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8 年 5 月） 

国内执法动态 

 

 

天津非法出售玳瑁及盔犀鸟制品被判刑 

2018-05-07，天津——54岁的妇女韩某，系安徽省利

新县人，在津经营玉器、文玩生意。公诉机关指控，

2017 年 9月，韩某在本市某古玩市场经营期间，使用

以物易物的方式换得玳瑁蝈蝈罐一个及鸟嘴镶吊坠

一个。同年 11月 16日，韩某在某文玩市场的摊位出

售换取的玳瑁蝈蝈罐及鸟嘴吊坠时，被民警当场查获。

经鉴定，韩某销售的蝈蝈罐及鸟嘴吊坠，分别为玳瑁

和盔犀鸟。法院经审理后，判处其拘役两个月，缓刑

三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阅读原文 

 

 

 

广西 13 岁少女偷运 49件象牙制品入境 

  

2018-05-10，广西南宁——5月 4 日，穿着一身校服

的少女从越南芒街经东兴口岸入境中国，在她接近海

关查验区时，一个很不自然的小动作，双手插进了口

袋，试图让原本皱褶的衣服表面显得平整。海关人员

当即叫住了她。经检查，在女孩腰腹部鼓鼓囊囊缠缚

着不少东西，拆下来一看，竟然全是象牙制品。经清

点，共有 30 条串珠和 19个环状雕刻品。据这个孩子

说，这些象牙制品是他人教唆她有偿绑缚携带入境的，

目前，案件已移交至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置。阅读原

文 

广州海关查获一宗走私象牙制品入境案 

 
2018-05-15，广州——一 5 月 11 日下午，一名中国

籍男子乘坐由亚的斯亚贝巴飞往广州的航班入境，白

云机场海关进行 X光机检查时，发现其中一个行李箱

图像存疑。经开箱检查，在行李箱角落发现多个由黄

色胶布层层缠裹的物品。打开发现手链、手镯、筷子

等象牙制品共 23件，重 1200 克。该男子称这些象牙

制品是他在非洲务工期间购买。阅读原文 

 

 

 

广东黄埔海关查获 740 件走私象牙制品 

 

2018-05-15，广东广州——5月 4日，黄埔海关缉私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8/05/07/035473387.shtml
http://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80510/32395085.html
http://news.china.com/socialgd/10000169/20180510/32395085.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interface/yidian/1138561/2018-05-15/cd_362064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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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接到情报线索称，在一个从广西东兴发往广东东

莞中转的快递包裹中，藏有从越南走私进口的象牙制

品。5 月 5 日凌晨，缉私民警自东莞虎门一路尾随跟

踪快递包裹至广州白云区的最终派送站。早上 9时许，

当收件人彭某接到快递员电话通知前来取件时，被缉

私民警当场抓获。随后，专案组民警根据突审掌握的

信息，在彭某及其同伙的住所和附近的加工作坊内再

次搜查到涉嫌走私进口的项链、手镯等象牙制品一批

及雕刻用数控机床 4 台。行动中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据犯罪嫌疑人初步供认，该批非洲象牙制品系在

越南河内组织货源，通过非法渠道从中越边境走私进

境至广西东兴，再从东兴以快递方式发给彭某，进行

初步加工后销售牟利。为掩盖象牙制品的非法贸易，

走私违法链条上各环节的嫌疑人之间均通过微信语

音联系交易事项，快递单上也都以化名方式收发快件。

经清点，此次行动查扣涉案非洲象牙制品 15.72公斤、

猛犸象牙制品 13.11 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 2名。阅

读原文 

 

 

 

云南警员乔装快递人员打击走私犀牛角 757 克 

 
2018-05-16，云南腾冲——5月 6日，腾冲海关接线

索称，有人通过邮寄方式走私犀牛角入境，交货地点

在腾冲。接报后，在某快递公司找到可疑纸箱包裹。

寄件地址为福州某地，寄件人不详，收件人为赵某，

收件地址为腾冲市某小区住宅。包裹经海关 X光检查

后符合情报提示。5 月 7 日 13 时 40 分，在快递公司

的配合下，化妆侦查员带着快递纸箱送件，一妇女代

其儿子对包裹进行了签收。经查包裹里为涉嫌走私犀

牛角制品，现场称量净重为 757克。经查证，包裹收

件人赵某的真实姓名为刘某。5月 14日，嫌疑人刘某

迫于压力自首，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

原文 

 

 

 

天津男子变卖象牙制品被判刑罚 

2018-05-18，天津——2017 年 2月，被告人王某带着

“工艺品”来到了本市河东区一市场内进行售卖，被

巡逻的民警发现。经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王

某出售物之中有 14件为象牙制品，共重 0.106千克，

参考价值 4417 元。被告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经审理，法院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依法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 6个月，缓刑 1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缓刑考验期内依法实行社

区矫正。阅读原文 

 

 

 

江苏无锡截获了 12件象牙制品 

 
2018-05-25，江苏无锡——5月 25日，无锡海关驻机

场办事处关员在对进境快件进行监管时，对一票申报

http://gd.sina.com.cn/news/b/2018-05-15/detail-ihapkuvk8895998.shtml
http://gd.sina.com.cn/news/b/2018-05-15/detail-ihapkuvk8895998.shtml
http://news.xmnn.cn/xmnn/2018/05/16/100363956.shtml
http://news.xmnn.cn/xmnn/2018/05/16/100363956.shtml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8/05/18/03554190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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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玩偶摆件的快件产生疑问，现场关员进行查验，并

发现了 12 件疑似象牙材质的盒状物品。经鉴定，上

述 12 件制品确认为象牙制品。阅读原文 

 

 

 

江西一男子因非法出售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获刑 

2018-05-25，江西南昌——2018 年 1月 8日 15时 30

分许，南昌市林业局执法人员根据举报，到被告人刘

某在南昌市西湖区站前西路一店内，查获非法出售的

疑似象牙制品 12 件，包括象牙佛头手串 1 串、象牙

花雕牌 1块、象牙佛头 1个、象牙路路通 2个、象牙

貔貅 1 个、象牙手镯 6 只。经拆解后共 35 件疑似象

牙制品，其中 21 件为象牙制品，净重 139.19 克，价

值人民币 5799.63元。鉴于被告人刘某具有自首情节，

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

元。 阅读原文 

 

 

 

广东 5件象牙制品在拱北口岸被查 

 

2018-05-30，广东拱北—— 4月 28日凌晨，澳门籍

女子房某经拱北口岸无申报通道进境，海关发现其行

李箱 X光检查时有异，经查发现箱内有大量不同材质

的手镯、吊坠、项链、摆件等饰品。其中 5件米白色

手镯和手链与象牙制品非常相似。日前，经鉴定，上

述 5 件饰品均为哺乳纲长鼻目象科现代象象牙制品，

净重合计 96 克。目前该案正由缉私部门跟进调查处

理。阅读原文 

 

 

湖南永州高速交警查获 19只穿山甲 

 

2018-05-18，湖南永州——5月 17日当晚10点左右，

高速民警在泉南高速黄田铺收费站正常巡逻时，发现

一辆北海至安乡的长途客车突然停止不前，行迹可疑，

执勤民警立即上前盘查。在对客车行李厢检查过程中，

司机神色慌张，有几个行李箱始终不愿意打开，这更

加引起民警的警惕，立即要求司机开箱配合检查。经

过现场盘查，当场缴获五箱野生动物，据司机交待，

货物随车托运，货主却没有随车，也无法提供野生动

物运输证明。执法过程中司机有行贿举动，被高速交

警当场拒绝。据了解，五个行李箱内每个编织袋都装

有不同数量的活体穿山甲，其中还有瓶子装着冰块作

冷冻之用。经零陵区森林公安现场查验清点，初步判

断共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穿山甲 19 只，最大的一只

重量达到 6 公斤，估计总价值 20 余万元。目前，该

案件已移交至零陵区森林公安进行处理。阅读原文 

 

 

 

广东捣毁涉嫌走私珍稀动物制品团伙 

 

2018-05-31，广东湛江——近日，湛江海关在广东、

http://news.sina.com.cn/o/2018-05-25/doc-ihcaquet9862857.s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8/05/id/3317250.shtml
http://www.oeeee.com/mp/a/BAAFRD00002018053082544.html
http://k.sina.com.cn/article_2288064900_88611984020008ipr.html?cre=newspagepc&mod=f&loc=5&r=9&doct=0&rfunc=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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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两省公安机关等部门的大力配合下，同时在南宁、

崇左、广州、佛山四地同时开展缉私行动，成功打掉

一个涉嫌走私珍稀动物制品团伙，抓获嫌疑人 4 名，

现场查扣穿山甲鳞片 429 公斤、非洲牛角 11.25 吨、

印度牛肉干 21 吨，查封存储仓库 2 个，查获证据材

料一批。经查，该团伙涉嫌从中越边境非设关地走私

购自非洲的穿山甲鳞片等进境销售牟利。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天津机场海关查获 旅客携带大量濒危活体动物进境

案件 

2018-5-31，天津——4月初，天津机场海关旅检现场

在 HX362次航班一名自香港入境的中国籍旅客行李中

查获活体缅蟒 59 条，平原巨蜥 30 条、水巨蜥 6 条，

均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所列限

制进出境物种.出入境时该男性旅客未进行海关申报，

当班关员发现其行李机检图像呈现异样肠状图形，当

即进行开箱查验。查验过程中，该旅客面露惊慌、动

作缓慢及不配合开箱检查等引起关员怀疑。于是关员

对该旅客箱体进行了彻底查验，联系濒管办专家进行

物种初步鉴定，并将相关线索移交缉私部门。目前，

上述活体动物已移交天津市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

中心；4 月 8 日，嫌疑人抓获归案，案件进一步侦办

中。阅读原文 

 

 

 

 

 

 

 

 

 

 

 

 

 

http://www.sohu.com/a/232355869_100116740
http://difang.gmw.cn/roll2/2018-05/31/content_12106733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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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执法动态 

 
 

法国销毁 500 多公斤象牙制品 

 

2018-05-31，法国尼斯——当地时间 2018 年 5月 30

日，法国尼斯，法国环境警察销毁缴获的 500多公斤

象牙制品，这是终止国际大象偷猎行动的一部分。法

国于 2016 年禁止了象牙和犀牛制品的销售，“法国

正在向世界传递努力终止濒危物种交易的信号，”一

位法国南部高级官员说。阅读原文 

 

 

 

 

 

 

 

 

美国华盛顿西雅图-塔科马机场查获三十几件象牙制

品 

 
2018-5-23，美国华盛顿——五月初，三十几件象牙制

品包括雕刻工艺品、匕首等在西雅图- 塔科马国际机

场被查获，这些象牙制品被一对夫妻藏匿在一个破纸

盒子里携带。这对夫妻在过境时声称所携带的物品是

从菲律宾带的芒果， 但海关关员还是产生了怀疑，在

经过 X光检查后发现纸盒内为象牙制品。这对夫妻将

面临 500美元的罚款。阅读原文 

http://news.k618.cn/world/tt/201805/t20180531_16084441.html
http://komonews.com/news/local/couple-busted-at-sea-tac-airport-with-dozens-of-illegal-ivory-pie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