走私象牙制品 10 件。这些象

牙制品重量在 100 克到 1000 克不等，其中最大的

两件象牙仕女雕像高 46 厘米，重 700 克，由完整

的象牙雕琢而成。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首次查获濒危动物盔犀鸟头骨 

2013-02-08，厦门——日前，吉隆坡飞抵厦门的

MH390 航班，一名游客打扮的男性旅客引起海关

引导关员的注意。关员在其携带的油画筒里发现濒

危动物盔犀鸟的头骨！随后，关员又在旅客身上背

的相机包暗格、携带的行李箱角落以及旅客身上查

获了盔犀鸟头骨以及一些沉香木制品。经清点，关

员共查获盔犀鸟头骨 21 件，净重 1140 克 ，沉香

248 克。阅读原文 

 

亚非携手打击走私濒危物种犯罪活动取得丰硕战果 

 

2013-02-18——2013 年 1 月 6 日-2 月 5 日，我国会

同有关方面，组织亚洲和非洲 22 个国家，成功开

展了一次代号为“眼镜蛇行动”的濒危物种联合缉私

活动。我国海关和边防除对外提供大量走私案件线

索并核实不少境外反馈情报外，还查获走私濒危物

种案件近 60 起，逮捕犯罪嫌疑人近 30 人，缴获象

牙及其制品 180 多千克、犀牛角 10 根、犀牛角制

品 4 件、穿山甲片近 50 千克、石斛 60 千克、盔犀

鸟喙 76 件、蟒蛇 25 条以及其他野生动植物及其制

品。在眼镜蛇行动闭幕式上，基于中国部门间

CITES 执法工作协调小组、海关总署缉私局、公安

部边防局和国家林业局的卓越表现， 6 家组织方联

合为他们分别颁发了表彰证书。阅读原文 

 

 

http://news.sina.com.cn/o/2013-02-07/072026228553.shtml
http://www.jisi.gov.cn/News/szsm/zjiang/201302/20130207104657_8682.html
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1/info416927.htm
http://news.163.com/13/0218/11/8O08E71V00014J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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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中国严厉打击象牙走私取得明显成效 

 

2013-02-18——2 月 18 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

就外媒及动物保护组织指责“中国对象牙的需求导

致非法狩猎增加”的说法答记者问，表示中国政府

严厉打击了走私和非法经营利用象牙及其制品的行

为，取得了明显成效，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客观地看

待中国。洪磊表示：“中国对走私象牙及其制品案

件的处罚力度之大，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中方的

不懈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非法走私、贩卖象牙的

违法犯罪活动近年在中国明显呈下降趋势。” 阅读

原文 

 

非法运输 虎骨获刑 10 年 

2013-02-18，六盘水——2012 年 8 月 14 日早，被

告人李某某与其侄子李某驾车在云南某农贸市场买

到疑似老虎骨骼一具，准备运往贵州省毕节市，途

径盘县平关毒品检查站时被查获，除查获的动物骨

骼外，还当场查获红豆杉树皮一袋。经鉴定，该动

物骨骼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陆生动物虎骨，被列入

CITES 附录 I；涉案价值为 480 000 余元。盘县法院

判处被告人李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000 元，对被查获的虎骨一具及红豆杉树皮一袋，

予以没收。阅读原文 

 

吐尔尕特边检站查获一起价值逾亿元走私羚羊角、麝

鼠皮案件 

 2013-02-19，吐尔尕特——2 月 6 日，新疆吐尔尕

特边防检查站官兵在前哨班执勤时从一辆从吉尔吉

斯斯坦入境货车暗箱查获羚羊角 3715 根，麝鼠皮

12 950 张，涉案金额达一亿一千万元。走私的羚羊

角及麝鼠皮藏在货车暗箱里。目前，该案已移交吐

尔尕特口岸海关。阅读原文 

 

南京首破网上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 

 

2013-02-21，南京——2012 年 1 月 5 日，天津海关

驻邮局办事处例行检查申报进口的邮件时，发现一

个来自美国的包裹内有疑似动物头骨物品，申报名

称却为“玩具模型”，寄向江苏省盐城市西环路一顾

姓男子。一个多月后，天津海关再次发现一件疑似

动物头骨的“玩具模型”邮件,收件人和上次一样。天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fyrbt_611275/t1014544.shtml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fyrbt_611275/t1014544.shtml
http://epaper.lpswz.com/lpsrb/html/2013-02/18/content_196298.htm
http://news.163.com/13/0219/10/8O2NN2QJ00014JB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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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海关将两件物品提交到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结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监管的动物头骨制品,属于禁止进出境的

珍贵动物制品。随后,天津海关将该案移交南京海

关处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南京海关缉私警

察以 QQ 签名为线索，在顾某家查获多具动物制品,

包括狼头、狮腿骨、鹿牙、狼牙、鹰爪、熊爪等

20 余种。阅读原文 

 

云南破获特大跨境走私案 查获活体蛇近 4 吨 

 

2013-02-25，瑞丽——1 月 21 日，瑞丽市公安局

森林警察大队刑侦中队获悉，近期将有不法分子

欲从缅甸非法走私一批野生蛇进入中国境内。接

案后，立即成立专案组，分别前往盈江、芒市、

龙陵等地进行路线查看和布控。终于， 2 月 22 日

凌晨 4 时，民警们在姐东路段的一量车内发现了

用木箱装的大量蛇类动物，犯罪嫌疑人盛某也落

入法网。据统计，此次缴获的蛇类共 176 件，

4815 条，净重 3810.5 千克，主要分为滑鼠蛇、眼

镜蛇、蝰蛇三个种类。德宏州野生动物收容救护

中心相关负责人称，将适时对这批蛇进行放生。

目前，犯罪嫌疑人盛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在进

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推销象牙犀牛角制品被举报落网 可能被判十年 

2013-02-27，长沙——武汉人姜某与在长沙的福建

人林先生做生意某次一起吃饭时，林先生提到做象

牙和犀牛角生意很赚钱。2013 年 1 月 21 日晚，姜

某打电话给林先生称，想拿这些犀牛角和象牙制品

来跟林先生交换家具。第二天，林先生向当地森林

公安局报了警。22 日下午 5 点多，姜某与丈夫、

弟弟三人到了林先生的店里，被警方控制。警方发

现姜某带来的 10 多件货物包括 9 件犀牛角制品，1

件象牙制品，5 件为非犀牛角制品，总值 1391792

元。目前，姜某已被批捕，有可能被判处 10 年以

上有期徒刑。阅读原文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2/id/896529.shtml
http://www.china.com.cn/news/env/2013-02/25/content_28049976.htm
http://www.china.com.cn/news/env/2013-02/25/content_28049976.htm
http://www.xxcb.cn/show.asp?id=122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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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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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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博茨瓦纳中国公民需严格遵守保护野生动物法规 

2013-2-6，博茨瓦纳——近日，个别旅博中国公民

携带、持有象牙制品，触犯博茨瓦纳法律，遭博

机场海关等执法部门查扣。博总统已签署法令对

上述违法者予以遣返。中国驻博茨瓦纳使馆提醒

旅博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博各项法律法规，坚决杜

绝携带持有国际公约禁止及当地管制的物品，树

立海外中国公民良好形象。阅读原文 

 

尼泊尔打击野生物制品贸易 

 

2013-02-14，尼泊尔——2 月 3 日，尼泊尔情报部

在 Dhading 区逮捕了 Chhetan Lama, Tembal Lama 和

Pantu aka Aampe，并查获 400 千克藏羚羊绒。

Chhetan 和 Tembal 是尼泊尔 Dhading 人，而 Pantu

则来自中国西藏，他在尼泊尔两个月企图协助

Chhetan 和 Tembal 寻找藏羚羊在 Gorkha 边境的栖

息地。另外，2 月 4 日，情报部联合小组森林部门

在 Nuwakot 区抓捕了 Bhupen Ghale，缴获小熊猫皮

1 张。阅读原文 

 

犀牛角调查行动导致三名中国嫌犯落网 

 

2013-02-14，美国——司法部和美国鱼类和野生动

植物管理局特工人员日前拘捕三名中国公民，他们

被指控涉嫌经营国际犀牛角走私团伙。纽瓦克和迈

阿密的联邦大陪审团以国际走私犀牛角等指控对

44 岁的某中国石油公司主管李志飞（音译 ）提出

起诉。李志飞的同伙魏书森（音译）则被控向联邦

工作人员行贿。而纽约联邦法院控告王庆（音译）

图谋将犀角雕刻杯经香港偷运给李志飞。阅读原文 

 

出售 4 只濒危龟 男子被罚 1950 元 

2013-02-18，新加坡——圣嘉芙莲一名男子因非法

贩卖濒危龟，被判罚款 1,950 新元。被控男子

Andrew Fruck 因涉嫌违反《鱼类及野生动物保护条

例》被检控，而他所出售的是东方麝香龟，该类龟

是安省体型最小的乌龟，在安省是受保护动物。自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2 月）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2/05/content_27894017.htm
http://www.wwfnepal.org/?207591/Nepal-a-transit-point-for-trading-wildlife-parts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f297b00102e8v1.html
http://www.wwfnepal.org/?207591/Nepal-a-transit-point-for-trading-wildlife-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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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部执法组主管安德鲁斯表示，有人在广告网

页 Kijiji 刊登出售东方麝香龟的信息。执法人员其

后向 Fruck 展开调查时，发现他拥有 4 只东方麝香

龟以供出售，于是提出检控。阅读原文 

 

中国公民携带象牙在肯尼亚机场被捕 

2013-02-20，肯尼亚——2013年2月18日，一名原计

划搭乘航班返回广州的中国人因涉嫌走私58千克象

牙而在肯尼亚内罗毕机场被捕。同时，两名坦桑尼

亚人周一晚间因运送16件（141千克）象牙而被法

庭指控。阅读原文 

 

提醒在多哥中国公民切勿购买、携带象牙制品 

2013-02-21，多哥——从边检机关获悉，近日，在

多哥洛美国际机场发生中国公民因涉嫌携带象牙

制品出境，被多执法部门查扣的事件。多哥法律

规定严禁走私、买卖象牙及其制品，违者将受到

多法律制裁。近期，多有关部门联合行动，加强

了对国际旅客的查处力度。中国驻多哥使馆提醒

在多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切勿购买象

牙制品或携带象牙制品出入境。如有疑问，请咨

询 我 馆 ， 使 馆 邮 箱 地 址 为

chinaemb_tg@mfa.gov.cn ， 领 保 协 助 电 话 为

00228-92850789。阅读原文 

 

泰政府接受WWF“禁止非法象牙交易”请愿书 

2013-02-27，泰国——泰国总理英拉 27 日在总理府

接受了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递交的有 50 万人

签名的请愿书，并表示会慎重考虑“禁止非法象牙

交易”的要求。英拉说，泰国现行法律已拥有保护

野生动物的条款。对泰国来说，大象属于国宝，因

此泰国政府会慎重考虑请愿书中提出的要求。据世

界野生动物基金会驻泰国代表斯图尔特介绍，该组

织在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征集了 50 万个签名，

其中包括好莱坞影星迪卡普里奥，呼吁泰国政府关

闭象牙市场，从根本上杜绝“非法象牙交易”。WWF

近期呼吁考虑增加对非法象牙交易猖獗的国家制定

正式的贸易限制措施，这些国家包括泰国、尼日利

亚和刚果共和国。阅读原文  

http://www.fabao365.com/news/920244.html
http://allafrica.com/stories/201302201706.html
http://www.tj.xinhuanet.com/web/tjbfz/2013-02/21/c_114752639.htm
http://law.hexun.com/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2/27/c_1148269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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