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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8 年 9 月） 

国内执法动态 

 
广西南宁查获 4只走私穿山甲 

 

2018-09-06，广西南宁——9月 4日， 

环邕检查站蒲庙南卡点对过往车辆进行

例行检查。一辆桂 P牌照白色小车冲卡

逃离现场。南宁交警驾驶警车追赶，后

在路边发现司机已经遗弃车辆逃跑。交

警在车辆后尾厢搜查出 4只活体穿山

甲。目前，穿山甲已移交给闻讯赶来的

南宁市森林公安局，该冲卡案件已由辖

区派出所进行调查。阅读原文 

 

 

广东快递里面藏有象牙首饰

 

2018-09-10，广东连南——2016 年 9月

20日，房某接到其丈夫打来的电话，叫

其去快递收货点收取快递。房某签收快

递包裹时被连南县森林分局民警控制，

并当场拆封房某签收的包裹，发现乳白

色雕花手镯 34个。经鉴定：其中 21件

样品（共净重 1388 克）均为哺乳纲长鼻

目象科现代象象牙制品，估算总值为

57833.796元人民币。近日连南县人民法

院审理了该案，并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

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

元。阅读原文  

 

 

深圳两旅客携濒危象牙雕像入境被查  

 
2018-09-17，深圳罗湖——2018 年 7月

1日，一男一女两名旅客入境被查，经检

查，两人的背包中各有一根雕像形状的

长条物品，经鉴定，涉案物品确为“象

科现代象象牙制品”，共 1323 克。目

前，案件已被海关立案查处。阅读原文 

 

 

 

 

河北男子买象牙制品被罚款还获刑 

2018-09-17，河北沙河——2016 年 1月

至 3月间，魏某通过微信以 350元的价

格，购买直径 2厘米的象牙“三通”1

枚；以 260 元的价格，购买直径 2厘米

的象牙“鬼工球”1枚。经鉴定，涉案物

品重量为 0.01174 千克，均为象牙制

品，价值 489 元。沙河口区法院判处魏

某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

人民币 3000 元。阅读原文 

 

 

http://gx.sina.com.cn/news/nn/2018-09-06/detail-ifxeuwwr4215711.shtml?from=gx_tttj
http://gd.people.com.cn/n2/2018/0910/c123932-32035243.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9-07/doc-ihitesuz7973697.shtml
http://dl.sina.com.cn/news/m/2018-09-17/detail-ifxeuwwr50634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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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硕士倒卖一副象牙象棋获刑 

2-18-09-18，山东济南——2016 年 8

月，程某在经营微商期间，为谋取非法

利益，伙同他人通过微信、快递物流等

方式，非法加工倒卖象牙象棋一副，价

值 56667元，并非法获利 500元。2016

年 12 月，济南市森林公安局在清查过程

中，在程某济南市的暂住地扣押珍贵野

生动物制品一宗，价值 4725 元。近日，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

一审判决，程某犯非法收购、出售珍贵

野生动物制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三千元。阅读原文 

 

 

上海破获非法售卖犀牛角和象牙制品案 

 
2018-09-18，上海——2018 年 6月下

旬，陈先生通过微信花了 500元买了一

颗宫廷秘制安宫牛黄丸，卖家还同时向

他推荐犀牛角和象牙制品。陈先生随即

向相关部门举报。根据陈先生提供的线

索，长宁区公安分局食药环支队发现，

卖家向某不但非法出售假药，还在微信

朋友圈兜售犀牛角和非洲象牙制品。干

警奔赴浙江、四川等地一举将这一非法

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犯罪团伙

捣毁，抓获以向某为首的 3名犯罪嫌疑

人，现场查获重 7千余克的犀牛角 9根

以及各类珠串。经市野生动物保护专家

鉴定，均为犀牛角和象牙制品，初步估

计涉案金额 230余万元。阅读原文 

 

银川海关首次在国际快件中查获濒危动

物制品 

 

 

2018-09-18，宁夏银川——近日，银川

海关在对一单来自美国、申报品名为

“石刻艺摆饰品”的国际快件进行查验

时，发现内有疑似骨制品并且未向海关

申报。经司法鉴定机构鉴定，发现其中

有两件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骨制

品，属于濒危动物制品。据了解，这是

银川海关快件监管中心首次查获此类物

品，快件代理企业也无法出具任何审批

文件。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濒危动植物

及其制品出入境必须通过相关部门审

批。目前，银川海关已对快件企业予以

警告，依法对该批物品扣留并进一步处

置。阅读原文 

 

 

“蓝天 2018”专项行动 福州打掉 3个走

私犯罪团伙 

 
2018-09-18，福建福州——9月 18日，

福州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在

“蓝天 2018”专项行动第四轮集中打击

查缉行动中，查扣濒危动植物制品红珊

http://news.sina.com.cn/o/2018-09-18/doc-ifxeuwwr5531164.shtml
http://news.sina.com.cn/o/2018-09-18/doc-ifxeuwwr5531164.shtml
http://jjdf.chinadevelopment.com.cn/xw/2018/09/1355540.shtml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18-09/18/c_112344955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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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 147.47千克、海马干 379千克、沉香

木 319 千克等货物，涉案案值近 1亿

元，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红

珊瑚价值 6000余万元。今年来，福州海

关参与“蓝天 2018”专项行动，共查办

走私濒危物种案件 28起，案值约 1.9 亿

元。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查获走私“海洋活化石”鹦鹉

螺壳案 

 
9月 19日，福建厦门——2018 年 5月 10

日，厦门海关发现一票申报自菲律宾进

口的“贝壳类”货物存在较大走私风

险。在查验过程中，厦门海关从该票货

物中发现大量疑似鹦鹉螺壳和珊瑚状物

品。该关立即组织缉私警力对该案两名

嫌疑人进行抓捕。与此同时，厦门海关

对犯罪嫌疑人报关进口的另一票“贝壳

类”货物进行布控查验。经现场清点，

厦门海关共计查获疑似鹦鹉螺外壳达 662

个，疑似石珊瑚、苍珊瑚 2800千克。经

专业资质部门鉴定，厦门海关本次查获

的疑似鹦鹉螺壳确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鹦鹉螺的外壳。目前，该案在进一步侦

办中。阅读原文 

 

 

 

 

 

 

 

 

 

 

 

内蒙古查获大量野生动物制品 

 
2018-09-20，内蒙古二连浩特——6月 2

日，二连浩特市森林公安局接到举报，

称某店铺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制

品。民警在现场查获大量疑似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通过犯罪嫌疑人交代的

线索，民警前往山东、江苏等 5个省市

侦查，历时 3个多月抓获涉案犯罪嫌疑

人 8名，并查获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象牙制品 27 件、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玳瑁

和海龟等动物标本 238只、熊牙 3颗、

高鼻羚羊角 145根，涉案金额超过 500

万元。经查明：高鼻羚羊角 145根，是

蒙古国犯罪嫌疑人敖特根巴雅尔从蒙古

国走私进入中国的。现在犯罪嫌疑人全

部缉拿归案，出售的野生动物制品全部

追缴，主犯刘某现在已被二连浩特市人

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阅读原文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8/09-18/8630635.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fz/shipin/cns/2018/09-19/news786315.shtml
http://www.northnews.cn/2018/0920/29351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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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破获非法买卖虎皮案 

 

2018-09-23，广西崇左——9月，根据崇

左警方掌握的线索，其中一名涉案人员

为元宝山区居民。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

森林公安局与广西警方共同对案件信息

进行分析研判，很快掌握了嫌疑人的活

动轨迹、活动范围等重要信息。9月 22

日，两地警方制定抓捕方案，联手将嫌

疑人张某抓获。经查，2018 年 1月，犯

罪嫌疑人张某通过网络交易以 5万元(人

民币)的价格购买虎皮一张，通过快递方

式从广西邮寄至元宝山区平庄镇。收到

货物后，张某将购买的虎皮转赠给孙

某。在掌握了孙某的行踪后，两地警方

联手将孙某缉拿归案，并成功追缴了涉

案的虎皮一张。阅读原文 

 

 

广州海关破获穿山甲鳞片走私大案 

 

2018-09-26，广东广州——7月 11日,广

州海关对一票申报进口的花岗岩毛板进

行检查。经检查，花岗岩毛板下藏有大

量白色编织袋共 113 包,每袋装有约 20

公斤穿山甲鳞片,重约 2260 公斤。经对

比大量单证和电子数据，先后在广州某

码头扩线截获同样手法夹藏走私进境的

两柜穿山甲鳞片，分别重约 2693.5千

克、2308.5 千克。至此，该案查获穿山

甲鳞片总重已达 7262 千克。抓获吴某、

杜某、刘某、梁某等 4名犯罪嫌疑人。

经查，犯罪嫌疑人从非洲收购穿山甲鳞

片，装船发回国内，货物抵达国内码头

后，找报关公司以花岗岩毛板伪报进

口。目前,肇庆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对主要

犯罪嫌疑人刘某执行逮捕。阅读原文 

 

羽绒服夹带 12件羚羊角制品 女子因走

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获刑 3年

 

2018-09-26，北京——2018 年 1月 8日

凌晨，马某从莫斯科飞至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其在入境时选择走无申报通道通

关，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被海关关

员当场从其随身携带的羽绒服内侧自行

缝制的口袋中，查获用黑色塑料袋及胶

带包装的疑似羚羊角 12根。经鉴定及检

验，12 根疑似羚羊角均来源于高鼻羚羊

(赛加羚羊)，价值 24万元。法院当庭对

案件进行了宣判。马某因走私珍贵动物

制品罪被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5000

元。阅读原文 

 

 

 

 

 

 

http://www.cankaoxiaoxi.com/tg/sgrck/20180923/2330629.shtml
http://www.sohu.com/a/256742233_800125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8/09/26/5077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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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海关查获涉嫌走私入境活体穿山甲 

 

2018-09-27，广西东兴——19日夜间，

缉私民警在防城区华石镇那窿村附近发

现可疑车辆，驾驶人员察觉到异常后弃

车逃逸。缉私民警在对车辆检查的过程

中发现车内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当

缉私民警检查到车辆后排座位时，拉起

坐垫后一个改装的暗格出现在眼前，原

来走私分子将后座底部掏空并加装暗

格，将用编织网袋装着的穿山甲藏匿在

暗格中，现场查获涉嫌走私入境的活体

穿山甲 16只。目前查获的活体穿山甲已

移交地方林业部门做后续处理，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http://news.gxtv.cn/201809/news_20769734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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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执法动态 

     
越南内排国际机场口岸海关查获 1吨走私穿山甲鳞片 

 

2018-09-29，越南河内——9月 29日内排国际机场口岸海关分局透露，该分局同有关

部门发现并查获从尼日利亚运往内排机场的一批货物，该批货藏有 1顿象牙、象牙制

品和穿山甲鳞片。此前，9月 28日，内排国际机场口岸海关分局对 9 月 21日从尼日利

亚运往内排机场的两份提单的 24箱货物进行检查。这两份空运提单由土耳其航空承

运。有关部门对 23572309952 号提单中的 4箱货进行检查并发现里面藏有疑似象牙制

品的物品。有关部门对疑似象牙制品进行鉴定，鉴定结论表明，确定该物品为象牙制

品，包括重量为 50 公斤的 63件象牙，以及重量为 143 公斤的部分象牙首饰；这 4个

箱子重量达 193公斤。此外，有关部门还对 23572309963 号提单中的 20个箱子进行检

查后发现里面藏有疑似穿山甲鳞片的物品。越南科技学院已经采集样本来追溯物品的

来源。阅读原文 

 

 

 

 

 

 

 

 

 

 

 

 

https://vietnamnews.vn/society/466888/ha-noi-airport-seizes-tonne-of-pangolin-scales-and-ivory.html#SZZxPkvHJ1VMJxT8.97
https://cdnimgzh.vietnamplus.vn/t660/Uploaded/wbxx/2018_10_01/te_te.jpg


 
 

 
 
 

纳米比亚一男子被查出携带十根象牙 

2018-09-17，纳米比亚——一名 33岁男子因被查出持有 10根象牙，在卡蒂马穆利洛

被捕。警方称，当他们在每日非正式定居点逮捕该名男子时，此嫌疑人正开车进城镇

出售象牙。赞比西河地区的行动指挥副专员 Joseph Nehemia 证实了这次逮捕。“嫌疑

人当时正在 B8高速公路上行驶，他开着一辆保险公司的车，我们紧随其后。但嫌疑人

在警方指示其停车后依然没有停下。警员随后向空中警示鸣枪，迫使他停下来。” 

Joseph Nehemia称在警告开枪后，嫌疑人驶下马路并试图从步行逃离现场，但警方的

行动更加迅速。“当我们打开小货车的后备箱时，我们发现了 10 根象牙，随即逮捕了

他”，他解释道。犯罪嫌疑人于 9月 17日现身卡蒂玛-穆利洛地方法院。纳米比亚方

面还未能鉴定象牙的价值，警方称尚未确定象牙的来源。阅读原文 

 

 

https://www.namibian.com.na/71378/read/Man-found-with-10-elephant-tus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