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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8 年 8 月） 

国内执法动态 

 

宁波海关查获多起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

案件 

 

 

 

 
2018-08-03，浙江宁波——近日，宁波机

场海关在对台湾进口快件进行 X光机检查

时，查获疑似红珊瑚制品 3 票，含手链、

项链、耳钉共计 46 件。今年 6 月机场海

关在对一批台湾进口快件进行检查时，发

现两件申报品名为“台球杆”的快件存在

异常，经查验，发现疑似象牙制台球杆共

计 13 支。目前，这几批疑似珊瑚、象牙制

品已移交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帮寄犀牛角制品 快递员被批捕 

2018-08-03，福建仙游—— 陈某本是一

快递公司的快递员，通过朋友认识了李某。

李某经常在网络和微信上销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犀牛角制品，并通过快递公司将

销售的犀牛角制品邮寄给买家。陈某为获

取高额提成，明知被邮寄物品时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犀牛角制品也帮忙邮寄。据了

解，去年 10月起，李某多次通知陈某到其

家中接收将要被邮寄的犀牛角制品，陈某

则利用自己快递员的身份为其邮寄并冒

用他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今年 6月 21日，

陈某准备为李某邮寄一个疑似犀牛角杯

子，在仙游县顺丰快递公司金石营业点被

公安机关抓获并当场查获物品，随后李某

也被警方抓捕归案。经鉴定，被查获的物

品正是犀牛角制品，净重 0.013kg，价值

3250 元。近日，仙游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

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批

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陈某。阅读原文 

 

 

 

 

长春海关首次在邮递渠道查获整根象牙 

 

2018-08-08，吉林长春——近日，长春海

关驻邮局办事处现场关员在对一件由日

本进境邮件进行机检查验时，发现该邮件

的成像可疑。经开箱查验，发现邮件内有

整根象牙一只，重 3.1536 千克，经鉴定此

为亚洲象或非洲象的象牙制品，属于国家

禁止进口物品。阅读原文 

 

 

http://daily.cnnb.com.cn/nbwb/html/2018-08/03/content_1121292.htm?div=-1
http://www.0594.com/news/39/635881.html
http://legal.people.com.cn/n1/2018/0808/c42510-302166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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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男子非法收购 7公斤穿山甲被捕 

 

2018-08-09，云南文山——7月 22日，家

住文山州广南县的黄某以 9000 元人民币

向越南人购买一只穿山甲，打算拿到外地

贩卖。在途经麻栗坡边防检查站时，被查

获，并将穿山甲及黄某移送麻栗坡县森林

公安局调查。经鉴定，为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中华穿山甲，重 7 公斤。8 月 1 日，黄

某因涉嫌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被麻栗坡县检察院批准逮捕。阅读原文 

 

 

 

广州食品邮件藏象牙手镯 

2018-08-10，广州——7月 11日，广州海

关驻邮局办事处海关关员发现从南非寄

来广州、无申报品名的进境速递邮包存在

异常，经开拆检查，查获混装藏匿在饼干

食品中的象牙制品 21 件、净重 580 克。

阅读原文 

 

 

 

中山海关查获多宗携带濒危动物制品进

境案 

2018-08-13，广东中山——7月 22 日、29

日，中山海关在中山港客运口岸旅检现场

连续查获 4宗旅客违规携带濒危动植物制

品进境案，共查获砗磲 4个、总重 4272g；

砗磲制品 2件，重 160g；唐冠螺 1个，重

1444g。8月 8日，经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

定中心反馈鉴定结果，上述砗磲、唐冠螺，

均属于濒危动植物制品，目前已移交缉私

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上海海关查获 2只整只走私入境玳瑁 

 

2018-08-17，上海——6 月 6 日，上海海

关在军工路码头对一艘巴拿马籍船舶开

展登临检查时，发现一名船员房间中，有

用纸箱打包好的两只疑似玳瑁标本。经海

关关员询问，该船员供称标本为其在泰国

购买，准备本航次携带回家。后经濒管办

上海检测中心鉴定，两只标本均为玳瑁活

体标本。目前该案已移交缉私部门立案处

理。阅读原文 

 

 

 

http://yn.people.com.cn/n2/2018/0809/c361322-31914956.html
http://yn.people.com.cn/n2/2018/0809/c361322-31914956.html
http://www.sohu.com/a/246425596_119778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425/1962600/index.html
http://www.timeway-china.com/shanghai_customs/423446/423448/1975706/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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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湖海关截获案值 60万元红珊瑚制品 

 

2018-08-28，广东深圳——6 月 23 日晚，

一名中年男子从罗湖口岸入境时引起了

海关关员的注意，该男子斜挎着一个单肩

包，手提着一件纸尿裤，在 X 光机检查

过程中，关员发现 X 光机图像显示当事

人单肩包内装有一包包颗粒状的物品，于

是将当事人截停做进一步检查。打开小包，

海关关员发现单肩包内是用塑料袋分装

好的疑似红珊瑚制品。经清点，共查获疑

似红珊瑚珠串 27 串、红珊瑚珠粒 914 

颗、K 金镶红珊瑚吊坠 168 个。经华南

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上述物品均

为红珊瑚制品。目前，海关已对该案作进

一步调查处理。阅读原文 

 

云南查获特大非法运输动物案 近 4 千条

活蛇塞满车厢 

 

2018-08-29，云南保山——8月 23日，云

南省保山市森林公安局接到线索后，在芒

颜检查站设卡堵截，查处了一起特大非法

运输动物案，当场从一辆由瑞丽开往广东

的商务运输车中查获蛇类（活体）2.8吨、

3940 条，案值 40 余万元。当日中午，一

辆疑似涉嫌非法运输的依维柯商务车驶

入了侦查员的视线。经查验，车上乘坐 3

人，其中两人为本省驾驶员，另一人陈某

为湖南籍人员。在侦查员的询问下，货主

陈某称车上载有 400 多条活体蛇类，并且

办有经过审批的准运证。侦查员判断，车

上载有的蛇类数量远远超过有关部门核

准运输的数量，陈某当即被带回进行调查。

经调查，陈某虽办理有蛇类运输手续，但

仅批准运输蛇类 410 条，所运蛇类已经超

出批准手续 3530 条，而且其所持手续只

有蝰蛇和滑鼠蛇两种。经过清点，陈某涉

嫌非法运输的 158 件活体蛇类，共计有活

体蛇 3940条，总重 2823公斤。其中有濒

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

Ⅱ物种眼镜蛇 2230 条，总重 1433 公斤；

滑鼠蛇 1247 条，总重 999 公斤；蝰蛇 463

条，总重 391公斤。陈某在这批货物中夹

藏了 2230 条眼镜蛇，涉嫌非法运输。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所查获

活体蛇类已全部移交野生动物保护部门

进行救助。阅读原文 

 

 

 

 

太原侦破首例非法收购出售砗磲制品案 

2018-08-30，山西太原——4月 23 日，太

原市森林公安分局接到举报，在太原市煤

炭交易中心某摊位，有人公然出售野生动

物制品。分局立即出警调查，经查刘某系

江西抚州人，未经批准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砗磲和玳瑁制品，据刘某供

述，涉案制品均通过微信、网购等方式非

法购买。经鉴定，砗磲贝壳7件，价值16800

元；砗磲制品（串珠、手镯、摆件、挂件、

项链等）291件；玳瑁制品 23件；其他动

物制品 18件。目前，该案已移送太原市万

柏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阅读原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0011667076543641&wfr=spider&for=pc
http://news.cctv.com/2018/08/29/ARTIiuSuj1Rjxn7oJd9DkJ2Y180829.shtml
http://www.sxrb.com/sxfzb/erban/767212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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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州穿山甲烧成菜一道上万元 

2018-08-31，江苏常州——今年 4月，金

坛警方接到举报，在金坛城区一家饭店内， 

有人将穿山甲做成菜肴，价格高达万余元，

且长期供应。金坛公安分局经过 2个多月

的侦查，了解到还有几家菜馆也在卖穿山

甲，动物的来源指向溧阳戴埠的一家水产

批发店。今年 50 多岁的店主迟某夫妻表

面上做着水产生意，暗地里贩卖野生动物，

曾被溧阳警方处理过。警方调查显示，迟

某夫妻是从上海进货，通过物流货车凌晨

运到溧阳进行交易，然后他们再卖给溧阳

以及周边的金坛、宜兴、南京、安徽等地

的私房菜、野味馆。此外，警方还发现，

这伙上海卖家的上线还在广东。今年 6月，

警方在溧阳和上海，抓获 20余名嫌疑人，

解救 7只活体穿山甲，还在冰柜发现了 40

余只冷冻穿山甲和 3只熊掌。警方正在进

一步追查此案。这几年两人作案 50余起，

涉案金额超过百万。据迟某夫妻交代，他

们暗中贩卖穿山甲有两三年，每次都是客

人在饭店点单，饭店将信息提供给他们。

他们就联系上海的袁某、马某等人进行交

易，交易时都用暗语，称呼穿山甲为“地

龙”、“地老鼠”、“球”。阅读原文 

 

 

 

 

 

 

 

 

 

 

 

 

 

 

 

 

 

 

 

 

 

 

 

 

 

 

 

 

 

http://news.cz001.com.cn/2018-08/28/content_34964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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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执法动态 

 
老挝关闭金三角 Don Sao 市场中销售非法野生物的店铺 

2018-08-02，老挝——老挝通讯社（Lao News Agency）报道，由 Bokeo省省级野生动

植物执法网络（P-WEN）和森林检查部门（DoFI）在缉查行动中查封了在臭名昭著的金三

角地区的 4家非法野生物制品店，没收了近 400 件物品，包括许多濒危野生动物身体部

分制成的手镯、项链、吊坠等等。这四家商店均由华人经营，是在金三角区域内有名的

非法贸易枢纽，该区域是泰国、老挝、缅甸的交汇处，有许多市场都存在出售濒危野生

动植物制品的现象，如虎制品、象牙、穿山甲等。阅读原文 

 

马来西亚查获了大量发往越南的犀角 

 
2018-08-20，马来西亚吉隆坡——8月 13日，吉隆坡国际机场海关查获了 50枚犀牛角，

是目前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犀牛角查获量。这些犀角都被包装在一个将运输至越南河内的

货运箱里，其中还有九具肉食动物的尸体。Pos Aviation 出口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对一批

货物产生了怀疑，随机通知了马来西亚皇家海关，后者又邀请了马来西亚半岛野生动物

和国家公园管理局(Perhilitan)。Perhilitan 总干事 Dato'Abdul Kadir Abu Hashim 表

示，负责管理货物的代理商正在接受调查，初步调查显示运输证明的相关文件中使用了

虚假信息。犀角和动物尸体的来源不明。阅读原文 

https://laotribune.com/laos-closes-down-illegal-wildlife-trade-shops-at-don-sao-market-in-golden-triangle-2/
https://www.traffic.org/news/malaysia-makes-massive-vietnam-bound-rhino-horn-seizure/
https://www.traffic.org/news/malaysia-makes-massive-vietnam-bound-rhino-horn-seiz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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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破获向越南走私穿山甲案 

2018-08-22，喀麦隆——喀麦隆当局逮捕了 6 名男子，罪名是将 700公斤穿山甲和穿山

甲鳞片从中非共和国走私到越南。喀麦隆野生动物保护署表示，他们上周在杜阿拉国际

机场将这六名正在试图走私穿山甲的男子逮捕。野生动物保护署官员 Suh Ngwa 说，穿

山甲是从中非首都班吉经由陆路运到杜阿拉的。犯罪嫌疑人试图用飞机将这些濒危动物

和部分动物从尼日利亚空运到亚洲。“他们(被捕的嫌疑人)告诉我们，大约有 230 只大

穿山甲和 26只小穿山甲将被运往亚洲——准确地说是在越南，”这名官员说。阅读原文 

 

 

https://www.voanews.com/a/cameroon-busts-pangolin-trafficking-to-vietnam/4539278.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