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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9 年 1 月） 

国内执法动态 

云南瑞丽查获违规出口濒危植物鲜石斛

2.8 吨 

 

2019-01-04，云南瑞丽——1 月 2 日，昆

明海关所属瑞丽海关查获一起违规出口

濒危植物鲜石斛案，共查获鲜石斛 2.8吨。

当天在瑞丽边民互市市场内，边民帅某某

向海关申报出口一批食品，经过智能卡口

对载货车辆重量的比对，关员发现重量存

在异常，于是要求帅某某打开货车箱门，

接受海关查验。当前面两排的箱子被卸下

后，关员发现车内货物的包装由纸箱变成

了一个个绿色且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而编

织袋内所装的是一捆捆绿色的新鲜植物。

在质问下，帅某某辩称这些植物只是水草。

然而经过鉴定，这些植物为鲜石斛。目前，

案件已移交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阅读

原文 

 

广西女子将穿山甲鳞片绑在脚踝被抓

2019-01-13，广西南宁——1 月 9 日上午

9时 28 分，一外籍女子从东兴口岸无申报

通道入境，步履略僵硬，裤子口袋鼓胀，

似乎塞了不少物品。在值班关员的示意下，

她俯身将身上的小包放上 X 光机传送带。

关员观察到她经过海关检查台前通道时，

神色紧张，眼神闪躲，带的小包空瘪，裤

子口袋倒是塞满东西，感觉可疑。该女子

非常紧张，称口袋里是钥匙之类的小物件。

在海关关员严肃要求下，女子才从裤兜里

掏出一些褐色的动物鳞片。经检查，海关

关员在女子裤兜部分掏出 385.4克动物鳞

片，并在其双脚脚踝部位查获用透明胶带

绑缚夹藏的 468.2 克同类物品，共计查获

853.6 克，均疑似穿山甲鳞片。该女子称

这批动物鳞片是其为赚取酬劳，以“人肉

运输”方式携带入境。阅读原文 

 

 

 

浙江警方破获一起非法买卖象牙制品案 

 
2019-01-16，浙江浦江——2018 年 5月 9

日，浦江县公安局民警得到线索有人在非

法出售象牙制品，经查明张某等人从 2016

年左右至今从广州微信号为“杨某”等多

人手中购买象牙制品，之后通过微商等方

式进行出售。2019 年 1月 11日上午 10时

许，犯罪嫌疑人田某、杨某、何某被民警

https://g1m.cnr.cn/xml/524471132_yd_20190104.html
https://g1m.cnr.cn/xml/524471132_yd_20190104.html
http://www.nnnews.net/news/201901/t20190113_21013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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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获，在嫌疑人居住的房间内、书房、厨

房、杂物房、保险柜等地点都查获到上百

件象牙制品，估计价值达百万余元。犯罪

嫌疑人田某供述，近年来，其先后通过不

同渠道买入象牙制品，存放在家中，再通

过微信、QQ发布出售信息，并留下手机号

码等联系方式进行交易。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侦查中。阅读原文 

 

 

 

女子携象牙首饰入境 长沙海关依法销毁 

 
2019-01-17，湖南长沙——长沙海关工作

人员在对老挝万象飞往长沙航班的入境

旅客进行例行检查时，从旅客王某随身携

带的皮包里，查获了 7件象牙质首饰。海

关已经告知王某，这批象牙质首饰没有取

得进出口证明书，已经被定性为禁止进境

物，将会依法予以销毁，所有损失由王某

自行承担。货主王某表示，这些象牙质首

饰她在老挝当地花了 3万多元人民币购买

的，当时商贩承诺这些是手工艺品，可以

携带入境。阅读原文 

 

 

 

广西凭祥海关查获玳瑁走私案 

 

2019-01-19，广西凭祥——1 月 6 日晚上

10点，浦寨互市关口现场关员对一辆面包

车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后备箱里放有 2

只深棕色及 1只金黄色外壳的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玳瑁标本，总重 20.8 千克。经询

问，司机也无法提供携带该批物品的合法

证明，现已经将案件移交给缉私分局处理。

阅读原文 

 

 

 

象牙手镯藏鞋里被海关当场查获 

2019-01-19，广东广州——1 月 7 日，白

云机场海关现场关员在一名中年男子的

行李箱中，查获用衣物包裹的象牙手镯、

手链及珠粒 51 件、重约 750 克。这是该

关 2019 年查获的首宗违规携带象牙制品

进境案。1月 14 日，一班自亚的斯亚贝巴

的进境航班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现场

关员通过分析行李物品 X光图像，查获一

名男性旅客藏在鞋子里的象牙手镯 4 件、

重约 200克。同日，关员在对一件同样自

亚的斯亚贝巴飞抵广州的迟到行李进行

查验时，查获藏在奶粉罐和糕点盒中的象

牙制品 10件、重约 680 克。11日、15日，

机场海关又分别在进境旅客随身行李中

查获藏匿在腰果和水果糖罐内、香皂盒中

以及衣物里的象牙手镯、手链、挂坠共 17

件、重约 434 克。目前，上述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据白云机场海关旅检处副处

长李建军介绍，9 天查获的 5 宗违规携带

象牙制品进境情事，全部集中在亚的斯亚

贝巴进境航班；且都有明显的主观藏匿行

为，具有较强的迷惑性。阅读原文 

http://news.sina.com.cn/sf/news/ajjj/2019-01-15/doc-ihqfskcn7235208.shtml
http://hunan.sina.com.cn/news/s/2019-01-17/detail-ihqhqcis6873506.shtml?from=hunan_ydph
http://m.sohu.com/a/290134736_120028101
http://law.southcn.com/c/2019-01/19/content_1848834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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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东兴咖啡盒里查获 8枚象牙手镯 

 

2019-01-25，广西东兴——1月 24 日中午

12时许，东兴口岸入境大厅内，一名外籍

旅客携带者一个挎包和两个编织袋从东

兴口岸入境通道入境，行李中满满当当装

着各种物品。当这名旅客在现场关员的指

示下将行李放入海关 X光机检查时，关员

发现其中一个编织袋的过机图像有异常，

于是立即截下这名旅客，开展人工查验。

这个袋子中装满了类似快递包裹般的物

品。其中一个快递包裹中，有四个外包装

图案为咖啡的盒子，在每个咖啡盒中，均

夹藏有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环状物品，拆开

塑料袋后，发现 8枚白色骨质手镯。经现

场物项识别仪快速识别，初步认定这 8枚

手镯为象牙制品，经称重，合计 577.1克。

阅读原文 

 

 

 

南宁海关连续查获涉走私象牙制品 

2019-01-29，广西南宁——南宁邮局海关

关员在进口邮件监管现场，对一件来自新

喀里多尼亚寄至广西北海的邮件过 X光机

检查时，发现呈现绿色的雕刻摆件图像，

察觉到异样，遂要求对该邮件进行开箱彻

查。从问题邮件里查到一件通身白色、粗

糙不光滑的人物雕刻摆件。经检测仪检测，

初步认定为象牙制品，重为 122.2克。在

另一起案件中，关员再次发现一件邮件机

检成像异样，初步认定 3件白色方块疑似

象牙制品，重为 86.5克。海关目前已对上

述疑似象牙制品进行暂留，待送鉴定机构

作进一步鉴定处理。阅读原文 

 

 

 

深圳、厦门海关查获玳瑁等濒危动植物制

品 

2019-01-29，深圳、厦门——1月 21 日 13

时左右，一名男子从皇岗口岸旅检入境大

厅入境。经过 CT 机图像显示，该旅客行李

内存在大量大小不一的螺状物品。经开箱

检查，海关关员在该旅客行李内查获疑似

鹦鹉螺化石 18件、玳瑁饰品 28 件、海柳

制品 20 件、玛瑙原石 201 个，共计 267

件。该男子称，上述物品来自马达加斯加，

应朋友委托携带入境，朋友称这都是工艺

品，准备在内地倒卖。目前，案件已移交

缉私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另一起案件中，

三明某商务有限公司向厦门海关下属东

渡改观申报出口一批竹制茶盘，目的地韩

国。东渡海关查验关员发现，该批货物申

报虽品名单一，但顶数与规格繁多，且木

种的拉丁文申报较为含糊，并在货物底部

发现与前部货物截然不同的包装。经彻底

查验并核实，共计 60 套木质茶盘属于刺

猬紫檀制品，该木种于 2017 年 1 月 2 日

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 II。目前，该票货物已移交后续处置

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福建厦门海关查获 563 克象牙制品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90125/newgx5c4b1b87-17994939.s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1/id/3718701.shtml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9/01/id/3718701.shtml
http://sn.people.com.cn/n2/2019/0129/c378297-325899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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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30，福建厦门——厦门海关查获

旅客张某斌携带的疑似象牙制品 292 克、

旅客李某溪携带的疑似象牙制品 271 克。 

经查，当事人张某斌、李某溪为中国在柬

埔寨务工人员，在柬埔寨某地寺庙地摊上

分别以 350美元和 500美元购买上述疑似

象牙制品供自用。这两名旅客入境过程中

未对象牙进行藏匿。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阅读原文 

 

 

 

 

辽宁大连 2710 克涉嫌走私犀牛角被查获 

 

2019-01-31，辽宁大连——近日，大连海

关海关在对香港至大连进境航班进行监

管时，从一名旅客的托运行李中当场查获

以饼干、巧克力盒包装，拟夹藏走私进境

的疑似犀牛角物品四支，重量共计 2710克。

目前，该案已移送缉私部门作进一步调查

处理。阅读原文 

 

 

 

 

 

 

 

 

 

 

 

 

 

 

 

 

 

 

 

 

 

 

 

 

 

 

http://xm.fjsen.com/2019-01/31/content_21944609.htm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xwfb34/302413/302417/bhysdzw/djqtbwwzjzpzs/228398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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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执法动态 

尼日利亚海关查获了价值 84 亿尼日利

亚奈拉的走私物品，其中包括穿山甲片 

2019-01-01，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海

关于本月初宣称，在 2018 年 11月至

12月 30日间，尼日利亚海关共查获了

195袋穿山甲甲片，总重 7560.9公

斤，涉案价值 84亿尼日利亚奈拉。除

穿山甲甲片之外还包括一些药物和烟

花，目前与此案相关的 7人均被逮捕。

阅读原文 

 

 

南非搜查犬截获了 116 千克犀角 

  
2019-01-10，南非——南非方面查获了

116千克走私出境的非法犀角。这批查获

的犀角包括 36 根完整的犀角和一些犀

角碎片，价值大约 130 万美元。南非约

翰内斯堡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的海关

关员称，这批走私货物是被 Lizzy——一

只搜查犬发现的。犀角被紧紧包在箱子

内，与日常用品如装饰品等混在一起。这

8个箱子原本是要发往迪拜的。阅读原文 

 

 

 

 

 

 

琅勃拉邦在突击检查中查获了非法象牙 

 

2019-01-11，老挝琅勃拉邦——据《万

象时报》报道，老挝森林监管部门、农

业与林业部、老挝野生物执法部（Lao-

WEN）以及地方当局最近在琅勃拉邦省

的一家纪念品商店内进行了突击检查，

共查获了 3400 多件象牙制品，总重量

达 73.8 公斤。这些象牙制品被藏匿在

商店柜台下的秘密抽屉里，同时查获的

还有包括鹿角在内的野生动物的角。目

前所有查获的象牙制品已被没收，并将

被作为证据，该店店主已被拘留。阅读

原文 

 

 

https://punchng.com/customs-intercept-n8-4bn-pangolin-scales-other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46823797
https://elevenmyanmar.com/news/illegal-ivory-seized-in-raid-on-luang-prabang-shop-asianewsnetwork
https://elevenmyanmar.com/news/illegal-ivory-seized-in-raid-on-luang-prabang-shop-asianewsnet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