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1 月）
回广东贩卖。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阅

香港海关查获 779 根象牙

读原文

酒店内查获象牙制品
2013-01-08，莆田——1 月 15 日晚，福建湄洲边防
派出所官兵在湄洲岛海景大酒店例行检查时，从
一名可疑的石姓男子处查获 3 尊观音象牙佛像以
及 1 尊弥勒象牙佛像。据嫌疑人交代，他 3 年前
2013-01-04，香港——香港海关于 1 月 3 日在一个

在广东某酒店以及地摊处以 3 万多元的价格购买

运抵香港的货柜内查获 779 根象牙，共重约 1 300

该 4 尊象牙制品，今年在一次坐车的途中认识了

千克，总值约 1 060 万元港币。次日，海关港口及

一名老乡，并与其约好当日在湄洲岛海景大酒店

海域科监督黄瑞亨、货柜码头第二组指挥官关丽珊

进行交易。阅读原文

联同渔农自然护理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黄金欣博士
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讲述案件详情及展示该批
查获的象牙。阅读原文

落马洲查获 800 万走私海味含鳄鱼海马

岑溪市森林公安局查获 60 条眼镜蛇
2013-01-04，岑溪——2012 年 11 月 24 日，广西岑
溪市森林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称一辆非法装载
着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广东牌照小车正从横县往
梧州方向行驶。当日 21 时，岑溪森林公安分局民
警在岑梧高速公路牛岭界隧道附近截获该车辆。
2013-01-08，香港——落马洲管制站海关人员上周

当场缴获孟加拉眼镜蛇 60 余条，重 60 公斤。运

六截获一辆出境冷冻货柜车，谎报称载有 9000 多

送眼镜蛇的车主是一对广东夫妇，他们在横县收

公斤鹿角，但经详细检查发现车内藏干鳄鱼肉、燕

购了这批眼镜蛇后，打算途经岑溪、梧州，再运

窝、干海龙、干海马、干蛇胆、干鹿尾巴、干鹿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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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蛤蚧及新西兰蜜糖，总值约 800 万元，其中鳄鱼

同呼吁修改现有条例，加强执法，彻底杜绝对野生

和海马为濒危物种，52 岁的男司机被拘捕。阅读

动物的滥捕滥杀及野蛮吃用行为。与会者共同认为，

原文

要保护野生动物、维护我们国家的生物多样性和稳
定性，一定要尽快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及其实施细
则，撤销林业部门开发利用野生动物行政许可职能，
让林业部门真正转化为我国生物多样性和野生动物

森林公安专项行动查办野生动物案件 3000 余起

保护的机构。目前，已经有 50 多位学者和社会各
2013-01-10——2012 年 11 月开展打击破坏野生动

界人士在“关于严格执法严厉打击滥捕滥杀野生动

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以来，全国森林公安

物、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的紧急呼吁书”上签名。

机关共清理整治各类市场 8.6 万多个，查办野生动

此份呼吁书将会正式寄交国务院和人大常委会有关

物案件 3342 起，收缴野生动物 30 万只，发动群众

立法和条例制定相关部门。阅读原文

举报违法犯罪线索 3513 条，根据群众举报查处案
件 838 起。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对此行动做出重
要指示：“开展此项专项整治十分必要，望进一步

罗湖海关一年查获 445 公斤走私沉香木

形成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长效机制。”阅读原文

2013-01-11，深圳——广东深圳罗湖海关 2012 年在
罗湖口岸查获沉香木入境走私案件 110 宗，查获的
沉香木共重 445 千克。沉香木及其制品是《濒危野

野生动物保护紧急呼吁书发布会在京召开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I 中物种，属国家
二级保护濒危珍稀植物，为限制进境和禁止出境类
物品。进出口时须按规定提交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
管理办公室核发的《濒危物种允许进出口证明书》。
另外，罗湖海关去年还查获 40 多宗濒危动物制品
走私案，涉及穿山甲鳞片、象牙制品、蟒蛇皮等。
阅读原文
2013-01-10，北京——2013 年 1 月 8 日，中国环境
伦理学研究会、西北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
物流卸货工“摔出”象牙走私案

自然之友及护生学社联合在京举办“严格执法，严
厉打击滥捕滥杀野生动物，完善野生动物保护立法

2013-01-11，厦门——2011 年 6 月 11 日下午 3 点

紧急呼吁书发布会”。多位法学、伦理学专家及环

左右，同安工业集中区某物流公司内，工人乔某和

境保护、动物保护领域的专业人士参加了会议，共

同事一起卸货时，一个装有货物的木箱子不慎摔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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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木箱破了一个缺口，露出了很像是象牙的东

2013-01-16，从化——15 日凌晨 2 时许，广州从化

西。该公司负责人马上向海关报告，随后，警方介

警方突击检查该市太平镇某三鸟市场等地，抓获涉

入调查。经司法鉴定，该批象牙重量总计 197.8 公

嫌贩卖野生动物的犯罪嫌疑人 17 名，当场查获活

斤，总价值 1988.75 万元。2012 年 11 月 29 日，托

体穿山甲野生动物 58 只，死体穿山甲野生动物 60

运人阿呆、阿瓜向警方自首。近日，两名涉案的犯

只，熊掌 10 只，以及穿山甲鳞片 132 斤、碎体穿

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批捕。阅读原文

山甲若干，涉案车辆 4 辆。据了解，这是近年来广
州警方破获的最大一起非法贩卖野生动物案。阅读
原文

无证出售象牙制品古玩铺老板被诉
2013-01-12，北京——2012 年 7 月 26 日，北京市

江苏动物保护立新规

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根据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刑
侦处举报，在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程田古玩城某一

2013-01-17，江苏——《江苏省野生动物保护条例》

家名为“藏香阁”的商铺内查出的项链、手镯、挂件

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条例》规定，对分

等 16 件象牙制品，共重 1.11 千克，价值约 4 万余

布在江苏省境内的麋鹿、丹顶鹤、江豚、中华虎凤

元。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从 2011 年 11 月开始，

蝶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在野

在北京市朝阳区程田古玩城经营此商铺，没有办理

生蛙类、蛇类和珍稀蝶类等集中分布区域应当设立

过象牙制品销售许可证。市场管理员多次宣传不让

警示标牌。今后不但打野味、卖野味的人要受到法

出售象牙制品的情况下，仍然将这些制品摆放在店

律制裁，吃野味的人也将面临最高 1 万元的处罚。

内出售。西城检察院近日以涉嫌非法出售珍贵、濒

如果明知道是非法加工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产

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对店主刘某提起公诉。阅读原文

品，还食用它，将处以 1000 元以上、1 万元以下
的罚款。阅读原文

广州警方查获 118 只野生穿山甲
《国家林业局 2013 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林办发
〔2013〕1 号）
2013-01-21 ， 北 京 —— 日前 ， 国 家 林 业 局 印 发 了
《国家林业局 2013 年工作要点》指出，2013 年计
划成立履行濒危物种公约国家委员会，组织开展履
约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濒危野生动植物走私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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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并做好出席濒危物种公约第 16 届缔约方大会

猁、白冠长尾雉等在内的 9 类 18 只动物标本，其

的准备工作。阅读原文

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只，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7 只。收藏会馆的刘经理告知暗访的记者，说
鵟的售价为 10 000 元，非洲狮已经卖了。老虎、
犀牛角想要都有，成年虎带头 50 万元，并邀请记

重庆海关截获濒危动物制品斑马皮 3 张

者去该公司参观购买。最后，执法人员依据《野
2013-01-22，重庆——21 日下午，重庆江北机场海

生动物保护法》和《刑法》规定，将这些标本全

关在执行入境航班监管时，发现某旅客行李机检

都查扣，并将会馆的董事长梢雨洋带回市野生动

图像异常。经开箱检查，内有 3 张大型动物皮毛，

物管理站接受进一步询问。阅读原文

当事人承认为斑马皮，且没有办理濒危野生动植
物入境证明书。据了解，斑马为《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Ⅰ保护动物，是我国严

深圳湾口岸首次截获国家二级濒危植物沉香木

格管制的进境物品，严禁由个人私自携带出入境。
目前，海关已依法暂扣涉案物品，做进一步调查
处理。阅读原文

西安奢侈品展查获稀有动物制品 18 件

2013-01-23，深圳——1 月 19 日晚，深圳湾检验检
疫局旅检工作人员从一名旅客携带行李中查获沉香
木约 3.3 千克，价值约 10 万元人民币。阅读原文

2013-01-23，西安——2013 年 1 月 20 日，西安一

国家林业局公告（2013 年第 5 号）

位爱护野生动物的网友在参观一酒店内举办的奢
侈品博览会上，发现有国家保护动物标本出售，

2013-01-24，北京——按照《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

便将信息发到网上。昨日下午，西安市林业局林

步加强象牙及其制品规范管理的通知》（林护发

政资源处、市野生动物管理站根据网友举报，在

〔2008〕258 号）要求，根据对象牙加工经营活动

粉巷西安德御行收藏会馆内，查获包括金雕、猞

的监督检查情况，公布了最新允许从事象牙加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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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单位及其加工场所名单及允许从事象牙制品销

行李中查获非法携带的疑似穿山甲鳞片 3 包，共计

售活动的场所及所属单位名单，有效期至 2014 年

6 180 克。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12 月 31 日。阅读原文

（CITES）的规定，穿山甲属于 CITES 附录 II 物种，
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这两名入境旅客无法出
示相关许可证明，海关依法暂扣了这批疑似穿山甲
鳞片，做进一步调查。阅读原文

无证运输犀鸟 5 只 被判 5 年
2013-01-24，扶绥——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
县人民法院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

广西崇左边防查获 25 条走私蟒蛇

被告人文海强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
元。2012 年 4 月 27 日凌晨，被告人文海强在没有
办理野生动物合法运输手续的情况下，雇请他人从
崇左市宁明县爱店口岸往南宁市运输花冠皱盔犀鸟
5 只，在途经广西南友高速公路扶绥服务区时，被
扶绥县公安局执勤民警当场查获。经广西区野生动
植物管理专家委员会鉴定，5 只花冠皱盔犀鸟为国
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阅读原文

2013-01-25，崇左——1 月 22 日晚，广西边防总队
崇左公安边防支队官兵在南友高速公路扶绥服务区

杭州海关查获疑似穿山甲鳞片

缉查行动时，在一辆由崇左开往南宁方向的白色面
包后箱发现 10 多个白色硬纸箱，装有 25 条巨蟒，
最大的 31.35 千克，最小的 15.4 千克，总重达 420
千克，是近年来在崇左边境发现巨蟒数量最多的一
次。鉴于案情重大，执勤官兵当即对查获的面包车、
蟒蛇和涉案的两名嫌疑人予以扣押，并于 1 月 23
日依法将该案移交崇左市森林公安部门处理。阅读
原文

三人从广西偷运穿山甲去广东 中途被抓获刑罚

2013-01-25，杭州—— 1 月 22 日晚，杭州海关隶属
萧山机场海关关员从 2 名自埃塞俄比亚入境的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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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25，钦州——2012 年 4 月 24 日晚，被告

2013-01-25，厦门——日前，厦门海关隶属的高崎

人李鹏辉的叔叔李远怀给了李波 2800 元路费，指

机场海关在无申报通道对一名内地旅客王某行李进

使李鹏辉、邹志慧、李波驾驶被告人李鹏辉名下的

行过机检查时，发现 413 粒蟒蛇胆。据专家鉴定，

中华牌小轿车从广西东兴市非法运输 45 只活体穿

这些蟒蛇胆的价值高达 317.7 万元人民币。阅读原

山甲去广东。途经兰海高速公路钦州路段石滩服务

文

区时被公安民警抓获，公安民警当场查获了放置在
中华牌小轿车副驾驶室脚垫下的 4 只穿山甲活体。
4 月 26 日中午，公安机关又在小轿车后排座位底

中国籍员工从非洲返乡过年携带象牙被查获

部暗箱内查获另 41 只已死亡的穿山甲。2013 年 1
月 24 日，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

2013-01-28，香港——1 月 24 日晚，深圳蛇口海关

审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依法判处被告

关员在一个来自香港机场船班的行李箱中，通过 X

人李鹏辉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

光机查获包括手镯、手链、项链等共 19 件象牙制

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邹志慧有期徒刑十一

品，总重 1487 克。1 月 26 日蛇口海关在香港机场

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

船班上再次查获 3 名中国籍旅客携带象牙制品入境。

万元；被告人李波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

海关关员在其中一名旅客的行李箱中查获了筷子、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阅读原文

项链、印模等多件象牙制品，总重 1458 克；在另
外两名旅客的行李箱中也分别查获了象牙制品 569
克、307 克。在短短 3 天时间里，该关已累计查获
4 宗违规携带象牙制品入境案件，涉案象牙总重达

厦门海关查获价值 317 万的 413 粒蟒蛇胆

3821 克。阅读原文

临沧缴获石斛 70 千克
2013-01-28，临沧——1 月 22 日，云南临沧公安边
防支队查获执勤人员在对一辆从境外驶来的货车
进行检查时，从货车车厢内查获野生石斛 70 千克。
该站执勤官兵依法将石斛查扣，移交予当地森林
公安部门依法处理。野生石斛则是国家重点二级
保护的珍稀濒危植物，禁止采集和销售。阅读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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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入境证明书。据了解，斑马是《濒危野生动植

“国门之盾”查获案值增加近八成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 物种，是我国严

2013-01-29——2012 年，围绕“稳中求进”总基调，

格管制的进境物品，严禁个人私自携带出入境。阅

针对反走私严峻形势，海关总署集全国海关之力，

读原文

联合各地方、各部门，开展了为期 1 年的打击走私
“国门之盾”行动。行动中，查获濒危动植物及其
制品走私刑事案件 142 起、行政案件 622 起，查获

亿元象牙走私案告破

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 236 吨，主要包括象牙、羚羊
角、巨蜥、穿山甲、虎豹皮等濒危野生动物和檀香

2013-01-30，合肥——2010 年底，安徽马鞍山市花

紫檀、红豆杉、土沉香等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濒

山区人龚盛发现雅虎日本拍卖网上，可以购买到象

危野生动植物种国家贸易公约》秘书处向中国海关

牙及其制品。于是，龚盛便在网上联系到吉林的金

授予了“CITES 秘书长表彰证书”，以表彰中国海

光铉、许贵玉两人从日本通过“国际邮政快递”邮寄

关“国门之盾”行动在打击濒危物种走私方面取得

到龚盛指定的收件地址。为了逃避海关监管，包裹

的突出成绩。阅读原文

单上物品名称为“旧下水管道接头”，包裹收件人也
是他人的姓名。经统计，在 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4 月期间，龚盛与妻子陶利平共从日本走私入境

深圳皇岗海关查获一起违规携带濒危动物皮毛入境

象牙 3257 千克，案值高达 1.35 亿元。象牙走私到

案

国内后在互联网各大收藏网站出售象牙。而吴瑞文、
杨钢、张田峰等三人，明知龚盛的象牙系从国外走
私而来，仍从龚盛手上购买象牙，加利后再进行销
售。目前，该案 8 名犯罪嫌疑人已经合肥市检察院
审查并提起公诉。阅读原文

2013-01-30，深圳——1 月 29 日下午，皇岗海关在
执行入境小车道监管时，发现一辆入境两地牌小车
车辆尾部一个白色的不透明大塑料袋存在异常。打
开塑料袋，里面有 1 张长约 3-4 米，宽达 1 人高的
大型动物皮毛。经询问当事人及现场初步鉴定，这
张动物皮毛为斑马皮。当事人没有办理濒危野生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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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3 年 1 月）
2013-01-08 ，印尼——印尼雅加达和泰国曼谷的国

媒体称南部非洲非法猎杀犀牛现象愈演愈烈

际机场最近分别破获了走私濒危动物产品案件，包

2013-01-06，非洲——据统计，津巴布韦现存有约

括犀鸟喙和犀牛角。印尼森林部官员 7 日称，雅加

700 头犀牛。近年来，每年约有 20 头犀牛被捕杀；

达国际机场人员上周在 4 名中国籍男子的行李箱里

而在拥有 2000 头犀牛的纳米比亚，一度被控制住

搜出 248 只犀鸟鸟喙和 189 张穿山甲鳞皮。根据他

的犀牛盗猎现象，也出现了死灰复燃的迹象。不过，

们的口供，这 4 人是一个国际走私团伙的成员，在

有关国家正在加大对盗猎犀牛行为的打击力度。以

印尼婆罗洲向当地的盗猎户收购这些东西，准备作

南非为例，该国将严格控制持狩猎许可证的发放，

为中药材出售。报道还说，一个企图携带濒危动物

并加大了对盗猎者的惩治力度。南非去年逮捕了数

产品闯关的 56 岁越南人也在泰国曼谷国际机场被

百名盗猎分子，其中有人被判刑 29 年。南非与邻

逮捕。海关人员从他的行李箱里搜出六支犀牛角，

国莫桑比克合作打击跨境盗猎活动，并与犀牛角的

估计市价达 60 万美元。泰国海关官员说，这名越

主要消费国越南签署合作备忘录，打击非法盗猎行

南人被逮捕时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入境，正准备转

为。阅读原文

机到河内，而这批犀牛角来自于莫桑比克。阅读原
文

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区配备无人机保护白犀牛
南非犀牛遭杀戮
2013-01-07，肯尼亚——肯尼亚的一个野生动物保
护区近日针对频发的偷猎现象专门配备了一种技术
先进的无人侦察机，以保护区内的非洲白犀牛等珍
稀动物。该保护区的犀牛都安装了无线电发射器以
配合无人机的跟踪，一旦有偷猎者靠近犀牛，无人
机会马上发出警告，并通过机载 GPS 系统将实时图
像和位置等信息传回基地，基地就能迅速安排救援
队赶赴现场。阅读原文

四华裔男子印尼机场因走私濒危动物产品被捕
9

2013-01-09，南非——在南非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

资源。”赞比亚旅游部长马塞博说，尽管狩猎野生

区克鲁格国家公园里，一群年轻的泰国妓女被老挝

动物吸引大量游客，为赞比亚带来丰厚收入，但

犯罪集团雇用，利用南非关于猎取大型动物的规则

国家需要在经济利益和野生动物保护之间权衡利

漏洞，尽可能多地获取犀牛角。在南非，猎杀犀牛

弊。阅读原文

属于合法行为，但狩猎者只能将一对犀牛角作为战
利品带出南非，而且一年之内只能猎杀一头白犀牛。
泰国和老挝的一些犯罪集团为了最大限度地猎杀犀

两中国人在马拉维机场被逮捕

牛，招募身在南非的泰国妓女“凑数”——狩猎队的
人数越多，可以合法带出南非的犀牛角就越多。世
界自然基金会的阿恩·斯基阿兹博士在评论时说，
犀牛角只有长在犀牛头上时才有用，其成分和人类
的指甲差不多。阅读原文

肯尼亚总理呼吁加强国际合作打击偷猎大象行为

2013-01-13，马拉维——马拉维官方日前证实，两
名中国公民 42 岁的王树新（音）和 46 岁的谭兵

2013-01-10，肯尼亚——肯尼亚总理奥廷加发表谈

（音）本周被查出携带象牙并企图搭乘埃塞尔比亚

话，呼吁国际社会为打击偷猎大象的活动提供帮助。

航空公司航班经亚的斯亚贝巴至中国，而被马拉维

他说，野生动物走私活动不仅对环境构成威胁，也

首都利隆圭 Kamuzu 国际机场警方逮捕。他们同时

破坏了法制。奥廷加说，为了打击这一犯罪行为，

因携带 31 096 美元及 133 100 马拉维货币，而将受

需要加强各国警方的行动以及国际警察的合作。奥

到利隆圭地方法院审判。警方披露，上周 34 岁的

廷加还说，偷猎行为也严重损害了给肯尼亚带来巨

中国公民华晨（音）曾因携带 1.34 公斤象牙在同

大外汇收入的旅游业。去年在肯尼亚一共有 360 头

一机场被查获。阅读原文

大象遭到非法猎杀，上周末又有偷猎者为了获取象
牙而屠杀了一个大象家庭。阅读原文

800 余公斤穿山甲片欲发往香港
赞比亚禁猎野生狮豹
2013-01-11，赞比亚——赞比亚 10 日下令禁止猎
杀狮子和猎豹，以恢复这些动物的种群数量。“我
们没有足够的猫科动物用于狩猎，必须保护国家
10

世界自然基金会呼吁泰国政府全面禁止象牙交易
2013-01-18——针对日益猖獗的象牙走私和盗猎大
象行为，世界自然基金会日前向泰国总理英拉提出
全球性呼吁，要求泰国政府禁止泰国境内的所有象
牙交易，以遏制对非洲象的非法盗猎。虽然在全球
范围内，象牙进出口和走私是被严格禁止的，然而
在泰国境内销售本地圈养亚洲象牙及其制品却是合
2013-01-17，比利时——由喀麦隆一家私人公司发

法的。而这一法律漏洞也因此被犯罪销售网络和盗

往香港的快递在布鲁塞尔被查出藏有 123 公斤风干

猎分子利用，在对本地野生大象进行疯狂猎杀的同

的穿山甲鳞片。包裹被申报为价值 40 美元的“C 级

时，也继续助长非洲象牙的走私与销售。2012 年

甲片”，并附有植物检疫证明。之前的记录显示，

12 月公布的最新交易数据显示，国际象牙贸易额

已有 6 箱类似货物（内含 700 公斤鳞片）被运往香

度再创历史新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未受管制象牙

港。

市场，泰国市场正是这种盗猎现象和非法交易的最
大推动者。阅读原文

肯尼亚警方查获两吨走私象牙
肯尼亚 11 头大象遭毒手
2013-01-21，肯尼亚——近日，肯尼亚察沃国家公
园内的 11 头大象被偷猎者残忍地猎杀。这是近三
十年来，在该国境内发生的、单次猎杀大象数量最
多的恶性偷猎事件。肯尼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发言
人保罗・姆布瓜对偷猎加剧的原因做了简要分析。
“偷猎者猎杀大象的动机很明确，如今象牙在黑市
上的价格节节攀升，吸引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

2013-1-18，肯尼亚——肯尼亚警方日前查获了两吨

去非法捕猎和交易象牙。”最新数据显示，仅 2012

象牙，价值 70 万英镑（约合 700 万元）。肯尼亚

年，肯尼亚就有 360 头大象遭到非法猎杀。有专家

税务局称，海关人员从一个标明载有“观赏石”的集

警告称，如果这一趋势不能得到有效逆转，非洲的

装箱中查获了 638 根象牙。“这是蒙巴萨岛有史以

大象将在 20 年内消失殆尽。阅读原文

来没收的最大一批象牙，”负责蒙巴萨岛刑侦调查
的官员塞罗尼（Kiberenge Seroney）说。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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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首席代表兼秘书长 Ravi Singh，美国负责国家经

尼泊尔警方查获虎制品并拘捕 7 嫌犯

济、能源与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 Robert D Hormats
共同探讨了非法野生物贸易相关问题，并强调在打
击非法野生物贸易方面对高层次政治意愿、有效公
众平台及密切国际合作的需求。阅读原文

马来西亚十头大象疑被毒死 幼象不舍守候
2013-01-23，尼泊尔——尼泊尔官方在近期开展的
反走私专项行动中成功查获 7 张虎皮，数百根虎骨
并逮捕 7 名犯罪嫌疑人。1 月 11 日，Manaslu 自然
保护区警方查获 2 张虎皮，53 千克虎骨并逮捕 4
名企图将物品走私到中国西藏的罪犯。次日，警方
在中国边境附近对车辆排查时，又成功查获藏在米
袋中的 5 张虎皮和 114 千克虎骨。经过侦查，警方
怀疑这两起走私案件属于同一虎制品走私集团。7

2013-01-30，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婆罗洲的一个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因非法交易虎制品被控告。

野生自然保护区最近一共发现了十具珍稀侏儒象

此次专项行动由位于加德满都的国际刑警组织国家

(Pygmy Elephant)的尸体，当局怀疑它们都是中毒身

中心局与南亚野生物执法网络组织开展，旨在加强

亡。一头幼象守在母象的身旁一直不愿离去，不断

此地区以打击大型猫科动物盗猎及非法贸易为核心

用鼻子触碰其身体。据报道，在过去三个星期，人

的环境执法能力。阅读原文

们在相隔不远的范围内发现这些大象的尸体，而且
都有体内出血的症状。野生自然保护专家说，这些
死亡的大象似乎来自同一个“家庭”，年龄大约在 4

印度与美国联手打击非法野生物贸易

岁至 20 岁之间。由于大象的象牙完好无缺，尸体
上也没有子弹伤痕，因此专家估计它们并非被非法

2013-01-29，印度——印度与美国决定联手打击非

偷猎者所害。因为大象的消化系统损坏严重，所以

法野生物贸易。2013 年 1 月 29 日，美国与印度政

专家估计大象被毒害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有关的试

府代表、非政府组织代表、野生物法律工作者及执

检测验正在进行以确定大象的死因。阅读原文

法部门共同出席美国与 WWF/TRAFFIC 印度组织开
展的圆桌会议，探讨在打击野生物非法贸易问题上
所面临的挑战及成就。主席团小组成员与 WWF 印

四名中国人在肯尼亚被控走私象牙
12

2013-01-31，新加坡——新加坡关税局和农粮兽医
局破获 1099 根价值约 250 万元的象牙原牙，为本
地自 2002 年来所破获的最大一批象牙走私案。新
加坡农粮兽医局检验检疫署执行经理梁为国在该局
与关税局联合发出的文告中透露，他们是在接获情
报之后，1 月 23 日采取行动，截查了这批被谎报
为“废纸”的货品。货品分装在 65 个麻布袋里，
2013-1-30，肯尼亚——四名中国人上周日在肯尼亚

稽查员打开麻布袋，发现里面是象牙。一名新加坡

被捕，他们被发现携带 40 双象牙筷子、6 条项链、

当地的船运商因协助运载濒危物种而被罚款 5000

手镯和笔架，以及大约 9.6 公斤的象牙，仅两条象

新元。而进行非法象牙贸易者，一旦罪名成立，每

牙就价值一万八千欧元。嫌犯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

件象牙可罚款 5 万新元，最多不超过 50 万新元，

途经内罗毕机场转机，前往中国广州。1 月 29 日，

外加坐牢两年。以新加坡作为贸易转口地的非法贸

四名中国人在法庭上要求法官赦免，他们解释说，

易者，也将面对同样刑罚。阅读原文

并不知道在肯尼亚携带象牙是非法的。肯尼亚是从
1989 年开始明令禁止象牙买卖的。这四名中国人
承认走私了总值达数千美元的象牙，他们被法庭判

尼泊尔切断虎走私链

决每人交纳三万先令，约合 250 欧元的罚金。阅读
原文

2013-01，尼泊尔——尼泊尔警方逮捕了 7 名涉嫌
虎走私的犯罪分子并收缴了数张虎皮、数百件虎皮
残片、象牙小块及其他野生物制品。尼泊尔中央情
报局在系列行动中共收缴虎皮 7 张、虎骨 53 公斤、

新加坡破获 02 年来最大象牙走私案 总计 1.8 公吨

虎头骨 7 个、虎牙 136 只、1185 千克藏羚羊绒、
象牙若干、犀牛角 1 只，假虎皮及女人头颅 4 个。
2012 年 12 月国际刑警组织曾对尼泊官方进行打击
野生物犯罪的培训。信息来源：SAWEN（南亚野生
物执法网络）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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