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4 月）
男子网购猕猴当宠物 ，涉非法收购野生动物被公

福州一茶叶店主贩卖象牙制品获刑

诉

2015-04-01，福建，福州——2013 年，李甲和李乙

2015-04-02，河南，许昌——2014 年 2 月底，许昌

在福州一家高档酒店开设茶叶店。从 2013 年 7 月

的于某和网络卖家联系后，在新野县一偏僻村庄以

20 日起，李乙先后两次将 24 件疑似象牙制品从仙

1.1 万元交易了一只猕猴。因不了解猕猴的习性与

游运到茶叶店内销售，李甲也将 1 件疑似象牙观音

饮食习惯，十几天后，猕猴死亡。于某也被举报，

制品拿到店内销售。当年 8 月 20 日，警方在其店

警方很快将于某抓获近日，该男子因涉嫌非法收购

内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25 件，在李甲汽车上查获疑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公诉，3 月 31 日，许昌市

似象牙制品 2 件。经鉴定：25 件物品中有 11 件是

魏都区人民法院正式受理该案。阅读原文

象牙制品，总计 7.215 千克；在车上查获的 2 件物
品中，一件是象牙制品，重量为 0.051 千克，另一
件是盔犀鸟头骨制品。日前，福州市中院终审以非

张家口一文玩店非法收购出售象牙制品

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分别判
处店主李甲、李乙和该茶叶店店员林某某有期徒刑
11 年、9 年和 5 年，并各处罚金。阅读原文

宁夏近 5 年解救野生动物近万只 大多为野生鸟类
2015-04-03，宁夏——每年，有 300 万只候鸟途经
宁夏境内时做短暂休息，宁夏森林公安局侦查发现，
每年候鸟途经时，银川、灵武、中卫、贺兰、平罗
等市县的黄河滩涂、湖泊湿地是非法猎捕野生鸟类
的集中地。针对这种情况，该地加大对野生动物的
保护和对此类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最多的一年解

2015-04-08，河北，张家口——2013 年 12 月初，市

救了 4000 多只野生动物。去年，宁夏森林公安机

森林公安局桥东分局接到报案，查获桥东区一家文

关和林政执法部门侦破查处各类案件 558 起，收缴、

玩店出售的非法象牙挂牌、象牙工艺品、象牙串珠

救助野生动物 170 只。阅读原文

等 20 余件，店主刘同(化名)对在店内偷偷出售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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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制品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鉴定，涉案象牙

2015-04-10，山东，青岛——近日，青岛海关驻邮

制品均为国家 I 级重点保护动物现代象制品，总计

局办事处连续在 7 个寄自日本的邮包内查获象牙原

价值 27625 元。法院根据相关法律，判处其有期徒

牙 16 根、整根雕刻象牙 2 根，案值 386 万。这是

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5000 元，在案的象

青岛海关邮递监管现场查获的最大一起象牙及其制

牙制品 23 件，依法全部予以没收。阅读原文

品入境案件。目前该案已由海关缉私部门侦查完毕，
进入诉讼环节。阅读原文

云南西双版纳边防支队查获一起特大走私国家一级
野生保护动物案件

沈阳海关采取有效措施连续查获走私象牙制品

2015-04-08，云南，西双版纳——4 月 5 日凌晨 1 时
许，西双版纳边防支队大开河边境检查站关坪查缉
点，执勤官兵进行例行检查时，在一辆由景洪开往
昆明方向的红色大货车上查获活体国家一类野生保
护动物鹰嘴龟 217 只。经初步讯问，驾驶员康某交
待，这批野生动物是一个姓李的男子用微型车运到
货运部的，当时只说是精密仪器，没想到里面装的
是违禁物品。如果货物能够顺利运到昆明，将给他
2000 元的运输费。目前，此案已移交当地森林公安

2015-04-10，辽宁，沈阳——近日，沈阳海关在邮

处理。阅读原文

寄渠道连续查获走私象牙制品案件 6 起，象牙制品
总量约 5.53 千克。阅读原文

青岛海关邮办查获 18 根象牙
买卖珍稀野生动物获利 嫌疑人被批捕
2015-04-10，四川，成都——今年 1 月 12 日，成都
市公安局森林公安支队接到群众举报称，郫县犀浦
镇某酒店附近有人买卖小熊猫。当日 19 时许，森
林公安支队侦查人员在该酒店将正准备出售小熊猫
的犯罪嫌疑人廖某（已批捕）和王某（另案处理）
挡获，在现场查获活体小熊猫 2 只。根据廖某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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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森林公安支队在新都区斑竹园镇廖某租用的一

奥德赛商务车上共装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

间民房内查获金丝猴 5 只、熊掌 15 个、小熊仔（死

甲活体 26 只。目前，海关已成立专案组开展案件

体）2 只等野生动物。廖某供述其租用房内金丝猴

侦办工作。涉案穿山甲已依法移交当地林业部门处

是从阿坝州汶川县一个叫老杨的人那里购买的。3

理。阅读原文

月 13 日，森林公安支队侦查人员在汶川县挡获犯
罪嫌疑人杨某。杨某对期罪行供认不讳 。 4 月 3 日，
成都市检察院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罪批准逮捕了犯罪嫌疑人杨某。目前，检
三男子猎杀黑熊被判刑

察机关正与公安机关就已批捕之外的其他非法猎捕
金丝猴、小熊猫、黑熊犯罪嫌疑人展开深入调查。

2015-04-15，重庆，万州——2013 年 7 月，家住巫

阅读原文

山县平河乡的姚某伙同朋友李某、陈某电捕到一头
黑熊。三人合力将黑熊运出山贩卖，运输过程中被
发现并被抓获。日前，万州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南宁海关查获涉嫌走私野生动物穿山甲活体 26 只

姚某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两万元；李某犯非法猎
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九
个月，并处罚金两万元； 陈某犯非法猎捕、杀害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
罚金两万元。 阅读原文

古玩店店主非法出售犀牛角制品被判刑
2014-04-10，广西，南宁——4 月 7 日 12 时许，南

2015-04-14，广西，柳州——王某自 2012 年 5 月起

宁海关隶属东兴海关缉私分局接到群众举报称，当

便开始通过互联网发布出售犀牛角制品的信息，并

日下午将有人从越南走私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穿

在其经营的古玩店铺，非法出售犀牛角制品而从中

山甲入境。16 时许，经过长达 4 个小时的蹲守，预

获利。2014 年 2 月 28 日，经举报，王某在其古玩

先埋伏在防城区华石镇高速路口附近一条土路的海

店内被公安机关抓获，公安人员当场查获疑似犀牛

关缉私警察发现，附近驶来一辆本田奥德赛商务车

角粉 370 克、疑似犀牛角片 218 克、疑似犀牛角丝

与情报指向相符，于是将目标车辆截停，司机企图

15 克。经鉴定，查获的疑似犀牛角制品粉、片状均

弃货弃车逃跑，被当场抓获。经清点，该蓝色本田

为犀牛所有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违反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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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保护法规，明知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短尾猴 1 只。 经查：2014 年 10 月份至案发之日，

野生动物制品而仍予以出售，构成非法出售珍贵、

犯罪嫌疑人吴旭丰和越南人“阿成”开始联系收购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鉴于王某确有悔罪表现，承

猴子，“阿成”通过保货人将猴类动物偷运走私到

办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广西边境，然后吴旭丰先后八次将猴类动物从广西

动物制品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

中越边境上转运回长沙伺机销售，通过微信、QQ

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阅读原文

联系买家，将食蟹猴、长臂猿等各类猴类动物先后
销售至长沙、广州、开封、湘潭。犯罪嫌疑人吴旭
丰先后八次从中越边境收购运输猴类动物共计 315
只，其中长臂猿 4 只、黑叶猴 2 只、豚尾猴 1 只、

长沙破获特大跨国运输贩卖野生动物案 10 人落网

短尾猴 1 只、食蟹猴 307 只，涉案金额 60 多万元。
犯罪嫌疑人王泓尹、周志勇从犯罪嫌疑人吴旭丰、
广州“小黄”处购得猴类动物 45 只，销售给下线
滕海阳等 22 人。长沙市森林公安局经过一个多月
的侦查，犯罪嫌疑吴旭丰等人非法收购、运输、出
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事实成立。经初步查
实，该案件涉及作案人员达百余人，现已逮捕 6 人，
取保候审 4 人。案件仍在进一步深挖中。阅读原文

厨师杀野生动物还发上网炫耀 已被刑事拘留
2015-04-15，湖南，长沙——2014 年 11 月，长沙市

2015-04-15，广西，梧州——根据举报，梧州市森

森林公安局在侦办樊爱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

林公安局于 4 月 10 日晚上 11 时，在贺州市火车站

贵、濒危野生动物（猴面鹰）一案中，利用信息化

将梧州市云龙酒楼工作的厨师龙某抓获。经调查，

手段，发现其买方长沙市南湖宠物市场“娟娟鸟语

犯罪嫌疑人龙某承认，在 4 月 7 日下午 5 时至 6 时

林”宠物店店主吴旭丰有非法经营销售珍贵、濒危

之间，他在该酒楼厨房将一只穿山甲宰杀并拍照，

野生动物重大嫌疑，决定将其案件进行深度挖掘。

当天回到宿舍后在社交工具“陌陌”上进行了发布。

今年 1 月 8 日晚，长沙市森林警方在“娟娟鸟语林”

4 月 11 日，专案组民警将龙某带到犯罪现场云龙酒

店内将刚跨境收购食蟹猴抵达长沙的吴旭丰等人和

楼进行辨认，并依法搜查了该酒楼，从中深挖出更

到店等候收购食蟹猴的周志勇、王泓尹等人当场抓

多线索。目前，犯罪嫌疑人龙某已被刑事拘留，案

获，现场缴获作案车辆 2 台，查获食蟹猴 113 只，

件正在进一步侦查办理当中。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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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查获最大宗象牙走私案
2015-04-16，广东，深圳——4 月 13 日 21 时左右，
一怀抱着婴儿的年轻女性，背着一个小花背包经皇
岗口岸旅检大厅入境。关员将其拦下准备例行检查，
该旅客称背包里都是些婴儿用品，自己有急事需要
赶快过关。经关员劝解，该旅客将背包交给关员。
经行李 X 光机查验，扫描图像显示器上赫然出现大

2015-04-16，广东，广州——广州海关昨日发布消

量规则排列的环状物品以及两段牙状物品。关员对

息，该关下属白云机场海关近日在同一航班连续查

该背包进行人工检查，从中查获象牙段 2 段，共 4

获 3 名旅客涉嫌走私象牙制品入境，共缴获象牙及

千克，象牙手镯 22 个共 2 千克。经查阅当事旅客

其制品 3.68 公斤。当日，海关关员通过 X 光机，在

资料，关员发现，这名香港旅客属于短期多次往返

两名旅客的行李箱中查获象牙及其制品 1.84 公斤、

旅客，有多次违规携带物品被海关查处的记录。据

0.54 公斤，另外还查获两袋穿山甲鳞片。此外，关

她交代，这些象牙是从香港“拿货”，供货人许诺

员检查同一航班另一名旅客行李箱时发现 1.3 公斤

事成后给予带工费。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

象牙。阅读原文

门做进一步侦办。阅读原文

河北破获两起非法网购饲养黄金蟒等濒危野生动物
呼和浩特海关查获象牙制品

案

2015-04-16，内蒙古，呼和浩特——4 月 15 日，呼

2015-04-17，河北，保定—— 2013 年 9 月至 10 月，

和浩特海关机场办事处邮检现场关员对入境邮件进

涿州市人闫某(男，23 岁)通过网络等途径购买一条

行机检查验时，通过 X 光机图像辨别发现一件来自

黄金蟒、两条黑王蛇和两只蜘蛛并在家中饲养。

比利时的邮件内装物与邮单申报物品存在差异，经

2013 年 9 月，容城县人李某(女，23 岁)通过爬行吧

开拆查验，发现邮件内装有部分巧克力食品及疑似

购买一条缅甸蟒并在家中饲养。2015 年 4 月 8 日、

象牙制品 6 件，重量合计 0.65 千克。阅读原文

10 日，保定市森林公安局依法分别对上述两名涉案
人员的家中实施搜查，成功缴获两条黑王蛇、两只
蜘蛛，以及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黄金蟒一条

广州同机查获 3 宗象牙走私案

和缅甸蟒一条。目前，该案收缴的野生动物已被移

5

送保定市动物园饲养，涉案嫌疑人闫某、李某被取

从西安人崔某、王某、苟某等人那里收购，通过快

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阅读原文

递送过来的。随后，警方在西安将三名嫌疑人抓获，
在崔某住所内查获大量缅甸蟒等野生动物以及电脑
等作案工具，对犯罪嫌疑人电脑数据进行梳理，警
方发现这竟是辐射全国 25 个省、区、市的网络特

陕西警方破获特大网络贩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据嫌疑人交代，交易双方互不认识，只通过 QQ、
微信等方式联系。目前，被警方追回、仍存活的几
百只野生动物被送到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治疗和喂
养。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阅读原文

2015-04-24，陕西，商洛——2014 年 6 月，商洛森
林公安根据举报，在商南县金丝峡景区门口一个宠
物店，查获了十几条蟒蛇、缅甸陆龟，蜥蜴。据宠
物店店主刘某交代，这些野生动物都是通过网络，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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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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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6511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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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4 月）
前政党领袖拥有 16 对象牙。报道称，泰国政府也

美媒：越南成非法野生动物商品入华主渠道

要求未来象牙贸易商必须登记许可证，可以贩售驯
2015-04-06，美国——报道称，成千上万的非法捕

化的象牙，如果非法交易野生象牙将被处 3 年徒刑

猎者，正在让越南的动物资源走向枯竭。越南是世

和 600 万泰铢(约合人民币 115.02 万元)，而泰国海

界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之一。越南的犀牛已经

关上周才在素万那普国际机场，查获一名从非洲转

灭绝。动物保护人士估计，这里的老虎即使没灭绝，

机至越南的旅客行李中的大批象牙和犀牛角。阅读

可能也不多了。一些人们不太熟悉的物种，比如中

原文

华鳖和灵猫，也是捕猎的对象，它们被用来制作传
统药材和食物，或是当做纪念品和宠物。报道称，
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违禁贸易之

肯尼亚愿与中国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合作

一，每年的规模约为 190 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非法
的渔业和木材贸易。尽管东南亚国家和该地区以外

2015-04-22，肯尼亚——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局

的许多国家都卷入了这场贸易，越南扮演着独一无

长威廉·基普罗诺２０日表示，肯尼亚希望在野生

二的重要角色。该国是野生动物商品进入中国的主

动物保护、旅游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与中国结成战

要渠道，这些商品从柬埔寨、泰国和老挝经陆路、

略伙伴关系。基普罗诺２１日将率团前往中国进行

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经水路，从非洲经空运抵

正式访问。在为期９天的行程中，肯野生动物管理

达越南，然后流入中国。阅读原文

局将与中国国家林业局官员举行会晤，讨论环保、
旅游和基建等具有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问题。阅读
原文

泰国实施象牙申报法令以打击象牙非法交易
2015-04-20，泰国——据报道，泰国政府在 2015 年
初实施象牙申报制的法令，以此杜绝象牙非法交易，
所有持有者必須申报数量大小和品种种类，截止日
是 4 月 21 日，而逾期被查获未申报的象牙持有者，
除了没收以外，还要面临最高罚款 300 万泰铢(约合
人民币 57.51 万元)。根据官方统计结果，已经接获
150 公吨的象牙申报的来源包括一般民众和基金会、
企业家和寺庙，有些是现任的政府要员，其中一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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