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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机场海关查获虎皮虎骨犀角和象牙 

 

2015-4-8，昆明，云南——昆明海关所属机场海关

近日从两名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经香港中转入境的中

国籍男性旅客托运行李中，查获印度支那虎虎皮 1

张，虎骨 7.7 千克，非洲白犀牛角 9.7 千克，亚洲

象象牙制品 1.8 千克。这是该关近年来在旅检现场

查获的最大一起濒危动物制品走私案。目前走私嫌

疑人已被逮捕。阅读原文 

 

防城海关查获巨蜥 64只抓获两人 

 

2015-6-1，防城，广西—— 5 月 18 日，防城海关缉私

分局民警经过 10 余天的跟踪和布控，在东兴市浙

江商贸城附近一小巷内，查获涉嫌走私入境巨蜥 64

只（其中活体 62 只），以及正在过驳巨蜥的小轿

车 1 辆及三轮车 1 辆，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

目前，防城分局已对 2 名嫌疑人进行刑事拘留，并成

立专案组立案侦办该案。涉案的 64 只巨蜥已移交当

地林业部门。阅读原文 

 

呼和浩特茶叶店主卖象牙、雪豹皮 被批捕 

2015-6-5, 呼和浩特，内蒙古——4月 27日，呼和浩

特市赛罕区森林公安局在辖区某茶叶文玩店中，发

现该店展柜内有部分野生动物制品出售。搜查后，

当场缴获部分象牙制品等野生动物制品。民警随即

对该店负责人李某某进行盘问，并在其家中查获象

牙、雪豹皮、玳瑁等大量野生动物制品。据李某某

交代，查获的野生动物制品多数为从外地购买所得，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6 月）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5-04/09/content_1552041.htm
http://jisi.gov.cn/News/szsm/gx/201506/20150601110831_13484.html
http://jisi.gov.cn/News/szsm/gx/201506/20150601110831_13484.html


 

2 

 

部分自用、部分出售。当日，李某某因涉嫌非法收

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罪被警方刑事拘留。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

审理中。阅读原文 

 

中蒙边境查获走私雪豹皮 

2015-6-8, 呼和浩特，内蒙古——日前，呼和浩特海

关立案侦办一起走私雪豹皮案件。据悉：蒙古国公

民朝某于 2014年 1月 15日以人身藏匿的方式从位

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中蒙边境珠恩嘎达布其口岸

走私进境，并委托蒙古国公民乌某代为在我国境内

销售。根据线索，海关在呼和浩特市缴获了这两张

雪豹皮。日前，呼和浩特海关缉私部门以走私珍贵

动物制品案对该案立案侦查，目前犯罪嫌疑人朝某

已被网上追逃。阅读原文 

 

 

昆明海关查获近年最大走私象牙案 

 

2015-6-9, 勐腊，云南——日前，在中老边境勐腊海

关与地方驻军某部组成的联合巡查队在边境巡查

中，2名骑摩托车男子“闯入”巡查队视线，正一

前一后向我国境内驶来，走在前面男子见到巡查队

后神情十分慌张，立即回头大声向身后 80余米外

的男子喊话，后方男子当即弃车而逃。走在前方的

男子被当场控制，后方男子因距边境线较近，逃入

老挝境内。巡查人员现场查获象牙原牙 13节，重

46公斤。这是该关近年来在边境一线查获的最大

一起象牙走私案。阅读原文 

 

广西森林公安破获中越跨境非法买卖野生动物制品案 

2015-6-9, 崇左，广西——5月 7日，崇左市森林公

安局接报称，有人从事非法出售野生动物制品。接

到举报后崇左市森林公安局立即组织警力开展侦

查。5月 7日 21时，侦查人员在南宁市环城高速

公路高路收费站将越南籍犯罪嫌疑人杜某某红

(女，41岁，越南河内人)、杜某秀(男，34岁，越

南河内人)两人抓获，从两人的行李箱里查获一小

块犀牛角料。随后，崇左市森林公安局民警对嫌疑

人杜某某红经营的位于凭祥市浦寨边贸区的工艺品

店进行依法搜查，在其出租房二楼储物间搜查出一

批象牙、犀牛角、犀鸟鄂、老虎牙等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制品。据杜某某红供述，她与杜某秀为姐弟

关系。4月份时，二人在越南河内非法购入了上述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后，将其偷运至凭祥市的

店铺内。为掩人耳目，店铺一楼售卖红木制品。平

日里，二人依靠微信与买家联系进行交易。根据犯

罪嫌疑人杜某某红的供述，警方继续深挖线索，于

http://news.sohu.com/20150605/n414523056.shtml
http://jisi.gov.cn/News/szsm/nmg/201506/20150608163128_13515.html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602/13748472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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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南宁市抓获嫌疑人康某(男，29岁，辽宁省

沈阳市人)，在其住所里缴获疑似象牙原牙两根、

象牙制品雕件三根。之后又在凭祥市将另一名犯罪

嫌疑人金某(男，44岁，江西省高安市人)抓获。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东兴海关查获疑似象牙制品一批 

 

2015-06-10，东兴，广西——6月 1日，东兴口岸旅

检现场海关关员在分别对入境的两名南亚籍旅客携

带的行李物品进行检查时，发现两人各携带有疑似

象牙制品一批，合计重量 442 克，现场关员已按照

规定进行处理。阅读原文 

 

石家庄海关查获一起走私象牙案 

 

2015-06-12，石家庄，河北——石家庄海关缉私局

在一件从法国寄往邯郸武安的国际邮件中查获雕刻

精美的象牙制品 6件，总重量 3.79千克。6月 5日，

邮件的寄件人赵某在天津落网。据悉：象牙制品是

赵某在欧洲收购的古玩艺术品。阅读原文 

 

皇岗海关截获活体珊瑚 7公斤 

 

2015-06-12，深圳，广东——6月 9日，福田口岸，

一名中年妇女拉着拉杆箱绕开 X 光机，且步履飞快

地低下头前行，神色可疑。皇岗海关关员将其拦下

进行检查。行李箱打开后是数十袋冰冻包装品。包

http://jisi.gov.cn/News/szsm/yunnan/201506/20150609092603_13516.html
http://jisi.gov.cn/News/szsm/gx/201506/20150610100952_13529.html
http://jisi.gov.cn/News/szsm/gx/201506/20150610100952_13529.html
http://jisi.gov.cn/News/szsm/hb/201506/20150612090844_135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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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袋撕开后，关员发现数十株美丽异常的活体珊瑚。

经清点，共有活体珊瑚约 7 公斤。由于当事人无法

提供相关证明，现该批珊瑚已被海关截留并待缉私

部门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广西查获 197只走私野生巨蜥 

2015-06-15，防城港，广西——6月 8日下午，防城

港边防官兵在边境巡逻时，发现一辆银白色面包车

见到警车后立即驶离，形迹十分可疑。执勤官兵将

车辆截停，面包车驾驶员打开车门向山林逃窜，边

防官兵发现车内装着 31 袋 197 只活体巨蜥。越来

越多案件信息显示，不法分子将野生动物从中越边

境便道运入我国境内，然后转运至广东等沿海地区

销售。阅读原文 

 

温州海关查获近 10千克走私象牙 

2015-06-16，温州，浙江——高某将从意大利购买

的象牙制品藏匿于随身携带的行李箱内，乘坐飞机

从意大利经香港中转抵达温州。在温州机场，被海

关查获，涉及象牙制工艺品 14 件，重量 9.499 千

克，案值 395795 元。目前该案已经侦办完毕并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阅读原文 

 

罗湖海关查获活体珊瑚 

 

2015-6-17，深圳，广东——13日晚，一名内地年轻

男子背着一个斜挎包，两手分别提一个冰皮月饼包

装袋，出现在罗湖海关护照入境现场。该男子在经

过海关监管通道时紧贴着旁边的旅客，意图挡住关

员的视线，在经过关员面前时又加快步伐，紧张的

神情和表现引起了关员的注意。海关关员随即将其

拦下引导到海关查验台进行检查。打开两个袋子，

里面是一个个装满水的透明塑料袋，当事人坚称，

这是放在鱼缸里的观赏植物，晚上用手电筒照射更

美丽，但被问及具体是什么植物时，当事人却支支

吾吾说不上来。关员随后将几个塑料袋取出，里面

竟是一株株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活体珊瑚。经清

点，共计 11袋活体珊瑚，毛重 10千克。目前，该

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广西边防查获珊瑚 286袋 

http://jisi.gov.cn/News/szsm/gd/201506/20150612093413_13547.html
http://jisi.gov.cn/News/szsm/gd/201506/20150612093413_13547.html
http://jisi.gov.cn/News/szsm/gx/201506/20150615100040_13553.html
http://jisi.gov.cn/News/szsm/gx/201506/20150615100040_13553.html
http://www.cwca.org.cn/news/tidings/ff808081471ed293014d4accd78443be.html
http://jisi.gov.cn/News/szsm/gd/201506/20150617100544_135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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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6-24，防城港，广西——18日，楠木山边境检

查站执勤官兵上午对一辆由防城港东兴市开往南宁

的海鲜物流车进行盘查时，该车司机称车上拉的都

是发往南宁的活体螃蟹。但执勤官兵发现，一般情

况下装螃蟹的泡沫箱上都会打有通气孔，可这辆车

上的泡沫箱并没有全部打孔。执勤官兵在翻开上一

层泡沫箱后，在车厢中间又发现 7 件泡沫箱，里面

装有国家二级濒危野生海洋保护动物珊瑚，每件泡

沫箱中分别用塑料袋打氧装有 1至 2只珊瑚，共计

286 袋。由于涉嫌无合法手续运输国家濒危野生海

洋保护动物，该批珊瑚已及时放归海洋。阅读原文 

 

厦门检验检疫局从进境快件中截获玳瑁制品 

 

2015-6-30，厦门，福建——近日，厦门检验检疫局

邮件快件办工作人员对一件来自坦桑尼亚、品名申

报为“鱼肚食品”的快件实施现场查验，发现货物

为 500克玳瑁片。阅读原文 

  

 

  

http://www.chinanews.com/df/2015/06-19/7356748.shtml
http://szb.qzwb.com/dnzb/html/2015-06/27/content_1334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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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查获走私陆龟大案 

2015-05-15，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首都机场警

察和海关在一名计划搭乘肯尼亚航空前往内罗毕转

机到喀什穆的埃及旅客的两大件行李里查出总共有

453只包括辐射龟、蛛网龟在内的马达加斯加保护

陆龟，目前该埃及旅客已经被扣押，相关调查正在

进行中。马国当局对这起走私案相当震惊，这是有

史以来马国机场查处的最为严重数量最多的保护陆

龟走私案件，表示一定要严查到底，找出相关保护

伞和打掉该走私网络。阅读原文 

 

台湾桃园机场查获 3件象牙制品 

 

2015-06-20， 台北，台湾——桃园机场海关 20日查

获一起违法走私闯关携带象牙案件，1 名从日本东

京返台的魏姓男子（约 80 岁），将 3 件象牙艺术

品直接夹放在托运行李当中，遭海关人员拦获，由

于这 3 件艺术品雕工相当精细，人物特写栩栩如生，

海关人员认为造价不斐，初估 3 件象牙艺术品市价

数百万元，除了携带的魏姓旅客函送法办外，该批

象牙依规定扣押没入，不排除日后收藏在关务署博

物馆内。阅读原文 

 

法国海关截获 136公斤象牙原牙 

2015-06-12，法国——5 月 27 日，法国海关工作人员

在对两个货箱进行检查时，发现内层均被覆盖了铝

板，而其中所装载的物品竟然是被切分成 37 段的十

余根象牙原牙，总重量达到 136 公斤。这两个货箱的

来源地是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目的地则是亚洲的

越南。据悉，去年，法国海关共截获象牙原牙 234 公

斤和象牙制品 476 件。此外，今年截至目前，法国海

关也已截获各类受到国际公约保护的濒危动物 1392

只。阅读原文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种执法动态（2015 年 5 月） 

http://jisi.gov.cn/News/hqlw/201506/20150623094719_13598.html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50624/634992/
http://www.rdsj5.com/guoji/344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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