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9 年 5 月）
国内执法动态
青岛流亭机场海关查获 80 件象牙制品
2019-05-01，山东青岛——青岛流亭机场
海关近日在对一名中国籍男性旅客进行
行李查验时，现场查获其未申报携带印章、
梳子、烟嘴、珠子等多种象牙制品 66 件、
667 克，随后又在其经营的商店中查获象
牙制品 14 件。这名旅客乘坐日本大阪至
青岛的 SC8826 航班，
在通关查验行李时，
海关工作人员通过 CT 机发现大量疑似象
牙的工艺品。海关人员立即对其行礼开包
人工查验，在拉杆箱衬里、手提包边兜、
工艺品装饰坠等处发现 66 件象牙制品以
及疑似红珊瑚挂件 6 件、约 160 克。案发
后，青岛海关第一时间启动关警联动机制，
流亭机场海关缉私分局通过扩案调查，又
从这名旅客经营的商店中查获象牙制品
14 件、242 克，疑似珍贵动物标本 1 件、
56 克。阅读原文

沫箱后又发现泡沫箱内有封好口的编织
袋。当民警小心翼翼打开了编织袋，发现
袋子里装有密密麻麻的活体蛇，再打开其
他袋子检查发现了大量的活体蛙类。据司
机罗某交代，该批活体动物是一名陌生女
子通过电话雇佣其到公路旁装运，目前，
那名女子的电话已经关机。办案民警立即
将该批活体蛙和蛇暂扣，进行进一步调查。
经宁明县自然资源局林政站工作人员初
步辨认，该批活体动物中蛇类约有 5000 多
条，主要是泥蛇和水蛇两个品种，属于有
益的、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
野生动物；50000 多只的蛙类是沼水蛙，
属于广西重点保护动物。阅读原文

南宁海关破重特大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查获海马干 7 万条

广西崇左警方查获逾 5 万条（只）活体蛇
类和沼蛙

2019-05-09，广西南宁——近日，南宁海
关所属龙邦海关缉私分局根据线索破获
一起重特大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在广西
靖西、广东茂名和安徽亳州等地共查获涉
嫌走私进境海马干 78528 条、海龙干 1815
条、海蛾鱼干 3422 条，疑似象牙制品 2.13
千克，疑似虎骨 31.15 千克，疑似动物角
17 对，小型砗磲 6 个，大型砗磲 3 个，梅
花鹿标本 1 对，穿山甲死体 1 只，疑似虎
牙、虎趾、龟甲、象皮、象骨、穿山甲鳞

2019-05-04，广西崇左——5 月 4 日，当
天 18 时 20 时许，办案民警在巡逻途中发
现一辆可疑货车，遂叫停车辆并要求该车
停车接受检查，当民警打开该车车门后，
发现车上装有满满的白色泡沫箱，打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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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濒危物种制品一批，成功抓获犯罪嫌
疑人 3 名。经初步查明，该团伙在越南订
购海马干等珍贵动物制品后，通过中越边
境非设关地小道将货物偷运进境，再以快
递形式发往广东茂名、安徽亳州等地分销
牟利。目前，该关已对此案刑事立案，案
件侦办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力争深挖
扩线、扩大战果。阅读原文

取证的基础上，海南省公安厅于 2019 年
05 月 03 日晚上，组织龙华公安分局、海
口特警支队、海岸警察共 200 名警力，对
潘海文涉黑涉恶犯罪团伙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当晚 19 时至 22 时许，专案组在万
宁市区域多地对该团伙成员实施同时、统
一抓捕。一举将潘海文、等 17 名主要团伙
成员抓捕归案。经对相关人员及场所开展
搜查，目前查获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玳瑁 5
只、象牙 3 只，沉香花梨制品 11 件，另有
大量其他物资和现金。阅读原文

青岛海关在邮寄渠道查获数件象牙制品
2019-05-07，山东青岛——近日，青岛邮
局海关关员在对出入境邮件进行查验时，
发现内含字画的邮件机检图像异常，经拆
箱查验，
查获象牙制品 13 件、
共计 277 克。
本次查获的象牙制品均为字画卷轴装饰
品，收件人通过伪报邮件品名、模糊收件
人地址、加厚包装等方式企图逃避海关监
管。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阅读
原文

非法出售玳瑁及盔犀鸟制品 天津市一妇
女被判刑
2019-05-07，天津——现年 54 岁的妇女
韩某，系安徽省利新县人，在津经营玉器、
文玩生意。公诉机关指控，2017 年 9 月，
韩某在本市某古玩市场经营期间，使用以
物易物的方式换得玳瑁蝈蝈罐一个及鸟
嘴镶吊坠一个。同年 11 月 16 日，韩某在
某文玩市场的摊位出售换取的玳瑁蝈蝈
罐及鸟嘴吊坠时，被民警当场查获。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及国
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韩
某销售的蝈蝈罐及鸟嘴吊坠，分别为玳瑁
物种和盔犀鸟。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检察院
以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提
起公诉，法院经审理后，判处其拘役两个
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 2000 元。阅读
原文

海南涉黑村支书被侦办，查获玳瑁、象牙
制品

2019-05-06，海南海口——1 月 25 日，海南
省公安厅收到关于万宁市万城镇永范村
村委会支部书记、主任潘海文涉黑涉恶线
索后，厅扫黑办立即组织专门人员成立核
查组。3 月 8 日，海南省公安厅指定海口
市公安局龙华分局侦办该案。在前期侦查

京城“辛氏家族”象牙黑帝国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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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8，北京——2019 年 5 月 6 日，
北京西城法院对辛小梅（化名）等四人非
法收购和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一
案作出一审宣判，四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九年到十三年六个月不等刑罚。2018 年，
福建的红木商人陈伟南（化名）从北京潘
家园店主侯文放（化名）处购买 19 块犀牛
角，价格 260 万，与好友林又庆（化名）
各出一半钱。4 月 26 日，侯文放（辛小梅
丈夫）准备好货放在自家车的后备箱，开
车到酒店接上陈伟南、林又庆，准备前往
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就在此时，北京海关
辑私分局侦查员从天而降，将三人抓获，
另一路侦查员在辛小梅住的五星级酒店
将其控制。辛小梅的父亲辛大明（化名）
在 20 年前走私非洲象牙刀国内，
落网后，
警方查获 1.24 万公斤象牙，
价值 5.6 亿，
成为国内最大的象牙走私案，轰动海内外。
阅读原文

青岛流亭机场海关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29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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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9，山东青岛——5 月 5 日，青
岛流亭机场海关在泰国入境航班监管过
程中，对一名中国籍旅客携带行李进行查
验时，查获疑似象牙制项链、手链、挂坠
29 件，净重 363 克，经初步检测为象牙制
品。目前，青岛流亭机场海关已依法暂扣
待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杭州海关查获旅客违规携带濒危海龟标
本进境情事

2019-05-09，浙江杭州——5 月 8 日，经
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鉴定，此前杭州
海关隶属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在杭州空港
口岸查获的 2 件疑似濒危海龟标本分别为
绿海龟标本 1 件、重 3.21 千克，玳瑁标
本 1 件、重 0.55 千克，均为国家二级保
护野生动物和 CITES 附录 I 物种。阅读原
文

横琴海关连续查获旅客携带象牙、沉香制
品出境案
2019-05-14，广东拱北——近日，拱北海
关隶属横琴海关连续查获四起旅客携带
象牙、沉香制品出境情事，共查获象牙横
截面切片 1 件、沉香手串 3 件。经华南野
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中科院华南植物研
究所鉴定，确认为现代象象牙、沉香制品。
目前，上述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阅读
原文

私网络。从调取的银行流水看，她的非法
交易金额已经过亿。分析了大量的银行流
水，31 岁的广西防城港人高某进入民警的
视线。高某在中越边境的中国一侧，常备
一些在象牙黑市上销量大的大路货，镯子、
无事牌、手链。每次有国内买家下单，就
会在微信、支付宝上给越南人杨某打款。
杨某就在微信上告诉高某发货地址和货
的规格。专案组进行追踪、研究长达 1 个
月时间，希望找到象牙等濒危物品偷渡进
入中国的路径和方式。一个意外打断了专
案组的部署。在打击象牙走私的全国统一
行动中，高某的妻子梁某被当地海关缉私
部门传唤了。这引起高某的警觉。他决定
把库存在自己这里的象牙转移回越南，退
还给杨某。专案组在高某团伙转移货物的
当场出手抓捕，现场查抄象牙 17 公斤，以
及犀牛角、虎骨、虎牙、熊胆、穿山甲鳞
片、玳瑁标本等大量濒危动物制品。同时，
专案组在全国多个城市统一收网，抓获总
计 15 个犯罪嫌疑人。这些嫌疑人，没有例
外，要么是文玩爱好者，要么是朋友圈“盗
图卖图”的文玩贩子。现在，检察机关已
经批捕案件主要嫌疑人。阅读原文

现场查抄象牙 17 公斤！山东粉碎走私、
运输、贩卖象牙跨国网络

2019-05-15，全国多地——今年年初，有
报道指出，在北京、福建、广西等地，存
在一个走私、批发、加工、销售象牙的地
下链条。山东海关缉私部门紧跟线索，联
合森林公安，经过两三个月的周旋，打掉
了一个横跨中国、越南两国，遍及全国 8
个省市的走私贩卖珍贵动物制品的网络。
2 月 28 号，
海关缉私部门在距离福建 1500
公里的山东沂水逮到了所谓的“福建批发
商何文”——王某亮。日照海关缉私分局
的民警抓获王某亮，是在沂水县城旁边的
旅馆房间，现场搜到 72 件象牙制品，有镯
子，手链，小珠子，一共 630 克，都是平
日里挂在网上卖的。经查，王某并非“福
建批发商”
，只是个小角色，但从其微信朋
友圈，办案民警找到了越南人士杨某。杨
某晒图频繁，包括象牙制品、犀角制品、
虎骨、穿山甲鳞片、虎皮等，甚至把杀虎
的照片贴出来。专案组断定以这个越南人
为首，在中越两国边境，有一个庞大的走

江苏查获特大濒危野生动物走私案

2019-05-21，江苏无锡——南京海关所属
无锡海关缉私分局联合无锡市公安局，近
期对一起走私、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案件开展联合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名，
查获濒危野生陆龟 989 只、濒危美洲绿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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蜥 502 只。
现查明，
该团伙涉嫌走私陆龟、
美洲绿鬣蜥共计 6 万余只。2018 年 10 月，
无锡市公安局民警发现线索，随即成立公
安、海关联合专案组展开调查。经过近 3
个月侦查，专案组挖出了一张购买、走私
和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网
络。2019 年 1 月，海关、公安联合出警，
抓获犯罪嫌疑人 10 名。根据初步查证，该
团伙向境外供货商大量购买濒危活体动
物，运至中转地后，雇佣走私通关人员利
用汽车或船舶夹藏走私入境，可赚取 2 倍
至 3 倍的非法利润。目前，涉案的濒危野
生动物已移交至无锡市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等专业机构妥善处置。阅读原文

杭州海关查获濒危珊瑚标本 15 件
2019-05-21，浙江杭州——5 月 20 日，经
上海野生动植物鉴定中心鉴定，此前杭州
海关在浙江萧山空港口岸查获的 15 件疑
似濒危珊瑚标本，确认为石芝珊瑚和鹿角
珊瑚标本，
其中石芝珊瑚骨骼标本 12 件、
重 423.3 克，鹿角珊瑚骨骼标本 3 件、重
76.7 克，两者均为濒危物种。目前，上述
物品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处理。阅
读原文

2019-05-21，云南德宏——5 月 18 日晚 21
时许，云南德宏瑞丽边境管理大队户育边
境派出所民警在辖区开展边境巡逻勤务，
当巡逻至龙瑞高速延长线路段时，执勤民
警发现前方一辆面包车走走停停，且夜间
行驶未开车灯，行迹十分可疑。随即，民
警驾车将面包车截停盘查，在对驾驶员张
某询问的过程中，张某形色慌张，民警在
对货物进行重点检查时，当场在车中查获
大量涉嫌非法运输蛇类 40 件，净重 596 千
克，其中有活体蝰蛇 330 条、眼镜蛇 11 条、
滑鼠蛇 174 条，死体蝰蛇 64 条、滑鼠蛇
94 条，无任何合法手续，民警随即将嫌疑
人抓获。目前，该案件已移交瑞丽市自然
资源公安局依法处理。阅读原文

云南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查获野生蛇 673 条

闸口海关查获濒危动物制品干海马 200 余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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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海关实施跨地区、跨警种协同作战，
共出动 130 余名警力开展打击象牙走私统
一收网行动，在广西方向一举抓获犯罪嫌
疑人 3 名，现场查获象牙原牙 81 段，共
计 349.59 千克，
查扣涉案运输工具 3 辆。
日前，南宁海关缉私民警经过数据分析和
线索排查，发现一犯罪团伙在中越边境从
事象牙等濒危物种走私活动。缉私民警立
即开展情报经营，迅速掌握了该犯罪团伙
走私象牙、犀牛角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的
大量证据，并锁定其主要成员的行踪。5 月
初，在掌握该犯罪团伙欲在近期将一大批
象牙走私入境的情报后，南宁海关制定详
细抓捕方案，并在走私车辆最可能经过的
路段设下重重关卡。5 月 22 日下午缉私民
警在防城港市上思县成功将该批走私象
牙截获。经查，该走私团伙从越南购买大
量象牙、犀牛角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然
后交由边境保货团伙负责从中越边境非
设关地走私入境，层层转运至境内，再通
过专用汽车运往福建仙游交给货主。目前，
南宁、福州海关已成立专案组抓紧开展案
件侦办工作，力争深挖扩线、扩大战果。
阅读原文

2019-05-23，广东拱北——近日，拱北海
关隶属闸口海关关员在拱北口岸旅检进
境大厅海关无申报通道，从一名澳门籍旅
客携带的行李物品中查获水生动物制品
干海马 232 条、共 500 克。由于该旅客未
能提供相关证明，闸口海关已依法将上述
物品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西九龙站海关连查七宗入境旅客携带疑
似濒危物种制品案
2019-05-24，广东深圳——近日，深圳海
关隶属西九龙站海关在一天内连续查获 7
起旅客携带疑似濒危物种制品入境案，查
获疑似象牙制品 5 件、疑似红珊瑚制品 5
件、疑似紫檀制品 2 件。目前，上述案件
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进一步鉴定处理。阅
读原文

一旅客携带世界稀有海洋生物制品被太
原海关查获
南宁海关查获走私象牙 350 公斤

2019-05-27，山西太原——太原海关在太
原武宿国际机场监管进境航班时，经 X 光
2019-05-27，广西南宁——5 月 22 日，南
机查验，发现 1 名旅客机检图像异常。经
宁海关联合广西自治区公安厅，会同广州、 检查，该旅客携带“贝壳”手串 1 件，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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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濒危物种砗磲。后经相关专业检测机构
鉴定为砗磲制品，净重 43.89 克。阅读原
文

带海马干进境，分别查获海马干 2.2、2.3、
2.8 千克。上述四宗违规携带海马干的“方
便面”包装一致，封装完整，外观上与普
通方便面无异，有批量制作、分批进境的
嫌疑。目前上述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阅读原文

象牙手镯藏鞋里邮寄入境被查获

济南海关查获濒危木制品 24 件
2019-05-29，山东济南——近日，济南海
关隶属济南机场海关在自柬埔寨入境航
班中，查获一名旅客携带疑似濒危木制品
24 件，其中，疑似檀香紫檀木制品 19 件，
疑似沉香木制品 5 件，共计 13.32 千克。
目前，上述制品已送相关机构进一步鉴定。
阅读原文

2019-05-28，山东青岛——日前青岛邮局
海关关员在查验进境邮件时,发现一申报
品名为服装鞋子的邮件机检图像疑似夹
藏有象牙制品,随即对该邮件开箱查验。
经与机检图像比对核实,最终发现夹藏在
运动鞋中的象牙手镯 2 只,重量约 45 克。
阅读原文

青岛流亭机场海关连续查获疑似濒危动
物制品 14 件
2019-05-30，山东青岛——近日，青岛流
亭机场海关在对曼谷至青岛的进境航班
监管过程中，在旅客行李箱及随身物品中
连续查获疑似濒危动物制品 14 件，其中
疑似鳄鱼皮制腰带 3 条、钱包 2 个，疑似
大象皮制腰带 8 条、钱包 1 个。目前，青
岛流亭机场海关已依法对上述物品予以
暂扣并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海马干变身“方便面” 广州海关查获违规
携带海马干案
2019-05-28，广东广州——5 月 22 日
15:43，广州机场海关关员在对开罗飞抵
广州的进境航班进行监管时，一名携带 3
个纸箱进境的外籍男子引起关员注意。
“从 X 光机图像来看，3 个纸箱中有 1 个
纸箱装着 2 种成分不同的物品。
”关员随
即实施开箱查验。经检查发现，纸箱中整
齐码放着 6 叠黄色包装的“方便面”。从表
面和箱底抽取两包拆开，发现其中一包是
方便面，而另一包装有约 30 只黄褐色的
海马干。整箱“方便面”仅表面 2 层为真
的方便面，底部全是装有海马干的假方便
面，重量为 1 千克。5 月 18 日，广州海关
隶属白云机场海关也曾在同一班次的航
班中查获 3 名外籍旅客以相同手法违规携

名为“生日礼物”实为蟒蛇、巨蜥 汕头海
关查获走私濒危野生动物案
2019-05-31，广东汕头——5 月 24 日，汕
头海关缉私局根据前期情报经营开展查
缉行动，在梅州市现场抓获涉案犯罪嫌疑
人 2 名，搜查住宅、店铺及仓库 2 个，查
扣球蟒 30 条、平原巨蜥 54 只。现场海关
缉私人员打开邮政 EMS 快递的纸箱，发现
纸箱内有塑料薄膜袋和塑料盒，这些球蟒
和平原巨蜥就藏在这些塑料薄膜袋和塑
料盒里，且均为幼体，长度在 10-15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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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邮政 EMS 快递纸箱外面的邮递单上
写的内容物品是“生日礼物（玩偶）”
，里
面放置一些玩具作为掩盖意图逃避检查，
且收件人未办理任何相关检疫审批手续。
目前，2 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
刑事拘留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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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海关和反走私部门在南部口岸查获
5.26 吨尼日利亚运来的穿山甲甲片
2019-05-24，越南——越南海关和反走
私部门在南部口岸查获了 5.26 吨尼日
利亚运来的穿山甲甲片，该案件就发生
在越南当局查获 8.3 吨穿山甲甲片的 9
天之后。据悉，这些甲片被装在两个盛有
腰果的集装箱中。阅读原文
墨西哥科利马州曼萨尼略的海关人员没
收了大量运往菲律宾的非法鱼翅

2019-05-27，墨西哥——墨西哥科利马
州曼萨尼略的海关人员没收了大量运往
菲律宾的非法鱼翅，这些鱼翅总共约
10.4 吨，估计价值近 400 万比索(21 万
美元)。海关官员和海军在 509 个板条箱
中查获了这些鱼翅。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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