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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8 年 3 月） 

国内执法动态 
 

 

 

广西凭祥查获特大走私野生动物制品案  

 

2018-03-01，广西崇左——崇左市边防支队浦寨边境检

查站官兵在执勤中，发现一辆摩托车，经清查，车上三

个大箱子共装有象牙筷子 10双、象牙手链 11只、象牙

手镯 42 只、象牙大小项链共 51 条、象皮约 20 千克、

鳄鱼大小钱包共 21个、鳄鱼皮带 23条。目前，鳄鱼皮、

象牙制品走私案已经移交给凭祥市森林公安部门处理，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阅读原文 

 

 

 

深圳海上缉私查获 5000余片玳瑁壳  

 

2018-03-11，广东深圳——2017 年 6 月 25 日，深圳海

关海上缉私部门在粤东大亚湾海域对一艘木质渔船展

开突击检查中，发现该船船舱藏有大量的疑似玳瑁背甲

盾片，经清点共有龟片 5312 片。经鉴定，查获的 5312

片龟壳全部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玳瑁背甲盾片，涉

及玳瑁亲体共 408只，按照亲体价值预估计达 734.4万

元。船上的 3名走私嫌疑人全部被刑事拘留，背后操纵

走私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林某也已经被海关抓获归案。阅

读原文 

 

 

 

 

杭州海关查获 4件“贝壳”经鉴定为砗磲 

 
2018-03-21，浙江杭州——2 月 8 日杭州海关隶属萧山

机场海关关员正在对旅客的行李箱进行 X光机检查，机

检图像显示箱内有几件扇形物体，但尺寸大小与普通工

艺品有较大不同。物品总重约 5.6公斤。由于旅客无法

出示相关证明文件，关员暂扣了这些“大贝壳”并送有

关部门鉴定。经鉴定 4件贝壳标本系鳞砗磲，是砗磲的

一种。砗磲是 CITES 公约附录 II 物种，未经批准禁止

天然砗磲出口。阅读原文 

 

 

 

西双版纳查获象牙濒危野生动植物制品 

 

 

http://gx.sina.com.cn/news/sh/2018-03-01/detail-ifwnpcns5203601.shtml?from=gx_cnxh
http://city.shenchuang.com/city/20180311/121309.shtml
http://city.shenchuang.com/city/20180311/121309.shtml
http://www.zj.chinanews.com.cn/news/2018/0321/123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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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3，云南西双版纳——打洛海关从一名中国籍

男子随身携带物品中查获象牙制品，经鉴定，制品为象

牙项链 1串（109颗珠子）和象牙散珠 10颗，重量共计

200.48 克，这是打洛海关近三年来查获的第一起象牙制

品案件。阅读原文 

 

白云机场海关查获走私象牙制品入境案 

 

 

2018-3-23，广东广州——3 月 17 日下午，海关关员发

现一名外籍男性旅客随身行李的过 X光机检查图像存在

疑点，打开行李箱后发现一大一小两个功放器，从功放

器中竟掏出一袋锡纸包裹着的象牙制品，当场查获象牙

制品 61 件，重 2260克。阅读原文 

 

 

 

成都海关查获非法入境象牙制品 

 

2018-3-18，四川成都——3 月 18 日下午，成都海关所

属双流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关员在对 ET636次航班（亚的

斯亚贝巴至成都）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无申报通

关的中国籍男性旅客在行李箱内一台废旧 VCD机与外套

口袋中藏匿的六个象牙手镯，共计 279.3克。阅读原文 

 

 

北京海关移交 470件濒危动物制品  

 

2018-03-24，北京——3月 21日，北京海关正式向北京

市农业局移交了罚没的砗磲、玳瑁、鳄鱼皮等 470件濒

危野生水生动物制品。阅读原文 

http://collection.sina.com.cn/yjjj/2018-03-23/doc-ifysnevk9526427.shtml?cre=techpagepc&mod=f&loc=2&r=9&doct=0&rfunc=100
http://collection.sina.com.cn/yjjj/2018-03-23/doc-ifysnevk9541054.shtml
http://news.chengdu.cn/2018/0319/1959000.shtml
http://bj.news.163.com/18/0324/19/DDMG733704388CS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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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查获一批象牙、犀牛角等制品 

 

2018-03-25，云南西双版纳——3月 10日，勐海县森林

公安局在打洛镇清查行动中，在中通快递包裹里查获象

牙制品 99件，重 5178克，抓犯罪嫌疑人 2名。查获疑

似象牙制品 13 件，疑似犀牛角碎屑 157.2 克，疑似犀

牛角手串 1串，疑似犀牛角手镯 1个，疑似犀牛角吊坠

2 个等珍稀野生动物制品。目前，专项行动工作正在推

进中。阅读原文 

 

 

 

杭州海关今首次在邮包里查获象牙制品 

 

 

2018-03-26，浙江杭州——杭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关员

在对进口邮件检查时，发现一批书画卷轴，画轴两端的

轴头呈黄白色，疑似象牙制品。经鉴定，这些画轴头均

为象牙制品，来自亚洲象或者非洲象，共计 18 件，属

于国家禁止进口物品。目前，海关已将这批含有象牙画

轴头的邮包移交缉私部门立案调查。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查获 447件象牙制品 

 

2018-03-28，福建厦门——近日,两名中国旅客乘 KA614

次航班从香港飞抵厦门。海关关员技术检查时发现,两

人携带的 2 个行李箱和 2 个纸箱内疑似装有违禁物品。

将纸箱打开后,发现箱内装有数十盒某品牌锡纸软包红

酒,表面看来并无异常。但彻底开拆后,用锡纸包裹的手

链、手镯等象牙制品“原形毕露”。随后,现场关员对行

李箱进行破坏开拆,最终在行李箱拉杆内查获筷子、珠

串等长条状象牙制品。经清点,现场共查获象牙散珠 386

粒、手串 19 串、手镯 14 个、吊坠 23 个、24 立方厘米

象牙板 4 块和筷子 1 双。据当事人供述,两人在非洲做

生意,上述象牙制品是其在非洲购得。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查获 2.52千克象牙工艺品 

 
2018-03-28，深圳——3月 26日一大早，一位身背电脑

包、手推行李箱的男子从皇岗口岸旅检入境大厅入境。

这名男子将行李箱过 X光机后，迅速取出并穿过海关监

管区，步伐非常迅速，神情也有些不自然。在海关查验

http://news.ifeng.com/a/20180325/57038959_0.shtml#p=1
https://zj.zjol.com.cn/news/902521.html
http://www.legaldaily.com.cn/legal_case/content/2018-03/28/content_7508507.htm?node=8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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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关员重点关注并发现其随身电脑包内内放着 5件用

纸巾及白色胶带包裹的物品。拆开包装，发现携带的是

5 件雕刻精美的象牙工艺品。其中 4 件为人物雕像，1

件为瓶雕。经鉴定，这 5件“牙雕”总重达 2.52千克。

经调查，关员发现男子有多次被查获的记录。目前，案

件已被移交至海关缉私部门继续调查。阅读原文 

 

 

 

福州男子买珍稀动物当宠物 被批捕 

 

2018-03-29，福建福州——经群众举报，2017 年 8 月，

胡某在广东以 5000 多元的价格购买了 3 只苏卡达陆龟

和 1 只豹纹陆龟，3 个月后，他又以每条 200 元的价格

购买了两条缅甸蟒。福州仓山区检察院以涉嫌非法收购

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对胡某依法批准逮捕。阅读原文 

 

 

安徽非法购买象牙 两雕刻爱好者受审 

2018-03-30，安徽合肥——2014年 5月，河北男子李某

某支付 75300 元，通过张某向尹某购买象牙约 5 千克，

通过快递发货。 2014 年 6 月，广东男子林某某向尹某

支付 32500 元，尹某通过快递给林某某象牙约 2 千克。

检方认为，李某某、林某某明知是象牙仍非法收购，应

当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此案未当庭宣判。阅读原文 

 

 

 

青岛进境邮包里藏象牙雕刻件 

 

2018-03-30，山东青岛——3月 24日，青岛海关驻邮局

办事处关员对进境邮包进行查验，在对一自欧洲进境邮

包进行机检查验时，发现其成像可疑，经开箱查验，发

现象牙雕刻件 2件，重约 268克。海关将依法予以没收

并追究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阅读原文 

 

 

云南河口查获疑似象牙、穿山甲鳞片等 

 

2018-03-30，云南红河州——3月 28日，红河州、河口

县两级森林公安机关联合河口县公安局、林业局、城关

边防派出所在全县范围内集中开展了打击象牙等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非法贸易清查行动。共收缴疑似穿山

甲熟片 2.44 千克、生片 1.08 千克、疑似象牙制品 18

件、疑似虎牙 7颗、动物膏状制品 6块、疑似犀牛角手

串 1 件、扳指 1 枚；收缴仿冒象牙项链、手镯、手串、

野生动物泡酒等 100余件；收缴冰冻竹鼠等国家“三有”

保护野生动物肉类 14.43千克，查获疑似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大鲵一条。目前，收缴品已送相关部门处理、鉴定。

阅读原文 

http://www.sohu.com/a/226619411_118392
http://dzb.hxnews.com/2018-03/29/content_466195.htm
http://ah.sina.com.cn/news/s/2018-03-30/detail-ifystpec7134659.shtml
http://new.qq.com/cmsn/20180330/20180330010252
http://news.flyxg.com/2018/hekou_0330/1303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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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查获 1310克砗磲制品 

 
2018-03-28，浙江杭州——两名入境旅客将砗磲制品放

在行李箱内，因机检图像异常，开箱查验，发现了贝壳

状物品及 7串白色珠链。经鉴定，杭州海关在空港渠道

查获的几个“大贝壳”和白色手串为濒危物种砗磲及其

制品，总重约 1300余克。其中，砗磲标本 2件，800克，

砗磲手串 7串,510克。阅读原文 

 

 

天津微信购买象牙制品已开庭审理 

2018-03-31，天津——被告人李某通过微信购买了象牙

三通一个、象牙佛头一个、象牙佛牌一个，共计人民币

1600元。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

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收购珍

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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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edsh.com/pinpai/20180330/162234.shtml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neixinwen/201803/t20180331_17210548.htm
http://www.dzwww.com/xinwen/guoneixinwen/201803/t20180331_1721054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