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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9 年 7 月） 

国内执法动态 

行李箱竟藏非洲鳄鱼 男子被广州海关查

获

 

2019-07-05，广东广州——6月 18日 7时

许，广州海关隶属白云机场海关现场关员

运用托运行李后台查验系统，锁定一件从

巴黎飞抵广州转机国内的行李箱，怀疑其

中藏有活体动物。该行李箱为一名进境男

子所有。海关关员随后将该名男子拦截，

对行李箱实施开箱查验。经查，发现行李

箱中装有一个用透明胶带密封的长条纸

盒，表面贴有白色标签，与普通快递包装

无异。但纸箱划开后，赫然出现一条活体

鳄鱼，长约 50厘米，尾部拴有一根蓝色短

绳。经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为

尼罗鳄，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附录 I所列物种。目前该案已移

交缉私部门处理，尼罗鳄暂由动物保护机

构饲养。阅读原文 

 

深圳海关查获疑似抹香鲸牙齿 55 颗 

 

2019-07-05，广东深圳——6月 27 日，罗

湖海关关员通过 X光机检查，发现一位旅

客的行李箱装有密度过高无法识别的可

疑物品，经开箱检查，关员发现可疑物品

是 55 颗疑似某种大型动物牙齿。这些牙

齿大部分长约 5-10 厘米，呈米黄色，尾端

部分为中空状，但硬度较高，高度疑似鲸

鱼牙齿。当事人自称该物品为抹香鲸牙齿，

从日本获得。目前，海关已对这批牙齿依

法扣留并作进一步鉴定处理。阅读原文 

 

 

 

广州象牙伪装成“木制品”入境被截获 

 

2019-07-10，广东广州——7月 5日下午，

一名男性旅客从亚的斯亚贝巴飞抵广州

入境，从其行李箱中发现 3件棕色“木制

https://www.chinaqw.com/hdfw/2019/07-05/226085.shtml
https://www.chinaqw.com/hdfw/2019/07-05/226085.s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8183484581184716&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8183484581184716&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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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包括 1串手链和 2个摆件。“手链拿

在手上感觉比较重，轻轻敲击发现明显不

是木头的材质，而且明显有染色伪装的嫌

疑。”现场关员戴着白色手套轻轻搓揉手

链上的链珠，指尖很快染上棕色。经查，

3 件棕色“木制品”均为象牙制品染色而

成，现场关员随后在该名男子的行李箱中

又查出 13 件未经染色的象牙制品，包括

象牙手链、手镯、筷子和印章。目前，该

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成都海关截获疑似象牙和砗磲制品 

 

2019-07-18，四川成都——17日下午，成

都海关所属成都双流机场海关旅检现场

在对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抵

达成都的航班监管过程中从 6名中国籍旅

客行李中查获疑似象牙 9件 334克，疑似

砗磲 5 件 416 克。据现场关员介绍，该 6

名旅客均从非申报通道通关入境，将疑似

象牙制品藏匿于身上或随身携带的容器

内，意图逃避海关监管。阅读原文 

 

 

西九龙站海关查获旅客违规携带象牙手

镯 

2019-07-18，香港西九龙——当天，海关

关员通过人工自主挑查的方式，在一旅客

携带物品中查获疑似象牙手镯 1个，共 25

克。同时，西九龙站海关关员在口岸入境

大厅从 1名旅客随身行李中查获疑似砗磲

手镯 1个，共 107．8克。目前，上述物品

已移交海关处置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湖北武汉海关查获 25件象牙制品 

 

2019-07-19，湖北武汉——日前，武汉海

关旅检人员在对由莫斯科入境的航班旅

客行李进行查验时，发现其中一件物品显

示异常，从颜色、形状看，这一尊佛像很

可能是濒危物种象牙的一种制品。随后海

关人员在其中发现了 18 件象牙制品。根

据嫌疑人供述，这些象牙制品是从境外的

拍卖会以及跳蚤市场上购得的。通过人身

携带的方式把这些古玩、包括象牙制品走

私入境，进行销售牟利。随后，海关缉私

人员将运送该批象牙制品的嫌疑人王某、

冷某控制。武汉天河机场海关缉私局经过

调查发现嫌疑人通过人身携带的方式把

这些古玩、包括象牙制品走私入境，进行

销售牟利，进一步的调查显示整个（产业）

的上下链条是比较清晰的。随后海关人员

连续在长春、南京等地追缴到非法走私入

境的象牙制品 7件。至此该团伙走私的 25

件象牙制品全部被收缴，总重超过 6公斤。

http://www.jiaodong.net/wenfa/system/2019/07/10/013897623.shtml
http://www.jiaodong.net/wenfa/system/2019/07/10/013897623.shtml
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90718/000981118.html
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90718/000981118.html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9-07/18/content_22266049.htm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9-07/18/content_2226604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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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青岛查获 1.026公斤重的人形象牙雕刻件 

 

2019-7-22，山东青岛——近日，青岛邮局

海关查验关员使用 CT 机对出入境邮件进

行机检查验时，发现一寄自日本的邮包图

像异常。该邮包申报为玩具，机检图像呈

现为人形雕刻件。查验关员随即对该邮包

进行拆包查验，在该邮包中查获象牙材质

雕刻件一件。该牙制雕刻件 1个，重 1.026

公斤，目前，海关已将象牙制品暂扣，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阅读原文 

 

 

皇岗海关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1.2 千克 

2019-07-22，广东皇岗——近日，深圳海

关隶属皇岗海关关员在对入境旅客携带

行李进行查验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机检

图像异常，遂对其同行的另外两名旅客行

李也进行了重点查验，在三人行李箱内共

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25件，总重 1237.2克。

目前，案件已移交相关部门作进一步处理。

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在快件渠道查获象牙雕塑 719

克 

 
2019-07-22，福建厦门——厦门海关隶

属泉州海关驻晋江办在对一票寄自荷兰

的申报品名为“TWO COWS 双牛全脂成人

奶粉*6”的快件进行过机检查时查获象

牙雕塑 719 克。现场查验关员在对该快

件进行过机时发现 X光机图像成像异

常，奶粉罐中疑似有夹藏风险。经转人

工查验发现，其中一个奶粉罐里藏有一

座用锡箔纸包装的古代仕女及童子雕

像。该雕像外观呈乳白色、表面具有明

显纵纹，经鉴定为象牙制品，重约 719

克。厦门海关迅速对该票快件涉及的相

关信息进行布控，并移送缉私部门作进

一步处置。阅读原文 

 

黄花机场口岸首次查获虎骨制品 

 

2019-07-23，湖南长沙——6月 20 日，

一名赴南非务工人员乘坐航班从香港飞

抵长沙，海关在其行李物品中查获穿山

甲鳞片 16片、290 克，虎的骨制品骨骼

8块、160克。海关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

对线索及查获物品作进一步处理。阅读

原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462663544830620&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462663544830620&wfr=spider&for=pc
http://www.dzwww.com/shandong/sdnews/201907/t20190722_18973312.htm
http://www.dzwww.com/shandong/sdnews/201907/t20190722_18973312.htm
http://www.cqn.com.cn/ms/content/2019-07/22/content_7337974.htm
http://www.cqn.com.cn/ms/content/2019-07/22/content_7337974.htm
http://xm.fjsen.com/2019-07/22/content_22529112.htm
http://xm.fjsen.com/2019-07/22/content_22529112.htm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7-23/doc-ihytcerm5546758.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7-23/doc-ihytcerm5546758.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7-23/doc-ihytcerm5546758.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7-23/doc-ihytcerm55467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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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海关查获 2件走私象牙制品案件 

 

2019-07-25，广西南宁——南宁邮局海关

关员在国际邮件监管现场对由日本邮寄

进境的一个邮包进行 X光机机检时发现可

疑，进行拆箱查验发现邮包内有疑似象牙

制品 2件，经检测，初步确定为象牙及象

骨制品。阅读原文 

 

 

广东连查两宗违规携带疑似象牙制品案 

 

2019-07-31，广东深圳——而在 7 月 19 

日，皇岗海关经自主挑查，在福田口岸出

境通道查获 1 名旅客违规携带疑似象牙

手镯 1 个，总重 29.49 克。7 月 22 日，

深圳海关隶属皇岗海关在皇岗口岸出境

大厅查获一名旅客违规携带疑似象牙项

链一条，总重 61.97 克。当日上午，当值

关员在出境旅检通道对一名旅客的携带

物品进行查验时，查获一串疑似象牙制品

的乳白色项链。经比对 X 光机图像，该

项链呈像与象牙及其制品独特的"荧光绿

"基本一致，初步判断疑似象牙制品。目前，

上述案件均由海关处置部门依法处理。阅

读原文 

 

 

中越海关联合查获一起走私穿山甲鳞片

大案

 

2019-7-31，越南——日前，厦门海关出动

70余名警力，在兄弟海关以及公安部门的

协助下，在广西南宁、河北石家庄、福建

莆田三地同步收网，成功打掉 1个濒危物

种走私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8 名，

摧毁了一条从非洲经越南至中国的跨国

走私濒危物种通道。该案为近年来中国海

关与越南海关联合查获的最大一起走私

穿山甲鳞片案。2018 年，厦门海关缉私局

围绕一条濒危物种走私情报线索开展研

判，发现石家庄籍嫌疑人在境外购买穿山

甲鳞片，并从尼日利亚发货至越南拟走私

入境。2019 年 3 月 25 日，根据厦门海关

情报，越南海关在越南海防市一个申报为

进口塑料粒(伪装物为决明子)的货柜中

查获穿山甲鳞片 8.25 吨。随后，厦门海关

开展统一收网行动，最终摧毁了该团伙。

阅读原文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0033559008753886&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40033559008753886&wfr=spider&for=pc
https://news.cang.com/article/post/569947
https://news.cang.com/article/post/569947
https://news.cang.com/article/post/569947
https://news.cang.com/article/post/569947
https://news.cang.com/article/post/569947
https://news.cang.com/article/post/569947
https://news.cang.com/article/post/569947
https://news.xmnn.cn/xmnn/2019/07/31/100575021.shtml
https://news.xmnn.cn/xmnn/2019/07/31/1005750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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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联系我们： 

TRAFFIC 中国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院 2 号楼 

3 层 B 区域，100037 

   

国际执法动态 

新加坡查获 9吨走私象牙 

 

2019-07-24，新加坡——来自刚果民主

共和国的三个“木材”集装箱在经过新加

坡时被扣押，检查人员发现将近 9 吨的

原始象牙，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查获的

最大一宗象牙走私案件。美国有线电视

新闻网（CNN）23日报道，新加坡海关、

移民与关卡局(ICA)和国家公园管理局

周二发布的联合声明称，被查获的这批

象牙从刚果民主共和国运出，途径新加

坡中转，预计运往越南。除了大量象牙之

外，这批非法货物中还有 11.9吨穿山甲

鳞片，这是今年在新加坡所截获的第三

批。阅读原文 

 

越南查获 125 公斤走私犀牛角 

 

 

 

 

 

 

 

 

2019-7-28，越南——越南当局周四（7

月 25日）在首都河内内排国际机场查获

这批藏在石膏内的犀牛角。据悉，在黑市

上犀牛角的售价每公斤可高达 6 万美元。

目前还不清楚这批犀牛角来自哪一个非

洲国家。阅读原文 

 

 

 

 

 

肯尼亚警方伪装成买家查获 35根象牙 

2019-07-31，肯尼亚——当地时间 2019

年 7月 30日，肯尼亚 Rabai，警方展示

了查获的 35根象牙，这些象牙重达 183

公斤，价值约 1800 万肯尼亚先令（约合

120万人民币）。据悉，反偷猎警察伪装

成了买家，在一个村庄将两名犯罪嫌疑

人抓获。阅读原文 

 

 

 

 

 

 

 

 

 

 

 

 

http://www.trafficchina.org/
http://www.trafficchina.org/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91980149353098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9919801493530985&wfr=spider&for=pc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190728-976244
https://www.zaobao.com.sg/realtime/world/story20190728-976244
http://mil.news.sina.com.cn/2019-07-31/doc-ihytcitm5891602.shtml
http://mil.news.sina.com.cn/2019-07-31/doc-ihytcitm589160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