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9 年 4 月）
国内执法动态
中山港海关查获穿山甲鳞片 1025 克

2019-04-07，山东青岛——4 月 1 日，青
岛流亭机场海关在入境航班中分别查获
砗磲及红珊瑚制品 19 件，其中砗磲制品
17 件共 811 克，红珊瑚手串 2 件共 75 克。
阅读原文

2019-04-02，广东中山——3 月 28 日，经
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拱北海
关隶属中山港海关日前在中山港客运口
岸旅检现场截获的进境旅客携带物为穿
山甲鳞片，共 1025 克。目前，该案已移交
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香港海关破获近五年最大宗怀疑走私犀
牛角案件

海口海关：海口港海关邮检查获虎骨制品
虎骨胶 6 盒，总重 3000 克
2019-04-02，海南海口——近日，海口海
关所属海口港海关邮检现场在对进境邮
件进行监管时，发现一个来自泰国的邮件
X 光机影像呈现异常。经开箱查验，确定
物品为虎骨胶 6 盒，总重 3000 克。现场
工作人员依法将其移交缉私部门处理。这
是海南口岸进出境邮递渠道今年查获的
首宗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阅读原文

2019-04-09，香港——香港海关四月五日
在香港国际机场破获一宗怀疑走私犀牛
角案件，在一批转口货物中检获共重约八
十二点五公斤怀疑犀牛角及犀牛角切件，
市值约一千六百五十万元。这是香港海关
过去五年以来破获的最大宗怀疑走私犀
牛角案件。海关人员在一次货物查验工作
中，检查一批报称为「汽车零件」
，从南非
经香港转口到马来西亚的货物。有关货物
在 X 光检查下呈现可疑影像，海关人员于
是打开货物检查，发现内藏该批怀疑犀牛
角及犀牛角切件。案件已转交渔农自然护
理署跟进。阅读原文

青岛流亭机场海关查获非法携带入境砗
磲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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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关查获违禁濒危动物牙齿
2019-04-11，福建厦门——日前，厦门海
关查验关员在对进境邮件实施 X 光机扫描
查验时显示一票来自秘鲁的邮件过机图
像中有绿色动物角骨类制品。开箱查验时，
并比对过机图像，发现动物角骨类制品疑
似藏于罐体中，遂对包裹内的两罐茶叶进
行彻查，发现藏于红色茶叶袋中的动物牙
齿 9 枚，重 195 克。厦门海关隶属邮局海
关收到福建闽林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书，证
实该关此前查获的 9 枚动物犬牙为《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列名
的保护物种美洲狮狮牙，价值人民币
33750 元。阅读原文
沈阳海关连续在进境邮递渠道查获象牙
制品
2019-04-12，辽宁沈阳——近日，沈阳邮
局海关连续在来自日本的 3 件邮递物品中
查获疑似象牙轴头书画 3 幅，
象牙画轴（含
非象牙部分）总重约 540 克。目前上述案
件均已依规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海关破获特大走私象牙案 2748 根触目惊
心

吨的象牙，而主要犯罪嫌疑人、福建籍的
陈某成、陈某光、陈某宗父子一直在逃。
陈氏父子跑到东南亚某国藏匿，逃亡期间
不但没有收敛，还多次从非洲向国内走私
象牙。2018 年的 11 月份，陈某宗利用国
外的虚假身份潜逃回国内，被一举抓获。
海关缉私人员对陈某宗的外籍身份进行
分析后发现，他经常出现在安徽无为县的
一个地方。黄埔海关缉私局侦查处主任科
员邱伟介绍：今年 3 月份的时候，我们在
一次走访摸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在无为
本地有一伙操着福建口音的外地人，而且
他在他们的言语中我们就发现了他们谈
到了黄酒比较敏感的词语，这个黄酒就是
象牙的一个隐语。为逃避打击，走私分子
对象牙等敏感物品在交流时一般都采用
隐语，比如，他们称象牙为黄酒、皇后等。
海关缉私人员立即对这伙嫌疑人进行侦
控。海关缉私人员发现嫌疑人经常晚上在
无为县的一个废旧工厂活动。3 月 29 日下
午，海关缉私人员对废旧工厂进行外线侦
查，在现场发现了夹藏有象牙的这 62 个
木箱，同时抓获了前来接货的福建籍的走
私犯罪分子，一共有六人。阅读原文

拱北海关破获走私象牙案

2019-04-15，广东深圳——今年 3 月 30
日，海关总署组指挥黄埔海关缉私局，破
获的 "1·17" 特大象牙走私案，现场缴
获象牙 7.48 吨，2748 根，全链条摧毁了
一个长期专门走私象牙的国际犯罪集团。
案件线索源于 2013 年黄埔海关缉私局侦
办的一起象牙走私案。案件查获走私 4.46

2019-04-17，广东拱北——2019 年 2 月
底，拱北海关接获情报线索，指黄某从越
南订购了象牙制品 20 件，在地方公安机
关的大力协助下，该关派出 26 名缉私人
员，于 3 月 7 日中午在中山市坦洲镇某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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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点将黄某抓获，现场查扣疑似现代象牙
4 件 0.79 千克。3 月 9 日，在佛山将杨某
抓获，并在南海某公寓及某工厂缴获象牙
制品 361 件约 11.43 千克。经查，2018 年
6 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杨某文、黄某豪、
黄某修等人通过聊天软件，向越南贩卖象
牙团伙订购非洲、亚洲象象牙原料及其制
成品，后通过国际邮包等方式走私至广西，
象牙原料会通过国内快递方式发往珠海
斗门雕刻加工后销售给国内客户，而象牙
制品则通过国内快递方式直接销售给国
内客户。截止目前，该系列案共刑事立案
3 宗，抓获犯罪嫌疑人 8 人，其中采取刑
事强制措施 4 人，共查扣涉嫌走私现代象
牙 365 件 12.2 千克。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
涉案现代象牙约 36 千克。目前，该系列案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青岛成功打掉一个跨境走私象牙团伙

售。针对上述报道，海关总署缉私局立即
组织北京、青岛、南宁等 21 个海关缉私局
开展打击象牙等濒危物种走私攻坚战役。
3 月 1 日，青岛海关缉私局将“何文”(实
为王某)抓获，查获象牙制品 0.63 千克。
经过连续 1 个月的缜密经营，青岛海关初
步查清了以越南籍杨某兰以及广西高某、
余某等为首的跨国走私濒危物种犯罪团
伙。4 月 2 日下午，青岛、南宁海关联手
出击，将正欲转移私货的高某、余某等人
抓获，现场查获大量涉嫌走私象牙、犀牛
角等濒危物种制品，并起获大量证据材料。
与此同时，青岛海关迅速组织警力，在山
东、北京、天津、江苏、福建、广东、云
南等多地同步出击，针对越南籍杨某兰在
国内的重点代理张某、唐某等人集中实施
抓捕，现场查获虎皮、象牙等大量濒危物
种制品。经初步查证，犯罪嫌疑人杨某兰
伙同张某、唐某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方
式大肆招揽国内买家，采取自中越边境地
区偷运或带工方式将虎皮、象牙、犀牛角
等濒危物种制品走私至境内，由高某、余
某等人通过寄递渠道发给国内等众多买
家。阅读原文

广州一日查获七件违规寄象牙制品

2019-04-18，山东青岛——4 月 2 日，青
岛海关会同南宁海关、日照森林公安，在
地方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共抓获高某等犯
罪嫌疑人 15 名，现场查获象牙制品 21.6
千克、虎皮 4 张、犀牛角 1.83 千克、虎骨
10.9 千克、熊胆 9 个、虎牙 8 枚、穿山甲
鳞片 24.73 千克、玳瑁标本 1 只，成功打
掉一个跨境走私象牙等濒危物种团伙。今
年年初，有媒体报道称，部分走私分子通
过中越边境走私象牙等濒危物种，利用快
递渠道国内运输，在北京潘家园等市场销

2019-04-20，广东广州——4 月 20 日，广
州海关隶属广州邮局海关在对进境邮件
实施过机查验时，一件从英国进境、收件
地址为广东佛山的邮件引起查验关员注
意。“这个邮件的申报品名为‘cut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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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具）
，由英国寄递进境。从过机图像来
看，邮件内确实是西餐使用的刀叉餐具，
与申报品名相符。但查看过机图像，刀叉
手柄部分有些异常。”查验关员刘文辉介
绍说。从英国邮购餐具刀叉本是常见，但
细心的关员发现，通常刀叉的刀刃和手柄
部分往往由同一种材质制成，这批刀叉刀
刃和手柄有明显分界，初步怀疑有象牙镶
嵌制品。经开拆检查，邮包内三个木盒内
的成套西餐刀叉餐具，刀叉手柄均有白色
物质镶嵌，做工十分精美。经现场仪器初
步检测判定为象牙制品。经初步检测判定
为象牙制品。查获该件邮包后，邮局海关
立即运用信息化监管“大数据”进行风险
分析并实施重点布控，同日连续查获 6 件
含象牙制品的进境邮包，共计查获象牙制
餐具、装饰品毛重达 14.47 千克，此外还
查获玳瑁制品一批，毛重为 600 克。阅读
原文

些异常。“我们撕开牙膏包装盒后发现，
‘膏体’其实是一个圆柱形的象牙。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对两人的行李进行了彻底
查验验。”温州海关旅检二科关员蒋琦介
绍，他们很快有了新发现。经鉴定，这两
名旅客的行李中夹带了象牙制品 1.018 千
克、玳瑁制品 0.048 千克、穿山甲鳞片
0.316 千克。阅读原文
青岛流亭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5 件 138 克
2019-04-24，山东青岛——4 月 20 日,青
岛流亭机场海关经舱单风险分析,提前布
控 KA950 航班一名来自安哥拉的中国籍男
性旅客,开包检查后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5
件 138 克,经检测提示为“象牙及类似动
物骨制品”。目前已对上述物品暂存待进
一步鉴定后处理。阅读原文

海南旅客携带濒危物种被海口海关截获
2019-04-25，海南海口——日前，海口海
关所属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关员在监管吉
隆坡入境航班时，借助 CT 型 X 光机和监
管工作犬发现 1 名旅客随身行李中存在可
疑物品，经开箱查验后发现一批疑似穿山
甲鳞片。经鉴定，该批物品为马来穿山甲
鳞片，共 12 片重 21 克。阅读原文

浙江温州“牙膏”竟然是个圆柱形象牙

常州海关查获濒危蝴蝶标本
2019-04-26，江苏南京——近日，南京海
关隶属常州海关从泰国入境航班中查获 3
件未经申报的蝴蝶标本。经鉴定，3 件蝴
蝶标本分别为翼凤蝶、翠凤蝶和天堂凤蝶，
其中翼凤蝶属《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公
约》附录二，这是常州口岸首次查获蝴蝶
标本。阅读原文

2019-04-24，浙江温州——今年 3 月，2
名中国籍男子从非洲经香港转机回国，在
温州龙湾国际机场过安检时，温州海关旅
检工作人员发现他们随身携带的行李比
较可疑。随后，海关关员将 2 名当事人引
至查验监管区，进行开箱查验。两人的随
身物品看似普通，大多是些衣物与日用品，
南京海关查获濒危动物黑头盾蟒
但细心的关员发现，牙膏的重量和形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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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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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进境邮件时，发现寄自澳大利亚的进境
邮件异常，经开箱查验，邮件内有两个音
响盒子，盒中各装有一条活体蛇。经江西
野生动植物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上述 2 条
活体蛇为黑头盾蟒，属《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这是苏州海关
首次查获活体濒危动物。目前，该案已移
交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江门海关截获 3 株濒危石珊瑚
2019-04-26，广东江门——近日，江门海
关隶属阳江海关查获一起进境船员违规
携带濒危石珊瑚案件，查扣石珊瑚 3 株，
重约 1 千克。石珊瑚属《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物种。由于当事
人未主动向海关申报且无法提供相关证
明文件，阳江海关已依法予以处理。阅读
原文

2019-04-27，广东深圳——3 月 7 日，在
海关总署统一指挥下，在深圳、无锡、上
海等地同步开展查缉抓捕，现场查扣涉嫌
走私的象牙、犀牛角、红珊瑚等濒危物种
及制品逾千件，总重量逾 209 千克。其中
含象牙原牙 2 根，重约 28.28 千克，犀牛
角制品 12.8 千克、红珊瑚 6.9 千克等，
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名。深圳海关缉私部
门通过“智慧缉私”大数据分析梳理去年
3 月侦办的一宗水客走私象牙制品入境案，
发现一条重要线索，该案当事人和收、发
货方在国内从事象牙等各种古玩工艺制
品买卖，并开设多家店铺。案件嫌疑人胡
某从香港带入内地的象牙制品寄往了上
海的一家店铺，办案人员很快确定了店铺
老板沈某、贾某的相关信息。同时，办案
人员继续对在办的“404”特大走私珍贵动
物制品案（该案于 2018 年 6 月破获，查
获涉嫌走私象牙 323.7 千克）深挖扩线，
从中也发现了新的线索。经过进一步加大
对该案嫌疑人的审讯力度，缉私人员了解
到深圳一红木家具店店主李某曾向该走
私团伙购买过一对象牙。缉私人员于是对
李某住址及店铺开展查缉，在其家中查出
疑似象牙骨雕 6 件，重量约 500 克，但是
并未发现线索指向的一对象牙。李某称这
对象牙他已经转卖给无锡一红木家具店
店主陈某。海关办案人员锁定了陈某的相
关信息。3 月 8 日，深圳海关缉私局开展
收网行动。
当日凌晨 5 时，
查缉行动开始，

南昌男子用快递走私象牙制品被截获

2019-04-27，江西南昌——2019 年 2 月
25 日，南昌海关查获一邮包采取伪报品
名的方式快递入境，然后在古玩市场销
售牟利。南昌海关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现场查获一批象牙餐具、牙尖、佛
雕摆件、项链、手镯、佛珠、挂 牌、画
轴等制品。共计 3684.94 克，案值 15.35
万元人民币。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破获走私象牙等濒危物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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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查缉组的海关办案人员兵分两路，一
路查缉沈某的住所和店铺，一路查缉贾某
的住所和店铺，顺利抓获犯罪嫌疑人沈某、
贾某，并在现场查获涉嫌走私象牙、红珊
瑚、犀牛角等一批。同时，前往无锡的缉
私人员直奔嫌疑人的家具店铺，在店铺内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陈某，查获象牙毛料 19
片，以及一对象牙原牙。阅读原文

南宁海关首季查获象牙超 196 千克

2019-04-29，广西南宁——2019 年以来，
首季共立案侦办象牙等濒危物种走私犯
罪案件 17 起，涉案象牙 196.16 千克、穿
山甲 611 只、犀牛角 1.4 千克及其他濒危
动物制品一批。其中，在 3 月 26 日破获
的一起案件中，在广西地方公安机关的大
力支持配合下，南宁海关对象牙等濒危物
种走私开展第三波打击，
共出动警力 37 名，
在广西东兴市开展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
获犯罪嫌疑人 3 名，现场查获象牙 170.45
千克(计 37 段)、象皮 60 千克、疑似犀牛
皮 1.2 千克、猎枪 1 只、猎枪弹 75 发，
查扣手机等书证物证一批。经初步查明，
该走私团伙受境外不法分子雇佣，将国内
客户在越南订购的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
制品，经北仑河沿线中越边境非设关地偷
运入境后，运往福建仙游、江苏常州、广
东汕头等地销售牟利。阅读原文

老港海关查获国际船员违规携带珍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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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制品 3 件
2019-04-29，广东黄埔——近日，黄埔海
关隶属老港海关关员在对一名巴拿马籍
船员携带进境行李进行检查时，发现疑似
珊瑚类工艺品 3 件，总重约 7 公斤。经华
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3 件动物
制品分别为腹足纲冠螺科唐冠螺贝壳、珊
瑚虫纲石珊瑚目珊瑚、双壳纲帘蛤目砗磲
科贝壳。其中腹足纲冠螺科唐冠螺贝壳重
2315 克，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珍贵、濒
危野生动物。珊瑚虫纲石珊瑚目珊瑚重
2490 克，
双壳纲帘蛤目砗磲科贝壳重 1940
克，均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
约》附录 II，上述动物制品均为限制进境
物品。目前，海关缉私部门已对该案进行
立案处理。阅读原文

2019-04-10，新加坡——新加坡国家公
园局、新加坡关税局和移民关卡局发布
的联合公告，这三家执法机关是在 4 月
8 日检查一个 12 米高的集装箱时截获穿
山甲鳞片的。这个集装箱当时申报所装
运的物品是决明子，但经执法人员检查，
集装箱内装的是 474 包穿山甲鳞片。阅
读原文

国际执法动态

新加坡截获近 13 吨走私穿山甲鳞片

2019-04-07，新加坡——新加坡关税局
收到线报，与新加坡国家公园局联合行
动，在一个出口检查站发现了一个申报
为冷冻牛肉的集装箱，从中搜出了 230
袋穿山甲鳞片及 177 公斤象牙制品。被
截获的穿山甲鳞片分属四个非洲品种，
分别是树穿山甲、长尾穿山甲、南非穿山
甲以及大穿山甲。阅读原文

新加坡第二次查获大量走私穿山甲鳞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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