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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8 年 10 月） 

国内执法动态 

吉林警方破获跨国收售濒危动物制品案:

案值两千万 

 
2018-10-08，吉林——近日，吉林省森林

公安局公布一起跨国非法收售濒危野生

动物制品案。今年 3 月 26 日，吉林省森

林公安局警方得到线索：2017年 5月，韩

某、邢某以 30 万元的价格将犀牛角出售

给吉林桦甸市的张某。警方继续深挖上线，

发现该案背后有一个非法收购、贩卖濒危

野生动物制品的利益链条。锁定嫌疑人和

证据链后，经过百余名警力跨北京、河北、

黑龙江等十余省市全力抓捕，于 2018 年 8

月 3日成功打掉了境外到境内的输送链条，

共抓获涉案人员 18人，收缴犀牛角 26根、

象牙制品 110 件，案值近 2000 万元。据

悉：犯罪嫌疑人从境外走私犀牛角的价格

是 8 万元，卖了一手之后变成 12 万元，

再卖一手之后变成 22 万元，再卖一手之

后变成 30 万元。目前，该案已经侦查终

结，相关犯罪嫌疑人已被移送审查起诉。 

阅读原文 

 

 

 

 

 

 

 

 

女子从境外走私羚羊角获刑 

 
2018-10-08，北京——2018 年 1月 8日凌

晨，马女士乘坐的从莫斯科出发的 SU200

次航班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2航站楼。

下飞机后，将羽绒服放在行李车上的马女

士同其他乘客一起走入机场无申报通道

准备通关。过检时，海关关员发现马女士

携带的羽绒服中似乎有些异样，遂要求她

交出羽绒服接受检查。经检查发现，在其

羽绒服内侧自行缝制的口袋中装着用黑

色塑料袋及胶带精心包裹的 12 件羊角制

品。12件羊角制品均来源于野生高鼻羚羊，

属于濒危动物制品，是被列入《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一级的保护动物，涉

案羚羊角制品共价值人民币 24 万元。近

日此案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并当庭宣判，被告人马女士因走私羚

羊角制品，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并处罚

金 35000元。 

阅读原文 

 

 

东兴海关查获走私砗磲 26个 

 

http://m.news.cctv.com/2018/10/08/ARTISLWKkNE58hCB0O6pdNEG181008.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8/10-08/864394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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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08,广西东兴——9月 5日，南

宁海关隶属东兴海关缉私部门在东兴市

查获了一起重大走私砗磲案，现场查获

涉嫌走私入境的砗磲 26个，案值约 100

余万元。为了逃避执法部门的检查，犯

罪嫌疑人将涉案的砗磲用绿色编制袋包

裹的泡沫箱进行分装，藏匿于箱式货车

内部，并在表面用木板、包裹、日用杂

货等掩盖伪装。目前，海关缉私部门已

经对该案刑事立案侦办，对 2名犯罪嫌

疑人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阅读原文 

 

 

 

摸排宠物市场 福建走私鹦鹉案浮出水面 

 

2018-10-12，福建厦门——今年年初，

厦门海关缉私局在对国内宠物市场进行

调研时发现，市场对鹦鹉的需求量很

大，而且很多卖家都称，这些鹦鹉都是

从境外进口来的。厦门海关缉私局立即

成立专案组，对这一线索进行立案侦

查。通过摸排，专案组发现，在福建的

厦门、福州，存在一个与台湾走私团伙

内外勾结、通过海上偷运渠道大肆走私

鹦鹉的犯罪团伙。大陆的走私团伙与台

湾的供货商在海上完成货物交接后，就

将船开到福建沿海的非设关地偷运上

岸，而后再将货物交给在岸上接货的嫌

疑人，通过直接送货、省际大巴或者航

空货运等方式，将走私进来的鹦鹉交付

给各地的买家。日前，专案组获得信

息，台湾走私团伙在大陆的下线林某团

伙又要走私一批鹦鹉入境，当晚，缉私

部门联合海警等部门开展了收网行动。

晚上十点，装载走私鹦鹉的走私船停靠

在福建连江县黄岐镇某码头，犯罪嫌疑

人将鹦鹉刚刚装上车，与下家进行交接

时，缉私人员出现在现场。在闽侯的鹦

鹉养殖场，林某等犯罪嫌疑人也被抓

获。收网行动中抓获犯罪嫌疑人 9名，

现场查获走私活体鹦鹉等珍稀鸟类 395

只，查扣走私船舶一艘。经鉴定，这些

鹦鹉都是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附录 II物种。经初步查证，该案

涉嫌走私活体鹦鹉 14000多只，案值约

2200 万元人民币。阅读原文 

 

 

 

 

苏州海关查获邮寄进境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黄金蟒 

 
2018-10-16，江苏苏州——9月 29 日，

南京海关隶属苏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在

进境邮件中查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金

蟒 1条。10月上旬，苏州海关缉私分局

将涉嫌走私该保护动物的犯罪嫌疑人何

某抓捕归案。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

查中。阅读原文 

 

 

 

 

为给妻子治肝病桐庐男子四处求购穿山

甲 最终却等来了公安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3728755947405222&wfr=spider&for=pc
http://news.sina.com.cn/s/2018-10-12/doc-ihmhafir1185233.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425/2042400/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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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22，浙江杭州——桐庐富春江镇

俞赵村一对年近六旬的农家夫妻联系桐

庐本地的野味供应商黄某买穿山甲。黄某

联系其上家丽水黄某，用微信交了订金。

丽水黄某其上家是远在衢州江山的王某，

其在当地以 5080 元收购了穿山甲。最终

几经辗转穿山甲以 17800 元卖给老夫妇。

6月 29 日，桐庐森林公安在富春江派出所

的帮助下，侦查到黄某手机中有穿山甲的

照片，并有疑似交易穿山甲的敏感词汇，

故对黄某进行了讯问调查。后在老夫妻家

中搜查出穿山甲冷冻鲜肉、鳞片粉、骨粉

等罪证。随后，森林公安又顺藤摸瓜，分

别逮捕了丽水黄某和江山王某，并于 10月

上旬将此案办结，移交当地检察机关。阅

读原文 

 

 

走私非洲犀角 男子判被 8 个月 

 

2018-10-24，香港——今年 6 月，21 岁的

福建被告，试图从莫桑比克贝拉，经香港

走私超过 3公斤的犀牛角切片——市值约

83 万至 170 万元（港币）到家乡作医疗用

途，在香港被海关查获。這是《保护濒危

动植物物种条例》修改后，首宗获安排到

区域法院审理的案件。最终该被告被判入

狱 8 个月。法官說：判刑比以往的 2 周至

4 个月监禁更具威慑作用。阅读原文 

 

 

 

 

 

 

邮包中截获濒危蛇类 

2018-10-29，浙江杭州——杭州海关驻

邮局办事处关员从一个自台湾进境的邮

包中查获一条活体网纹蟒。邮包申报品

名为保温瓶、毛毯、饰品（自用），开拆

查验发现，邮包内的确含有一个保温

瓶，同时还有一个装着活体网纹蟒的纱

网袋。经鉴定，该活体蛇为濒危动物—

—白变网纹蟒。这是自 9月份浙江省首

次在邮递入境渠道截获濒危活体蛇后，

又一次查获此类濒危物种。阅读原文 

 

 

 

 

 

 

西双版纳打掉一出售象牙制品犯罪团伙 

http://hznews.hangzhou.com.cn/shehui/content/2018-10/22/content_7084965.htm
http://hznews.hangzhou.com.cn/shehui/content/2018-10/22/content_7084965.htm
http://linepost.hk/index.php/news/4854-p181024-5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425/2060568/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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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31，云南西双版纳——2015 年 7

月 1日，西双版纳州森林公安局当场在一

辆物流车上查获 7包 316件疑似象牙制品，

净重 13.258 公斤。2015 年 7月上旬，侦

查民警通过物流等信息锁定了犯罪嫌疑

人，先后在昆明、重庆和福建，将 3个犯

罪嫌疑人抓获。经过审讯，民警发现这个

团伙成员与之前查办的另一起案件有关

联，也就是在 2014 年 11 月 11 日在勐养

查获的 29．02公斤象牙制品案相关。据犯

罪嫌疑人交待，他们从 2014 年开始，以入

股方式，先后 6次从非洲马拉维共和国等

地收购象牙制品 94 公斤，经东南亚、云南

省勐腊县运输入境到福建贩卖的犯罪事

实。2018 年 9月 4日，该团伙的 7名犯罪

嫌疑人全部落网。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阅读原文 

 

 

 

 

 

 

 

 

 

 

 

 

 

 

 

 

 

 

 

 

 

 

 

 

 

 

 

http://www.cnr.cn/yn/ynkx/20181031/t20181031_5244006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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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执法动态 

 

越南查获了来自尼日利亚的超过 2吨的象牙和 6吨的穿山甲甲片 

2018-10-05，越南岘港——越南政府于本月早些时候发布声明表示，越南当局在岘港

的港口发现的一个塑料集装箱内查获了超过 2吨的象牙和 6吨的穿山甲甲片。据调查

显示该集装箱的来源国是尼日利亚，而就在这之前，据河内的国际机场有关部门表

示，他们在货物箱中查获的近一吨的象牙和穿山甲甲片也同样是从尼日利亚运输而

来。在越南查获的穿山甲甲片大多数来自非洲，其出口地主要是越南和中国市场。阅

读原文 

 

 

越南查获了 13根运自南非的犀角 

 

2018-10-12，越南河内——越南海关在河内的内排国际机场查获了 13 只寄自南非的犀

牛角。这批犀角在卡塔尔航空航班号为 QR8954 的飞机上，寄件人在南非，10 月 4日飞

机到达内排机场，而来自越南的收件人拒绝接收包裹。提单上的发件人是一家名为

EXQUISITE GLOBAL SIPPING＆LOGISTICS SUITE 101 KEMPTON PARK JOHANNESBURG 

SOUTH AFRA的南非公司，收货人是位于河内 Soc Son 区的 Truong Van Nam。10 月 8日

上午，在仓库代表、卡塔尔航空公司及相关人员的见证下，主管机构打开了包裹，发

现了 13 只犀牛角。有关机构仍在确定包装中犀牛角的重量和类型。阅读原文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vietnam-wildlife-trafficking/vietnam-seizes-eight-tonnes-of-ivory-pangolin-scales-idUSKCN1MF0GT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vietnam-wildlife-trafficking/vietnam-seizes-eight-tonnes-of-ivory-pangolin-scales-idUSKCN1MF0GT
http://en.nhandan.org.vn/society/item/6718902-vietnam-seizes-13-rhino-horns-at-noi-bai-air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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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从印度带沙图什披肩被印度海关查处随后被逮捕 

 
2018-10-20，印度德里——10 月 19日，印度《论坛报》援引该国官方声明发布了这

则消息。声明称，两名中国女性 18日在即将登上从德里飞往上海的航班时被拦住。因

为印度海关官员从她们的托运行李中搜出了十五条沙图什披肩，随后二人被逮捕。 

该披肩由藏羚羊等毛发制成，被严格禁止进行国际交易。这些披肩的市场估价约

为 45 万卢比。接手该案件的兰迪律师事务所管理委员会主任刘逸星介绍，目前，印度

海关以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为由，追究两人的刑事责任。首先罚款 45万人民币，其次要

羁押她们，可能会被判处 3-7 年的有期徒刑。刘逸星说，他们在接到该案件后第一时

间前往海关进行交涉，同时就羁押行为起诉到德里地方法院，法官基本同意辩护意

见，可当天开始办理保释手续。 

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也发文提醒，赴印度中国公民切勿携带藏羚羊羊毛等违禁野生

动植物制品入出境。阅读原文 

 

 

 

 

https://3g.163.com/news/article/DUIRFGEK0001875P.html?from=groupmessage#adaptation=pc&refer=https%3A%2F%2Fm.weibo.cn%2Fstatus%2F4297289532775032%3FsourceType%3Dweixin%26wm%3D9006_2001%26featurecode%3Dnewtitle%26from%3Dsinglemessage%26isappinstalled%3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