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9 年 6 月）
国内执法动态
宁波海关查获一起走私象牙制品进境案
2019-06-03，浙江宁波——近日，宁波海
关隶属邮局海关关员利用新型查验设备
智能审图功能，在对日本邮递进境的仿古
画进行查验时，连续发现多件疑似象牙制
轴头，总重 240 余克。经相关野生动植物
物种鉴定中心司法鉴定，已确认该轴头属
现代象象牙制品。初步查明，犯罪嫌疑人
洪某与其旅居日本的亲戚吴某、夏某勾结，
在明知国家禁止象牙交易的情况下，于
2019 年 3 月至 4 月期间通过某代购平台
APP，向国内买家出售含有象牙制画轴头
的书画。在国内买家拍下上述物品后，夏
某、吴某故意在象牙轴头外涂抹指甲油以
逃避海关监管，并将国际邮包邮递至宁波
的洪某。按照约定，洪某在收到物品后，
按吴某、夏某的指使，将物品快递送至国
内买家。因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目
前洪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阅读原文

皇岗海关查获 9.4 公斤疑似沉香木

气，疑似为沉香木，重量达 9.4 公斤。目
前，该案件已移交相关部门处理。阅读原
文

龙口海关查获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脸鵟
鹰

2019-06-04，山东龙口——近日，龙口海
关在对一艘澳大利亚入境的国际航行船
舶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甲板外休息室内
有 3 只活体禽类未申报。
经专业部门鉴定，
3 只活禽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脸鵟鹰，
属中型猛禽。目前案件已依法移交森林公
安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青岛流亭机场海关查获白唇鹿鹿角一对

2019-06-05，广东深圳——5 月 23 日下
午，一名旅客经福田口岸无申报通道入境，
该旅客携带一个背包，神情紧张、行色匆
匆，引起了当值海关关员的警觉，关员随
2019-06-06，山东青岛——6 月 4 日，青
即对其行李进行详细查验。经查验，关员
岛流亭机场海关在旅检渠道查获疑似国
在其背包内查获大量木材，散发淡淡的香
家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鹿角一对。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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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关员对名古屋入境青岛的某航班进
行监管，在对一中国籍旅客行李箱查验时，
海关关员发现藏匿于箱体内衣服包裹里
的鹿角一对，重量约 940 克。经询问，旅
客称是其自日本带回的白唇鹿鹿角。目前
海关已暂扣鹿角待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江门海关查获一起行李箱托运走私石首
鱼肚案
2019-06-12，广东江门——近日，在海关
总署缉私局的指挥下，江门海关缉私局联
合成都海关、上海海关缉私局，在成都双
流国际机场查获一起走私加利福尼亚湾
石首鱼胶入境案，当场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经初步查证，中国籍犯罪嫌疑人王某
搭乘航班由墨西哥出发在成都双流机场
入境，其行李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海
关缉私人员在王某托运的两个行李箱中
共发现疑似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胶 91
个，重约 32 公斤，案值约 1200 万元人民
币。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
原文

文

海马干变身“方便面” 广州海关一周连续
查获 4 起违规携带海马干案
2019-06-13，广东广州——近日，广州海
关在空港口岸一周内连续查获 4 起外籍男
子将禁止进境海马干伪装成方便面携带
进境案件，
共查获海马干 8.3 千克。目前，
上述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阅读原文

石家庄机场海关查获 26 件非法携带入境
砗磲制品

2019-06-12，河北石家庄——今年 4 月以
来，石家庄机场海关连续查获 19 起进境
旅客非法携带疑似砗磲制品案件，查获疑
似砗磲制品 26 件、总重 1131 克。6 月 6
日，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均为砗磲制品。
阅读原文

长春海关查获象牙制品 1.13 千克

2019-06-12，吉林长春——近日，长春邮
局海关关员在对进境邮件进行机查验时，
发现一件来自爱沙尼亚的进境邮件机检
图像异常。拆开查验，发现一件象牙状的
雕刻饰品，重 1.13 千克。国家林业局野生
动植物检测中心出具的鉴定结果显示，该
象牙雕刻品源于亚洲象或非洲象，属于国
家禁止进境濒危动植物制品。目前，该案
件已移交缉私部门做进一步处理。阅读原

济南海关查获多件疑似濒危野生动植物
制品
2019-06-13，山东济南——近日，济南海
关在自洛杉矶入境的旅客行李内，查获多
件疑似濒危野生动植物制品。其中疑似象
牙制品 3 件、共 133 克 ，疑似鸵鸟骨制
品 4 件、共 102 克，疑似红木制品 2 件、
共 1031 克。目前，济南海关已依法暂扣并
送专业机构鉴定。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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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岗海关在皇岗口岸查获疑似砗磲、玳瑁
制品
2019-06-19，广东深圳——近日，深圳海
关隶属皇岗海关关员在对进境旅客行李
进行 X 光机检查时，发现一只黑色行李箱
图像异常。经开箱查验，查获疑似玳瑁制
品 1 件、疑似砗磲贝壳 2 枚，总重 2.47 千
克。目前，案件已移送海关缉私部门作进
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深圳湾海关查获 6.5 千克犀牛角

2019-06-21，广东深圳——6 月 12 日，深
圳湾海关入境大厅，海关关员发现一名女
性旅客携带的行李箱 X 光机图像显示异常，
箱内存在疑似角状、块状物品。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关员进行开箱查验，在行李箱
内查获用纸盒包装的、具有明显动物血腥
味的疑似动物角块，共计 6.5 千克。后经
鉴定该批物品为哺乳纲奇蹄目犀科动物
的角或角块，即犀牛角块。目前，案件已
移送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调查处理，涉
案当事人已被刑事拘留。阅读原文

青岛海关查获特大海马干走私案
2019-06-19，山东青岛——青岛海关查获
一起特大濒危物种制品海马干走私案，现
场查获走私进口海马干 1.28 吨，共计
495361 尾，抓获犯罪嫌疑人 2 名。经查，
犯罪嫌疑人孙某为牟取非法利益，伙同公
司业务人员贾某及境外相关人员，在申报
进口的马皮中夹藏走私海马干。目前，案
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拱北海关查获 1.66 吨河马牙及相关工艺
制品
2019-06-20，广东拱北——5 月 16 日，斗
门海关对珠海某工艺制造有限公司做稽
查前分析时，发现该公司可能存在加工濒
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嫌疑，稽查部门
立即联合缉私部门开展专项稽查。办案人
员在生产交接账目中发现有特殊的销售
记录，查获疑似河马牙及其工艺制品 1.66
吨。经华南动物物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中
心鉴定，查获物确认为河马牙。经查，珠
海市某工艺制造有限公司从国外进口河
马牙后，在未经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批
准的情况下，雇请工人在位于斗门区井岸
镇中兴南路某工艺制造有限公司的厂房
内擅自加工、销售河马牙制品。目前，该
案及相关物证已移交珠海森林公安部门
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天津海关连续查获多起濒危物种制品
2019-06-25，天津——近日，天津海关隶
属东疆海关在对天津邮轮母港出入境旅
客行李物品进行查验时，连续查获多起象
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
共 10 件、
409 克，
其中象牙制品 3 件、玳瑁制品 1 件、砗磲
制品 6 件。以上物品经国家濒危物种管理
办公室鉴定均为濒危物种制品。目前，东
疆海关已对上述物品进行扣留并做进一
步处理。阅读原文

金华义乌海关在航空口岸查获象牙制品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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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原文

湛江海关在旅检渠道首次查获穿山甲鳞
片

2019-06-25，浙江金华——金华义乌海关
日前在执行泰国至义乌的航班监管任务
时，从一名自中国籍旅客随身物品中查获
疑似象牙挂件 1 件，经上海野生动植物鉴
定中心鉴定，
确认为象牙制品，
净重 22 克。
阅读原文

2019-06-30，广东湛江——6 月 25 日，湛
江机场海关在 1 名自金边进境航班上的中
国籍男性旅客所携带行李物品中查获穿
山甲鳞片 23 片，总重量 40 克。据悉，这
也是该关首次在旅检渠道查获濒危动植
物及其制品，目前，该批穿山甲鳞片已被
海关暂扣，等待下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福州关区首次截获濒危植物星冠

2019-06-25，福建福州——榕城海关在对
1 件自中国台湾地区寄至浙江温州的邮件
进行查验时，X 光机图像显示邮件内装有
疑似活体植物。经开箱，发现仙人掌科活
体植株 3 株，重 0.8 千克。6 月 17 日经鉴
定，查获物品为仙人掌科植物——星冠
（Astrophytum asterias Lem）
，属《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附
录Ⅰ中所管控的物种，系福州关区首次截
获。同时在这批星冠中还检出仙人掌 X 病
毒（Cactus virusX，CVX）
。目前，海关已
依法对上述植物予以扣留并做后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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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执法动态
肯尼亚警方查获 16 根象牙原牙

2019-06-06，肯尼亚——肯尼亚纳库鲁
地区警方于上周拘留了两名用私家车非
法运输 16 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这些象
牙原本是要运往内罗毕的。据悉，警方于
前一天接到市民举报，称这辆车在多个
民居前漫无目的地行驶，在接到信息后
警方迅速采取行动逮捕了两名男子，他
们当时正在等着把象牙交给一个从内罗
毕来的人。目前警方正在与侦探合作，继
续深入调查购买这 16 根象牙的嫌疑人。
警方怀疑参与非法象牙贸易的非法分子
通过租用住宅来收集象牙，然后把象牙
卖给在国外销售象牙的个人。阅读原文
越南查获 3.5 吨象牙和 4 吨穿山甲甲片
2019-06-14，越南——越南当局查获了
共 7.5 吨的象牙和穿山甲甲片（3.5 吨
象牙和 4 吨穿山甲甲片）
，这是越南最大
的野生动物走私案件之一。据悉，海关人
员在检查一个抵达越南北部海防港的集
装箱时，发现装有象牙和甲片的钢桶与
装有焦油的桶混在了一起。这批货物是
寄给海防港的一家物流公司，但目前还
没有关于其来源的详细信息。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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