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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8 年 7 月） 

国内执法动态 

 
江西破获迄今为止最大贩卖野生动物案 

 

2018-07-02，江西——2017年 12月 24 日

晚上 9点多，江西高速交警四支队二大队

民警在沪昆高速赣湘交界处检查时，发现

一辆装运苹果的货车放弃绿色通道，选择

收费通道通行。交警要求开厢检查，没想

到却发现大量野生动物死体。接到电话后，

萍乡森林公安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清点，

发现车内有大量以赤麂和河麂为主的省

级重点保护动物和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

物。根据符某提供上线郭某的信息，民警

在泰和县抓获了郭某的上线卢某，又通过

对符某、郭某、卢某等人的银行往来、手

机通信、车辆运行轨迹等信息进行研判发

现，这是一张遍布全国 15个省市区、江西

11 个地市 30 多个县的非法猎捕、收购、

运输、出售野生动物的犯罪网络。侦查人

员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人员众

多、身份复杂，有农民、工人、企业主、

学生，甚至还有多名铁路货运部门物流管

理人员允许不法分子穿铁路工作服自由

出入货运场所，将大量野生动物通过物流

渠道非法发到全国各地。除此之外，还有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为不法

分子非法开具运输证明文件，充当保护伞，

为犯罪活动提供便利。经过 5个多月打击，

截至目前该案共立刑事案件 27 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 44 人，涉及省级重点野生保

护 17000余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42 只，国家一级重点野生保护动物制

品一批，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侦查中。

阅读原文 

 

 

郑州海关查获象牙制品 

 

2018-07-03，河南郑州——6月 27 日，郑

州海关所属机场海关在对迪拜—郑州的

航班进行监管时，从多名旅客的行李中共

查获象牙制品 8件，总重 330 克。阅读原

文 

 

 

联合打击走私象牙 中港海关共拘 14人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2275703.html
http://zhengzhou.customs.gov.cn/zhengzhou_customs/501400/501402/1920064/index.html
http://zhengzhou.customs.gov.cn/zhengzhou_customs/501400/501402/1920064/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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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3，香港——香港与内地两地海

关联合打击跨境走私象牙活动，合共拘捕

14人。内地海关早前对一个怀疑跨境走私

象牙集团进行调查，上月 25日采取行动，

检获约 47 公斤怀疑象牙，并拘捕 6 人。

香港海关再于 7月 2日突击搜查该走私集

团位于新田的货仓，共检获约 277公斤怀

疑象牙，估计市值约 277 万港元，拘捕 8

名年龄介于 22至 60岁的人士，当中包括

集团主脑。案件仍在调查中。阅读原文 

 

 

 

 

云南查获非法购买运输野生动物制品案 

 

2018-07-09，云南澜沧——4 日晚，澜沧

县森林公安的民警展公开查缉时，从嫌疑

人黄某某携带纸箱查获疑似野生动物制

品，确认有疑似完整的穿山甲皮 9张，穿

山甲碎片 269片，带有麂子面部的麂子角

6 副，切割后的麂子角 8 件，豪猪刺 510

根，岩羊角 3对，象皮 3块，野生动物胆

2个，共计 9.16 千克。经审讯，黄某某交

代，这些疑似野生动物制品是 4 日上午，

在边境一线从境外人员手中购得，打算把

这些东西带回到澜沧后贩卖获利，没想到

还没到家就被边防官兵查获。黄某某目前

已被森林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澜沧县森林

公安局目前正在请专业机构对查获的这

些疑似野生动物制品进行鉴定，案件还在

进一步办理中。阅读原文 

 

 

 

南京入境旅客包内藏着个老虎头骨被查 

 

2018-07-11，江苏南京——6 月 6 日下午

2 点左右，一位中国籍旅客由温哥华飞抵

南京，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旅检入境大厅

入境，未向海关申报，行李在经过 X光机

时显示图像异常，海关关员现场查验，发

现包内有一个完整动物头骨，海关关员初

步判定为疑似虎头骨。经过华南野生动物

物种鉴定中心鉴定，确认该物品为重量约

840 克老虎的头骨。南京海关对这具虎头

骨进行暂扣，事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阅

读原文 

 

 

 

 

 

 

哈尔滨海关查获特大濒危动物制品走私

案 

 

2018-07-18，黑龙江哈尔滨——4 月 26日

上午，虎林口岸海关工作人员在验放工作

时发现，报称在我国境内装卸大豆的俄罗

http://hk.on.cc/hk/bkn/cnt/news/20180703/bkn-20180703195841294-0703_00822_001_cn.html
http://yn.xinhuanet.com/reporter/2018-07/09/c_137312195.htm
http://www.sohu.com/a/242206885_369160
http://www.sohu.com/a/242206885_36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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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籍厢式货柜车滞留时间长达 24 天，存

在疑点。海关工作人员现场检查发现，该

挂车车厢前部外观异常，前部铆钉新旧明

显不一致，并有新近的划痕和处理痕迹。

敲击车厢不同位置时，车厢侧面最前方

0.5 米范围内发出的声音与其他位置的声

音明显不同。检查发现，该车装载了大批

劣质大豆，部分已经霉烂，不符合当前季

节大豆商品的特征，并且其申报的货物价

格明显不符合运载货物价格的品质。在盘

问过程中，俄籍司机十分紧张。经海关工

作人员进一步检查，发现了车厢内的暗格。

在货柜车前端 0.5 米厚的夹层中，海关工

作人员共发现象牙 2根、羚羊角 1276根、

猛犸象牙 156根、海象牙 406根、鲸牙 226

枚、熊胆 44个、熊牙 70枚、鹿鞭 4根以

及海参 319.25 千克，经鉴定案值达 1.06

亿元人民币。 

海关缉私警察随即行动，将正在口岸监管

区外车辆上隐藏的俄籍车主抓获。与此同

时，哈尔滨海关驻虎林办事处控制了这批

货物的货主。截至目前，共抓获国内外涉

嫌走私人员 8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阅读原文 

 

 

 

二连浩特海关查获走私熊牙 

 
2018-07-17，内蒙古二连浩特——呼和浩

特海关隶属二连浩特海关缉私分局日前

获得情报称，蒙古国居民其某近日会将一

批熊牙带入境内销售牟利，缉私人员随即

锁定了其某入住的酒店。犯罪嫌疑人其某

在入住的酒店房间内被抓获，在床铺下、

包裹内共查获 149 颗熊牙，经鉴定这些熊

牙是黑熊和棕熊的犬齿。目前此案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南宁破获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2018-07-24，广西南宁——根据群众举报，

凭祥海关缉私分局发现一个盘踞在边境

从事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的团伙。7 月 3 日

上午，情报显示该团伙准备将一批珍贵动

物制品走私入境。随后，该关缉私分局在

自治区公安厅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出动 4

个行动组共 60名警力，在凭祥、龙州设点

开展查缉抓捕行动，一举抓获陆某某等 4

名犯罪嫌疑人。在嫌疑人驾驶的两辆越野

车上，发现了疑似犀牛角等珍贵动物制品。

经初步检查清点，共装运有疑似犀牛角 1

个，净重 5.5559 千克，疑似犀牛皮制品

121 块，净重 272.7 千克。经初步审讯，

该案犯罪嫌疑人交代，其团伙从非洲采购

犀牛角等珍贵动物制品运至越南，由当地

走私团伙走私入境以牟取暴利。缉私民警

介绍，犀牛角及犀牛制品均列入《濒危野

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中，属

禁止国际贸易类，也是海关重点打击的范

畴。目前，案件正由该分局进一步侦办中。

阅读原文 

 

http://k.sina.com.cn/article_2056346650_7a915c1a02000j87j.html
http://news.sina.com.cn/s/2018-07-23/doc-ihftenhy6998781.shtml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80724/newgx5b56e579-17506181.shtml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80724/newgx5b56e579-175061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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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男子违章 140次 车内藏 60余只野生

动物被抓 

 

2018-7-23，四川成都——7月 23日上午，

丹棱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开展日常

巡逻盘查中，发现迎面驶来的一辆红色轿

车辆在发现有警车设卡检查时，突然减速，

企图掉头，这一反常行为立刻引起了巡逻

民警的注意，民警判断该车有重大嫌疑，

便立即冲上前对该车进行拦截检查。把该

车车牌号输入查询系统后，显示该车竟然

有 140 余次违章行为，违章记分多达 640

分，而罚款也有 2万多元。如此多的违章

记录，使民警对驾驶员熊某更产生了怀疑。

而在面对民警的询问时，驾驶员熊某更是

眼光闪烁，躲躲闪闪，并不时用眼光瞟车

辆的后排座椅，这一举动引起民警进一步

警觉——“车上一定还隐藏着什么！” 警

随即对该车辆进行细致检查，发现该车后

排座放有一台伪装起来的冰柜，而冰柜内

竟然冷冻了疑似隼、鳄鱼、猫头鹰、野鸡、

野鸭、野兔等野生动物 60余只，因熊某拿

不出相关手续，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

民警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告，通知森林公安

前来对该案件进行移交处理。目前该车驾

驶员因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罪，已被采

取强制措施，而涉案的野生动物则被移交

成都市相关鉴定所进行进一步鉴定。阅读

原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7142944782048144&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7142944782048144&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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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执法动态 

 
捷克查获非法虎制品 

 
2018-07-26，捷克——捷克海关总署于 7月 18 日表示，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跟踪收集一批捷克和越南居民的证据，这些人被怀疑交易和加工虎制品，包括生产虎骨

酒等产品。捷克环境监察局（CEI）称，该国拥有欧洲第二大的越南社区，然而这些虎制

品除了在这里交易外也在欧盟其他国家和亚洲销售。捷克海关于 7 月 16 日在布拉格做

了一次对虎制品的围剿行动，发现了死虎、虎皮、虎爪和其他老虎的器官，以及用于生

产高利润虎制品的工具和材料。据海关称，检查主要集中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国

际机场。 

7月 18日官方发布信息的同一天，动物权利组织四爪子（Four Paws）发布了隐

藏摄像机拍下的镜头，视频中可以看到笼中的老虎和一名正在和亚洲顾客沟通的卖家。

该组织称，在隐藏摄像机视频中看到的繁殖地位于布拉格北部 Bašť 的一个动物园，是捷

克当局搜查的地点之一。捷克媒体将隐藏摄影视频中的那个人命名为 LudvíkBerouska，

他是本次被捕的三人之一。  

四爪子说，布拉格南部郊区的越南 SAPA 市场是搜查地点之一，并说老虎肉和其

他老虎产品在那里销售。  布拉格动物园主任 Miroslav Bobek 发表声明说

LudvíkBerousek 和他的两位同伙代表“只是冰山一角”，并声称捷克境内可能广泛存

在着大猫繁殖和开发利用的场所。阅读原文 

https://ca.news.yahoo.com/dead-tiger-tiger-parts-found-15140596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