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 年全国非法野生物贸易回顾 
 

一月 
 
l 元旦节期间，勐腊县森林公安分局在省、州森林公安的指导和直接参与下，打掉了一个

长期在中老边境从事跨国走私珍稀野生动物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7 名，查获
平胸龟(又名大头龟)130 只。 

 
l 1 月 13 日，云南省森林公安局和德宏州森林公安局瑞丽分局在瑞丽市破获一起特大走私

贩卖野生动物案，缴获熊掌 78 只，穿山甲 22 只，甲片 4公斤，滑鼠蛇 3条，果子狸(死
体)3 只，马鹿鞭 2只，旱坝羊脚 4只，羊鞭 1只。 

 
l 今年 1月 13 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覃某急于跟妻儿团聚，入境时选走无申报通道。

海关关员在通道口例行检查时，发现行李箱中有整根象牙雕刻品一根，象牙筷子、手镯
等象牙制品 32 件，于是当场查扣。上海法院自 2001 年以来，受理并审结了几起走私珍
贵动植物制品案件，其中仅有一桩是涉案标的 1 亿多元、以贩卖为目的的走私案件，其
余皆是个人携带象牙入境。  

 

l 本报讯（万敏 黄兴国 记者 张学勇） 为给年饭添上一道野味，两愚昧的村民竟不惜大
肆猎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昨日，崇州市检察院对两名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红腹角雉的犯嫌予以批捕。二人携带砂枪一举猎杀了 5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腹角雉。
之后二人将猎物拿回家中去毛晒干。根据付中明的交待，公安干警随后又在其家中搜出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水鹿一只、省重点保护动物毛冠鹿一只以及野生动物豪猪肉50多公斤。 

 
二月 
 
l 福建农民陈某为牟取私利，竟然贩卖濒危野生动物白鹇两只，虽然系死体，但仍然触犯

了法律。日前，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判决，被告人陈某犯非法收购、出售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三月 

l 南方网讯 记者今天（3月 10 日）从广东省森林公安局了解到，3月 8日至 9日，国家
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在广州市组织开展了清查象牙非法贸易行动，从 7家商铺中收缴象牙
制品 595 公斤。 

 
l 南方网讯  黄埔海关近日公布，该关日前查获一批偷运的象牙制品，缉私警在一艘水泥

工程船中搜出 79 件、重达 8千克的象牙工艺制品。 
 
l 今年 3月中旬，酉阳警方在查处一起经济案件过程中，发现中石油黔江酉阳经营部原经

理冉旭光涉嫌非法收购 5条娃娃鱼。由于当地检察机关认为该案情节轻微，证据不足，
作出对冉不予批捕的决定。 



五月 
 
l 北京官园市场商贩公开叫卖野生鲟鱼等野生动物。其中，中华鲟，每条价格 1500 元；还

有的小贩向顾客兜售黑斑蛇、蜥蜴，每只蜥蜴 20 元，每条蛇 50 元。 俄罗斯鲟，是野生
的，每条价格是 30 元。 

 
l 5 月 10 日下午，临沧地区森林公安局在临沧地区邮政局维护运营部截获 500 多公斤龟板。 
 
l 5 月 11 日上午 9 点左右，德宏州森林公安局在腾冲至瑞丽盈江芒线段设卡查缉非法运输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时，从一辆摩托车上的纸箱里查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蛇皮 35 张。抓
获犯罪嫌疑人两名。随后，森林公安民警又在一名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搜出一张巨蟒皮，
同时还搜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孔雀尾 3 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甲片 5
公斤。 

 
l 5 月 14 日晚 8点 40 左右，澜沧县森林公安分局缉毒大队在堵卡时查获 5只活体穿山甲，

39 只熊掌。39 只熊掌究竟来自多少只熊的个体尚未有鉴定结果。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
法刑事拘留。  

 
l 中广网宁德 5月 26 日消息 （记者彭建军）记者 26 日从宁德海关缉私分局获悉，该局侦

查部门 24 日在霞浦三沙港海面的一艘台轮上查获了一起涉嫌走私象牙制品案件，共抓获
涉案人员 6名，查扣象牙制品 37 包，大小共 600 余件，案值约 130 余万元。 

 
 
六月 

 
l 新华网南昌 6 月 3 日电（邓和平、郭远明）以为捕到一头野牛，不料却是国家级保护动

物水鹿。近日，江西泰和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捕杀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水鹿案件。雷某、
张某、肖某等 3 人因犯非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均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 个月，
缓刑一年，并各处罚金 2000 元。 

 
l 青岛海关今年 6 月 4 日侦破了一起走私珍贵动物的特大案件，不法分子从马来西亚走私

入境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巨蜥 1885 只，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 2291 只。 
 

l 四川汶川县警方破获一起猎杀大熊猫并贩卖大熊猫熊掌的恶性案件。两名猎杀大熊猫的

犯罪嫌疑人和贩卖大熊猫熊掌的贩子已经被刑事拘留，此案牵出的一连串猎杀、贩卖国

家珍稀动物的犯罪嫌疑人都悉数归案，案件中被害者除大熊猫外还有扭角羚等。 

 
 
七月 

l 新华网广州 6月 17 日电 广东省江门市最大宗贩卖国家保护野生动物案于 16 日在该市蓬
江区法院一审判决。黄某(女)，从 1999 年 8 月至案发 3个月内,非法出售珍稀、濒危野
生动物巨蜥 1050 公斤、鹰类猛兽 3676 只、穿山甲 160 公斤及小灵猫 18.8 公斤。取保候
审期间，黄某畏罪潜逃，四年后终被抓获。法院依法判处黄某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罚金。  

 



l 本报宝鸡讯（记者 荣忠）7月 5日，宝鸡市野生动物保护站与宝鸡市渭滨区林业派出所
对川陕路沿线的山村饭店进行了检查，并对一家向食客出售野生动物的饭店当场进行查
处。老板从里面取出斑羚（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竹鼠、狍子、麂子（省级重点保护动物）
等野生动物肉块。老板说斑羚每斤 80 元，竹鼠、狍子、麂子每斤 50 元，并称这些野生
动物都是从附近山民手中买来的。  

 
 
八月 
 
l 本报讯  汕头海关近期在揭阳市一商住楼铺面查获涉嫌走私羚羊角 8104 只，重 2365 千

克，初步估值约 48 万元。其中有部分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高鼻羚羊角。 
 
l 时报讯（记者李朝涛通讯员杨晓梅）海关查走私音响，却有意外收获，不仅查获大量的

走私音响，另有象牙制品 79 件。 
 
l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13 日上午对全国迄今最大的一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案进行公开宣判，一审判决被告协尔动物保健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简称协尔
公司）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300 万元；协尔公司原总经理
贾锐胜犯非法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 14 年，并处罚金 20 万元；
苏洪标等 8名同案被告以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分别被判处 14 年
至 3年有期徒刑和 10 万元至 3万元不等的罚金；1名被告免于刑事处罚，处以罚金 6000
元。 

 
 
九月 

 
l 记者从神龙架林区警方获悉，一涉嫌偷猎贩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熊掌的恶性案件被当

地警方迅速破获，3 名涉嫌偷猎贩卖国家保护动物的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其偷猎贩
卖的 8只熊掌被追回。 
 

 
十月 

 
l 泉州市泉港区 3名男子非法出售一张东北虎皮，泉港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非法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植物制品罪（未遂），分别判处被告人郑某、吴某有期徒刑 7 年，判处柯某
有期徒刑 5年。 
 

 
十一月 

 
l 据新华社电北京检验检疫局 29 日对外发布消息称，北京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连续在首

都机场从归国人员携带的行李中查获禁止入境的干海马、干虾、干鱼、鳄鱼标本等动物
产品共 500 多公斤，价值人民币 100 多万元。 

 
l 新华网乌鲁木齐 12 月 13 日电  为牟取暴利，不法之徒竟然走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

珍贵野生动物高鼻羚羊的羊角 241 公斤。11 月 29 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叶布



肯等 4名被告作出判决，主犯叶布肯被判处无期徒刑。 
 

 

十二月 
 
l 新华社郑州 12 月 1 日电（丁俊良、林嵬）近日，河南省西峡县警方会同甘肃省庆阳市

警方，联手破获一起特大跨省贩运野生保护动物案。共查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 2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号猫头鹰 8只，并抓获非法捕猎、收购、贩卖、运输野生保护动
物犯罪嫌疑人 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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