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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9 年 3 月） 

国内执法动态 

江苏南京查获一批象牙及红珊瑚制品 

2019-03-05，江苏南京——近日，南京

海关隶属苏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关员在

监管日本进境邮件中查获疑似濒危动植

物制品一批 37件，其中 11件为象牙制

品，共计 49克，26件为红珊瑚制品，共

计 152 克。阅读原文 

 

银川海关截获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石珊瑚 

 

2019-03-05，宁夏银川——近日，在银

川机场出入境旅检现场，银川海关查获

入境旅客违规携带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石

珊瑚，共 1 株，重 390 克。当日早 5 

时许，海关关员在对迪拜至银川的航班

进行监管时，发现旅客行李物品的 X 光

机图像疑似国家濒危物种，经过开箱查

验，确认其为石珊瑚。旅客称其在迪拜

海滩游玩时发现一块纹路色泽漂亮的

“石头”，想带回家给孩子玩耍，在旅

检关员对“石头”验明正身后，旅客当

即放弃。“如果知道是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一定不会带其入境，以后在国外不

敢随便捡东西带入国内了。”该旅客

称。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 查获疑似象牙制品入境案 

 
2019-03-06，广东深圳——2月 28日，深

圳海关隶属皇岗海关在皇岗口岸入境小

车道，查获一宗旅客违规携带疑似象牙制

品入境案件。当天上午 10时，一辆两地牌

小车从皇岗口岸小车道入境，被海关列为

查验对象。该车入境时未向海关申报，经

海关人工检查，在该车后尾箱行李内查获

疑似象牙制品 1个、重 300 克，象牙小制

品 4个、重 193克，当事人称上述物品在

国外旅行时购买。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

相关部门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兰州海关严打濒危物种走私 查获老挝入

境象牙制品 

http://news.sina.com.cn/o/2019-03-05/doc-ihrfqzkc1437451.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mtjj35/2328056/index.html
http://k.sina.com.cn/article_2001851851_7751d5cb02000fow7.html?from=news&subch=o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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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3-6，甘肃兰州——兰州海关 6日披

露，该关近日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在对一

班由老挝琅勃拉邦飞抵兰州的进境航班

进行监管时，现场查获 4名旅客随身佩带

象牙手镯 4件，重 124.5克。这是兰州海

关今年第二次查获象牙制品。今年以来，

兰州海关强化旅检通道精准查缉布控，持

续开展高风险来源地航班舱单分析，利用

智能 CT 机进行多维度同步比对，保持打

击濒危物种走私高压态势，最大限度遏制

象牙等非法贸易行为。阅读原文 

广西凭祥海关查获 9件象牙制品 重约

660 克 

 
 

2019-03-07，广西凭祥——广西凭祥海关

关员在凭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监管现

场对一个来自英国的包裹进行过机检查

时，发现包裹 X光机成像显示异常。工作

人员立即对其转人工开包查验，查获疑似

象牙制白色工艺品 9件，重 660克，另查

获琥珀色制品 1 件，重 60 克。经现场初

步鉴定，上述物品分别为象牙及类似动物

骨制品和玳瑁制品，系凭祥海关跨境电商

监管现场首次查获象牙及其制品。该包裹

通过伪报为书籍、陶瓷餐具、首饰，企图

逃避监管。目前，现场关员已按相关规定

进行处理。阅读原文 

青岛海关连续侦办 2起走私象牙制品进

境案件 

2019-03-08，山东青岛——青岛海关近

日连续侦办 2起涉嫌走私象牙制品进境

案件，在山东、河南抓获涉案人员 3

名，缴获象牙制品 9件，重约 300克。

犯罪嫌疑人薛某某等人，或通过社交网

络联系外籍导游购买，或通过外籍商业

客户赠送等方式获取手镯、吊坠等象牙

制品多件，由境外人员交付货车司机，

用夹藏方式从我国南方边境口岸走私入

境，然后借助快递邮寄到山东等地。阅

读原文 

 

无锡海关查获濒危野生动物制品 

2019-03-12，江苏南京——南京海关隶属

无锡海关在苏南硕放机场连续查获多个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其中查获疑似象骨项

链 1条、疑似鳄鱼皮带 3条、疑似象皮皮

包 1只、疑似砗磲项链 5条、疑似绿檀木

梳 2把、疑似红珊瑚饰品 2批。查获物品

均已扣留待鉴定。阅读原文 

 

罗湖海关查获非法携带濒危野生动物玳

瑁 

 
2019-03-13，深圳罗湖——3 月 6 日，一

http://www.gs.chinanews.com/news/2019/03-06/314325.shtml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619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9-03/08/c_1124210914.htm
http://www.xinhuanet.com/legal/2019-03/08/c_1124210914.htm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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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刚满 18 岁的女生偷带超 4 公斤濒危野

生动物玳瑁背甲壳从深圳罗湖关口入境，

被海关当场查获。该女生背着背包、手提

黑色塑料袋过关时，被海关人员抽查。在

对其行李进行 X光机检查时，罗湖海关工

作人员发现，她的塑料袋中装有大量片状

的可疑物品。海关工作人员介绍：“打开塑

料袋，我们发现了好几十片背甲状的物品，

一片大概有两个巴掌那么大，每片都带有

褐色和浅黄色相间的花纹，浅黄色的地方

颜色比较艳丽，还微微透着光。”当海关人

员进行询问时，该女生有些慌张。该女生

表示，东西是自己帮人带过关的，自己不

知道带的是什么，也并不知道带过关后要

交给谁，“那个人”让她过关后把东西放到

口岸附近的某个快递柜，然后在快递柜旁

边拍个照就算完成任务了。经华南野生动

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上述物品就是海龟

科玳瑁属玳瑁的背甲壳，共计 4390克。目

前，该案已被海关立案处理。阅读原文 

 

上海海关 连续查获象牙制品 

 

2019-03-13，上海——近日，上海海关连

续查获违规邮寄、携带进境象牙制品。3 月

4 日，上海邮局海关通过 X 光机图像检查

和人工查验等手段，在申报品名栏为空的

邮件中，查获疑似象牙制笛子 1件，重 95

克。目前，案件在进一步调查中。 

3 月 5 日，上海浦东机场海关在对一架进

境航班的旅客例行检查中，查获一名中国

籍旅客携带疑似象牙制品 2件，净重 40克

未申报入境。现上述物品已移交海关缉私

部门鉴定。阅读原文 

 

南昌海关 在旅检渠道多次查获象牙制品 

 

2019-03-13，江西南昌——今年一季度，

南昌海关在旅检渠道多次查获象牙制品，

在入境旅客携带行李中先后查获动物骨

制手镯 1件、动物骨制吊坠 3件，总重 40

克，经专业机构鉴定，确定为象牙制品。 

2月 25 日，南昌海关缉私局侦破一起走私

象牙制品进境案，查获象牙制品 3700克。

根据情报线索，南昌海关缉私局发现一名

江西籍犯罪嫌疑人存在通过国际邮包走

私进口象牙制品的重大嫌疑。随后，南昌

海关立即行动，在南昌某古玩市场查获一

批象牙制品，包括象牙餐具、佛雕摆件、

项链、手镯、佛珠、挂牌、画轴等，共计

3700 克，抓获犯罪嫌疑人 1名。阅读原文 

 

金陵海关 查获象牙手串、象牙串珠 

 

2019-03-13，江苏南京——2月 26日，南

京海关隶属金陵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在一

个寄自台湾的邮件中查获象牙手串及象

牙串珠 24颗。阅读原文 

 

郑州海关 连续查获象牙制品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7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9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9
http://m.cqn.com.cn/cj/content/2019-03/13/content_68822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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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3，河南郑州——近日，郑州海

关连续在邮递渠道查获象牙制品。2月 22

日，从日本进境的邮件中查获含象牙轴头

的画轴两件，毛重 1150克。3月 5日，从

日本进境的邮件中查获象牙制项链一条，

毛重 43 克。阅读原文 

 

兰州海关 连查两起走私象牙制品案 

2019-03-13，甘肃兰州——2 月 13 日凌

晨，该关关员在执行老挝琅勃拉邦至兰州

的 ZA713次航班监管任务时，通过现场判

别和 X光机机检方式，先后发现 7名旅客

携带象牙制品入境，现场查获象牙手镯 7

件，总重 201克。2月 27日凌晨，该关再

次在由老挝琅勃拉邦飞抵兰州的进境航

班上，查获 4 名旅客随身佩带象牙手镯 4

件，总重 124.5克。目前上述案件已作进

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济南海关 查获象牙首饰、象骨制品 

 

2019-03-13，山东济南——2月 21日，济

南海关在旅检渠道查获旅客违规携带象

牙手镯 1 件、重 31 克；23 日，在对济南

至香港出境航班监管时，查获一中国籍旅

客携带疑似象牙项链 1件，重 114克；25

日，该关查获疑似象骨制品 2批 8件，总

重 259 克。阅读原文 

 

 

长沙海关 查获象牙制品 7件 

 

2019-03-13，湖南长沙——2月下旬以来,

长沙海关在长沙机场口岸共查获 3起入境

旅客非法携带象牙制品案，累计查获 7件、

重 176 克，包括象牙吊坠、手链、项链等。

这些象牙制品均为从越南、泰国、印尼等

东南亚地区入境的中国籍游客在当地旅

游时购买的。阅读原文 

 

成都海关 查获非法入境象牙制品 44件 

 

2019-03-13，四川成都——2月 20日至 3

月 7日，成都海关在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旅

检渠道查获非法入境象牙制品 44 件，重

2105 克。阅读原文 

 

厦门机场海关 连续查获象牙制品进境案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9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9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9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9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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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13，福建厦门——近期，厦门海

关隶属机场海关连续查获 3起旅客违规携

带象牙制品进境案件，共查获象牙制品 3

件，共计 94 克。2 月 13 日下午，该关关

员在执行韩国飞往厦门的 KE887次航班监

管任务时，一名选择无申报通道通关的旅

客手上佩戴的米白色手环引起现场关员

的注意。该关当即对该旅客实施查验，并

要求其将手环摘下，连同随身行李一起过

机检查。通过查验，该旅客手镯为象牙制

品，重 24 克。2 月 17 日，该关现场关员

在对一班由金边至厦门的 MF8692 次航班

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无申报通道通

关的中国籍女性旅客行李机检图像异常，

经查验，查获象牙制品 1件，重 35克。2

月 28 日，该关在泰国至厦门的进境航班

上查获一名中国籍女性旅客携带象牙手

串 1条，重 35克。目前，厦门海关依法对

上述物品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泉州海关 截获象牙制品 107 克 

 

2019-03-13，福建泉州——3 月 7 日，厦

门海关所属泉州海关在泉州空港口岸入

境渠道查获 1起旅客携带疑似象牙制品进

境案件，共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4件，共计

107 克（含系绳）。目前，该批疑似象牙在

送鉴定中，待专业机构鉴定后再行处置。

阅读原文 

大连海关 查获象牙轴书画及牙制香炉 

 

2019-03-13，辽宁大连——2月 21日，大

连海关在周水子国际机场从一名自日本

入境的中国籍旅客随身行李中查获象牙

轴头书画 1幅，象牙轴头重约 23.5克。2

月 27 日大连海关隶属大连邮局海关在日

本进境的快件包裹中查获象牙制香炉及

顶盖各一件，总重 386克。阅读原文 

南京海关 查获疑似象牙制画轴 77件 

 

2019-03-13，江苏南京——近日，南京海

关隶属苏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关员在监

管日本进境邮件中发现古董字画 2 批 77

件。其中，有 7件字画两端画轴为疑似象

牙制品，总重 2630 克。阅读原文 

 

昆明海关 连续查获违规携带象牙制品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9
http://m.dqfgzx.com/5443813/20190313A0VUN200.html
http://m.cqn.com.cn/cj/content/2019-03/13/content_6879557.htm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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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克 

 

2019-03-13，云南昆明——3 月 2 日，昆

明海关隶属勐腊海关行邮科值班关员在

磨憨口岸入境旅客通道，先后在一名老挝

籍旅客和一名中国籍旅客身上查获佩戴

的象牙手串 1个、手镯 1个，合计约为 80

克。3 月 3 日，勐腊海关行邮科值班关员

在磨憨口岸国门岗亭车辆入境通道，从一

名中国籍旅客身上查获 1件佩戴的象骨制

品，重量约为 90 克。目前，3起案件正在

进一步办理中。阅读原文 

 

合肥海关 查获象牙制品 108 克 

 

2019-03-13，安徽合肥——2月 28日，经

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合肥海关于 1 月 16 日在法国进境邮件中

查获的 3 个手镯和 4 串项链中，2 个手镯

和部分串珠为象牙制品，总重约 108 克。

阅读原文 

 

皇岗海关截获 40 株活体珊瑚 

 
2019-03-15，广东深圳——近日，深圳海

关隶属皇岗海关在口岸入境渠道从一名

男子的挎包内截获活体珊瑚 40株。目前，

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

阅读原文 

 

云南昆明边境天保海关查获象牙制品 

 
 

2019-03-16，云南昆明——3 月 7 日，天

保海关关员在天保口岸运输工具登临检

查现场，查获 1名越南籍驾驶员携带象牙

手镯 1 只，净重 72.3 克。3 月 14 日，天

保海关在旅检出境通道对 1名中国籍旅客

随身携带的行李进行查验时，查获象牙制

吊坠 1枚，重 11.1 克。阅读原文 

 

兰州海关查获越南入境砗磲制品 

2019-03-19，甘肃兰州——日前，兰州海

关在对越南芽庄至兰州进境的 VJ5126 航

班进行监管时查获砗磲制品3件，总重246

克。据了解，该 3件均为中国籍旅客携带，

其中 2 件砗磲手串为旅客随身佩戴，1 件

砗磲项链为旅客行李中查获，该案件已做

http://lib.shcc.edu.cn/webpages/detail.asp?id=33739
http://www.cqn.com.cn/cj/content/2019-03/13/content_6879569.htm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425/2342677/index.html
http://news.chinaxiaokang.com/guoji/2019/0316/6433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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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沈阳海关查获非法入境象牙制品 

2019-03-21，辽宁沈阳——沈阳海关在对

一件来自日本的邮件进行机检时，查获疑

似象牙轴头书画 2幅，以及象牙画轴总重

约 560 克初步判定为象牙制品。这是今年

以来沈阳海关在进境邮递渠道查获的第

11 起象牙案件。11 起案件共查获疑似象

牙制品 95 件，毛重总计 11.12 千克，现

均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处理。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查获 2 起违规携带象牙制品案 

2019-03-21，广东深圳——深圳宝安机场

海关关员检查时，发现二人携带疑似象牙

制品。后经鉴定，2 起案件中查获的 3 件

濒危动物制品均为现代象牙制品，其中，

象牙饰品 1 件、象牙雕件 2 件，合重 120

克。目前已移交后续处置部门处理。阅读

原文 

 

 

浙江杭州海关截获象牙手镯 

2019-03-21，浙江杭州——当日，萧山机

场海关关员发现一旅行箱异常，经开箱彻

查，发现 3件乳白色手镯，经鉴定，确认

为象牙制品。目前，该批象牙手镯已移交

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广州海关查获象牙制品 350克 

 

2019-03-22，广州中山——近日，中山港

海关查获一起自非洲安哥拉归国旅客携

带象牙制品案件，共截获象牙制品 5 件、

净重 350 克，干海马 8 条、净重 45 克。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阅读原文 

 

成都海关查获 39 件疑似象牙制品 

 

2019-03-22，四川成都——3月 20日，成

都双流机场海关在成都空港口岸入境渠

道查获一起旅客携带疑似象牙制品进境

案件。据了解，成都海关关员监管埃塞俄

比亚航空公司由亚迪斯亚贝巴入境成都

的航班时，在一名中国籍旅客衣物及行李

物品中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39 件，共计约

807 克。阅读原文 

 

 

贵阳龙洞堡机场海关现场查获象牙制品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9/03-19/8784023.shtml
http://news.syd.com.cn/system/2019/03/21/011734992.shtml
http://www.sz.gov.cn/szskab/xxgk/qt/YFXZ/201903/t20190321_16711790.htm
http://www.sz.gov.cn/szskab/xxgk/qt/YFXZ/201903/t20190321_16711790.ht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8605212392920449&wfr=spider&for=pc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9/03-22/8787573.s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sh/2019/03-22/87875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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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3-25，贵州贵阳——3月 24日，

贵阳龙洞堡机场海关在 1名旅客行李中

发现象牙制品 1件，重量为 0.1千克。

目前，贵阳海关已将该案移交缉私部门

处理。阅读原文 

 

广东汕头查获珍贵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2019-03-27，广东汕头——3 月 24 日晚，

汕头海关联合梅州市公安局查获一团伙

从越南通过东兴中越边境非设关地走私

入境，然后陆路运输至广东等地交付货主

销售牟利。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3名，查

扣穿山甲活体 10 只、冻体 5 只，以及穿

山甲鳞片 3750克、鹰活体 4只、冻熊掌 9

个等珍贵保护动物及其制品一批，打掉走

私团伙一个。案件正在进一步依法侦办中。

阅读原文 

 

四川成都海关境外包裹中查获象牙雕像 

 

2019-03-28，四川成都--成都海关所属成

都邮局海关 17 日在邮件机检现场对进境

包裹进行查验时，从一件寄自比利时的邮

件中，查获疑似象牙雕像3件，毛重约1.22

千克。在邮件查验现场，海关关员在 X光

机审图时发现邮件图像存在异常。经关员

判断，与曾经查获的象牙图像相似，随即

对该邮件进行开箱查验作业。经开箱查验，

邮件申报品名为“3filunnes”，内装疑似

象牙精美雕塑 3件，近日，经华南野生动

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为现代象象牙制品。

阅读原文 

 

银川进口快件渠道首次查获象牙制品 

 

2019-03-28，宁夏银川——3月 26 日，银

川海关从一件由美国发往上海的进境邮

件中查获疑似象牙制项链 1条。海关快件

现场关员在 X光机审图时发现一票申报品

名为“none 项链”的快件图像异常，随即

下达即决式布控指令。经开箱查验，快件

http://news.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90325/newgx5c98b248-18161231.shtml
http://news.cnr.cn/native/city/20190327/t20190327_524557473.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924578915541604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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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装有疑似象牙制项链 1条。经司法鉴定

机构鉴定，该条项链中共有 11 颗串珠为

象牙制品，重 15.6 克，其余为仿制品。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阅读原文 

 

 

甘肃兰州查获 213 克象牙制品 

 

2019-03-29，甘肃兰州——兰州海关在兰

州中川机场口岸对老挝琅勃拉邦至兰州

的航班进行监管时，从 2名中国籍旅客携

带行李中查获象牙手镯 2 个、手串 1 串，

总重 213克。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阅读原文 

 

山东济南邮局海关查获 2件象牙饰品 

 

2019-03-30，山东济南——日前，济南邮

局海关在来自美国的进境商业快件中查

获象牙饰品 2件共 120克。据现场关员介

绍，当日上午对进境商业快件进行过机查

验时，发现某寄自美国的邮包申报品名为

小饰品，其内装物品成像为项链状，X 光

机判图高度疑似象牙制品。现场关员对该

邮包暂扣后进一步开拆，发现里面有项链

2 件，经使用拉曼物质监测仪初步鉴定均

为象牙制成。海关工作人员依法进行扣留。

阅读原文 

 

 

河北石家庄海关查获走私象牙制品 

 

 

2019-03-31，河北石家庄——3 月 22 日，

石家庄海关在比利时进境的 2个邮包中分

别查获象牙项链、手镯、折扇等制品 56件

约 1.78 千克，餐具、梳妆镜等 37 件约

1.73 千克。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阅读原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9242033554168477&wfr=spider&for=pc
http://www.subaonet.com/2019/0329/2434192.shtml
http://www.dzwww.com/shandong/sdnews/201903/t20190330_18559697.htm
http://hebei.ifeng.com/a/20190331/738001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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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执法动态 

 

 

菲律宾海关查获 1500 只稀有海龟 价值

高达 57 万人民币 

 

2019-03-06，菲律宾——3月 3日在菲

律宾马尼拉机场，菲律宾海关在一名旅

客的行李中查获了 1500多只稀有海

龟，这批乌龟的价值约 450 万比索（约

57万人民币）。随后，菲律宾海关扣押

了这批海龟。为了不让海龟动弹，有些

海龟被缠上了胶带。被海关查获的海龟

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指定为有

灭绝危险的印度白龟，约有 1530只。

海龟被隐藏在衣服和鞋子中。据悉，目

前这种海龟正在菲律宾国内被贩卖，并

被第三国偷卖。目前菲律宾海关正在调

查走私海龟旅客的行踪。阅读原文 

 

 

 

 

4名走私者因非法走私 300公斤象牙和

2.5公斤穿山甲片在喀麦隆被逮捕 

 
 

 

 

2019-03-08，喀麦隆——4名走私者因

非法携带 300 公斤象牙和 2.5吨穿山甲

甲片而在喀麦隆“经济首都”杜阿拉被

逮捕。据调查人员表示，该四名被指控

的走私犯被逮捕时正乘坐两辆车来运送

货物，经过初步调查，发现他们是长期

贩运者，主要向尼日利亚的非法市场走

私毒品，他们最近向尼日利亚运送了一

批象牙和穿山甲甲片，这些象牙和甲片

主要来自喀麦隆南部和东部地区。阅读

原文 

 

 

 

 

越南岘港查获走私象牙 9.1吨 

 

2019-03-28，越南岘港——据岘港市海

关局副局长阮香 3月 28日透露，该局

刚查获一批走私象牙，象牙数量创历史

之最。此前，通过多种技术手段，岘港

海关发现了从国外非法走私禁品到岘港

港口的线索。3月 24日，岘港海关与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9-03/14478439.html?agt=15422
https://www.businessincameroon.com/justice/1803-8950-four-smugglers-arrested-with-300-kg-of-ivory-and-2-5t-of-pangolin-scales-in-douala
https://www.businessincameroon.com/justice/1803-8950-four-smugglers-arrested-with-300-kg-of-ivory-and-2-5t-of-pangolin-scales-in-dou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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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边防等有关部门配合，搜查一批

可疑进口木材并发现伪装在木材栏中的

超过 9.1吨的象牙。在追查各类线索

后，岘港市海关及有关部门找出了采购

单位。但是该采购单位回复称他们只是

从刚果进口木材而不是象牙，因此不承

认对这些象牙负有责任。目前，岘港海

关正同有关部门配合，继续检查这批货

物并完成相关文件建档工作，移交给公

安机关调查。阅读原文 

 

 

https://e.vnexpress.net/news/news/da-nang-customs-seize-nine-tons-of-elephant-tusks-from-congo-390143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