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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9 年 8 月） 

国内执法动态 

北海边检查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砗磲标

本 

2019-08-01，广西北海——北海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民警日前在对一艘停靠在铁山

港码头的香港籍货轮进行检查时，当场查

获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砗磲标本 41.84公斤。

由于涉嫌贩运国家野生保护动物，目前该

案已移交北海海关处理。阅读原文 

 

厦 门 海 关 查 获 一 批 濒 危 木 种 制 品

 

2019-08-02，福建厦门——今年 4月，福

清某贸易有限公司委托厦门某报关行向

东渡海关申报出口两个集装箱的木制雕

像、家具和铁制品至台湾。虽然这批木制

品和家具的材质都申报为胡桃木、梧桐木、

黑檀木等普通物种，但风险分析部门经过

研判，还是下达了布控指令。打开集装箱

柜门看并无异常，但是经过进一步掏箱查

验，箱内竟然“别有洞天”，多座高约 70

厘米的观音像、满脸笑意的弥勒佛像、花

开富贵摆件、龙龟摆件、山水摆件……经

过查验清点，两个集装箱内共有 81 件木

制品。从颜色上看，涉及多种材质，其中

不少装在精美的玻璃罩内，周身散发异香，

有些佛像的随附证书上，还有“马来 OK沉

香”字样，查验场俨然成了一个小型收藏

馆。东渡海关立即决定理货并送木种鉴定。

日前，经司法鉴定部门专业鉴定，最终确

定这批货物有 29件是濒危木制品。其中，

19 件木制雕像为瑞香科白木香属（沉香属）

的沉香木；5 件木制雕像为豆科蝶形花亚

科黄檀属的交趾黄檀；5 件木制雕像为豆

科蝶形花亚科黄檀属的海南黄檀。上述三

者均已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附录 II 中，属国家二级保护木

种。目前，该案已移交缉私部门进行处理。

阅读原文 

 

成都海关查获 26 件疑似象牙制品及 119

克疑似穿山甲鳞片 

 

2019-08-05，四川成都——成都海关所属

成都双流机场海关旅检现场日前在对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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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名中国籍旅客行

李中查获疑似象牙制品和疑似穿山甲鳞

片。其中疑似象牙制品 26 件 687 克，疑

似穿山甲鳞片 119 克。阅读原文 

 

 

上半年榕城海关邮递渠道查获濒危物种

及其制品 20.07 千克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90802/newgx5d437bb9-18555306.shtml
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90802/newgx5d437bb9-18555306.shtml
http://fj.sina.com.cn/news/s/2019-08-03/detail-ihytcitm6581027.shtml
http://fj.sina.com.cn/news/s/2019-08-03/detail-ihytcitm6581027.shtml
http://fj.sina.com.cn/news/s/2019-08-03/detail-ihytcitm6581027.shtml
http://fj.sina.com.cn/news/s/2019-08-03/detail-ihytcitm6581027.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9/08-05/8917573.shtml
http://www.chinanews.com/sh/2019/08-05/89175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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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8-07，福建福州——今年上半年榕

城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在邮递渠道累计查

发违法违规邮寄濒危物种及其制品情事

46起，同比增长 1.2 倍；查获濒危物种及

其制品 185 件，总重 20.07 千克。其中，

象牙及其制品 49 件、4.82 千克。此外，

还在邮递渠道首次截获了星冠、可爱蝴蝶

兰等濒危物种。阅读原文 

 

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查获 6件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黑熊制品 

 

2019-08-09，云南江城——7 月底，江城

边境管理大队民警开展查缉时，从一辆皮

卡车上查获了疑似野生动物制品。嫌疑人

称这些是赤麂。随后边境管理大队把案件

移交给江城县森林公安局办理。经过森林

公安局办案民警仔细检查并请相关机构

鉴定，确认车上除了一只国家三有保护动

物赤麂的死体外，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黑熊的制品，包括黑熊四肢的掌部，也就

是俗称的熊掌，以及熊的嘴巴、熊鞭等。

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龚某交代，这些野

生动物制品是他与境外人员联系后，由对

方带到边境线一带卖给他的。因涉嫌非法

收购、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犯罪

嫌疑人龚某目前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阅读

原文 

 

旅客携带象牙制品入境被三亚海关查获 

2019-8-11，海南三亚——8 月 11 日，三

亚海关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监管 CI537

“台北-三亚”航班时，查获 1名中国籍旅

客携带 1件疑似象牙制品入境。15日，经

专业机构鉴定确认为现代象象牙制手镯，

重 67 克，系今年海关在三亚空港口岸首

次查获象牙类濒危物种制品。阅读原文 

 

成都海关查获 28件玳瑁制品 

 

2019-08-13，四川成都——成都双流机场

海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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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中

国籍旅客行李中查获疑似玳瑁制品 28件，

其中扇子 2 把，梳子 9 把，手镯 17 个，

毛重 746克。阅读原文 

 

深圳查获濒危鹦鹉蛋 

2019-08-15，广东深圳——今年 3月 19日

上午，一女子从西九龙站口岸入境，经过

X 光机检查，现场关员在其携带的行李包

内发现用纸张和衣服包裹的禽蛋 122 枚，

蛋壳上标注了不同颜色、不同符号的标识，

http://fjnews.fjsen.com/2019-08/07/content_22587909.htm
http://fjnews.fjsen.com/2019-08/07/content_22587909.htm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09/doc-ihytcerm9659222.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09/doc-ihytcerm9659222.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09/doc-ihytcerm9659222.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09/doc-ihytcerm9659222.shtml
http://www.chinaqw.com/hdfw/2019/08-16/229111.shtml
http://www.chinaqw.com/hdfw/2019/08-16/229111.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13/doc-ihytcern0426007.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13/doc-ihytcern042600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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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里还有一套特制的保温设备。在查验过

程中，陆续有雏鸟孵化，雏鸟形状明显不

像一般家禽。关员发现刘某在 6天里跨越

亚洲、欧洲和北美洲，远至北美洲的尼加

拉瓜，这一不合常理的举动引起了海关的

注意，便立即联系缉私部门介入。海关缉

私部门接报后，迅速对刘某相关情况进行

核查，现场提取分析的资料显示，刘某还

有一名同行人员苏某（男），已于 3 月 19

日上午在西九龙站搭乘动车前往福建厦

门，并且苏某极有可能也携带着鹦鹉蛋。

缉私人员紧急联系铁路公安部门协助，当

天 18 时，厦门铁路公安在福建漳州市区

抓获苏某，并查获其随身携带的鹦鹉蛋

122 枚。目前，该案件已移送检察院审查

起诉。经华南动物物种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中心的鉴定，244 枚鹦鹉蛋绝大多数为黄

冠亚马逊鹦鹉蛋，部分为绯红金刚鹦鹉蛋、

红额亚马逊鹦鹉蛋及斑点亚马逊鹦鹉蛋

等。上述物种均被列入了《濒危野生动植

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附

录Ⅱ，属于法律上界定的珍贵动物。阅读

原文 

 

 

天津海关查获 60公斤砗磲标本 

 

2019-08-20，天津——日前，天津海关所

属新港海关关员在一名中国籍旅客由印

度尼西亚运送回国的行李中，查获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砗磲标本 1件，重达 60公斤。

据悉，海关查验关员对该名旅客的分运行

李实施现场人工查验时，首先发现了 12件

疑似玛瑙石、木化石的物品，随后对所有

内包装进行拆包，又发现 1 件 60 公斤重

的贝类壳体物品。后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濒

危物种科学委员会鉴定，确定为砗磲科贝

壳。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查获疑似象牙手串 自非洲进境

净重 280 克

 

2019-08-23，福建厦门——8月 22日下

午 2时许，厦门海关关员在执行新加坡

至厦门的 MI922次航班监管任务时，通

过 X光机检查，在一选择无申报通关的

中国籍男性旅客行李中发现疑似珠串类

物品。经开箱彻查，查获疑似象牙手串

两件，总计净重约 280克。旅客称上述

手串购自南非。目前该关已对上述物品

暂不予放行，待送专业机构鉴定后处

置。阅读原文 

 

 

 

长春海关查获 165 克象牙制品 

2019-08-25，吉林长春——长春邮局海关

近日在进口邮包中查获 165 克象牙制品。

海关关员在对进口快件进行日常机检查

验时，通过 CT 机智能审图报警发现一件

疑似象牙进口邮包。海关关员立即对该邮

包进行开拆查验，发现在一件衣服内夹着

5 枚手镯和一条项链，颜色呈黄白色，带

有精致的网格纹路，进一步检测显示为象

牙及动物骨制品。经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

物检测中心鉴定，这些饰品均为象牙制品，

http://gd.people.com.cn/n2/2019/0815/c123932-33252266.html
http://gd.people.com.cn/n2/2019/0815/c123932-33252266.html
http://gd.people.com.cn/n2/2019/0815/c123932-33252266.html
http://gd.people.com.cn/n2/2019/0815/c123932-33252266.html
http://www.tj.xinhuanet.com/news/2019-08/20/c_1124897035.htm
http://www.tj.xinhuanet.com/news/2019-08/20/c_1124897035.htm
http://www.tj.xinhuanet.com/news/2019-08/20/c_1124897035.htm
http://www.tj.xinhuanet.com/news/2019-08/20/c_1124897035.htm
http://xm.fjsen.com/2019-08/23/content_22641777.htm
http://xm.fjsen.com/2019-08/23/content_2264177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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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来自亚洲象或者非洲象，共计 6 件，

重 165 克，属于国家禁止进境的物品。目

前，该案件已做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天津海关查获违规邮寄进境象牙项链 

 

2019-08-26，天津——日前，天津海关隶

属邮局海关关员在对一件寄自意大利的

邮件进行查验时，发现邮件中有疑似象牙

质地项链一件，重约 13克，后经鉴定确认

为象牙制品。目前，该案已移交有关部门

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25/doc-ihytcern3405232.shtml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8-25/doc-ihytcern3405232.shtml
http://www.tj.xinhuanet.com/fzpd/2019-08/23/c_1124913057.htm
http://www.tj.xinhuanet.com/fzpd/2019-08/23/c_112491305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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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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麦隆海关查获 383 公斤穿山甲甲片 

 
2019-08-20，喀麦隆——喀麦隆海关的

巴门达流动部队近日查获了 383 公斤的

大穿山甲（Smutsia gigantea）甲片。据

喀麦隆海关称，这些被查获的甲片已被

移交给林业和野生动物管理部门，该部

门将起诉走私者。这次的查获行动属于

当局几个月前发起的名为“Halte au 

commerce illicite”的专项行动。阅读

原文 

 

 

马拉维警方成功打击野生物犯罪团伙，

逮捕 9名中国公民和 4 名马拉维公民 

2019-08-26，马拉维——经过三个月的

追捕，马拉维警方于 8月 16日在利隆圭

成功将野生物犯罪团伙中心人物林某逮

捕。据称，现年 46岁的林某为中国公民，

他涉嫌走私象牙、犀牛角、穿山甲甲片等。

在今年 5 月，包括他的妻子在内的另外

9 名中国公民和 4 名马拉维公民被捕，

之后他一直在逃。警方在接到线报，得知

林某藏匿在利隆圭后，与国家公园和野

生动物局发起联合行动。据警方表示，林

某参与了多项野生物制品的收购，包括 3

只穿山甲活体、556片穿山甲甲片、103

块犀牛角、2颗河马牙、象牙筷子以及其

他加工后的象牙制品等。 

 

 

 

 

目前他已被押回利龙威毛拉监狱，直到 9

月 11日举行下次听证会，他将面临多项

指控，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阅读原文 

 

 

 

 

 

 

 

 

 

 

 

 

 

 

 

 

 

http://www.trafficchina.org/
http://www.trafficchina.org/
https://www.businessincameroon.com/farming/2008-9410-cameroon-383-kg-of-pangolin-scales-seized-by-customs
https://www.businessincameroon.com/farming/2008-9410-cameroon-383-kg-of-pangolin-scales-seized-by-customs
https://www.businessincameroon.com/farming/2008-9410-cameroon-383-kg-of-pangolin-scales-seized-by-customs
https://www.businessincameroon.com/farming/2008-9410-cameroon-383-kg-of-pangolin-scales-seized-by-customs
http://wildlife.gov.mw/2019/08/19/malawi-police-arrest-suspected-notorious-chinese-ivory-kingpin/
http://wildlife.gov.mw/2019/08/19/malawi-police-arrest-suspected-notorious-chinese-ivory-kingpin/
http://wildlife.gov.mw/2019/08/19/malawi-police-arrest-suspected-notorious-chinese-ivory-kingp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