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8 年 12 月）
国内执法动态
昆明海关截获大量仙人掌科濒危植物
2018-12-05，云南勐腊——近日，昆明
海关隶属勐腊海关关员在磨憨口岸对一
辆入境货物车辆登临查验时，从该车驾
驶室内截获未经申报的带土多肉植物 77
株，经鉴定为仙人掌科植物——星兜和
玻璃兜。仙人掌科所有属都属于《濒危
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Ⅱ中
所收录的植物品种。此次截获的仙人掌
科植株，货主无法提供相关检疫审批材
料，属于违规携带禁止进境物品。目
前，勐腊海关已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
该批植物种苗实施截留并做进一步处
理。阅读原文

厦门海关查获 30 件玳瑁制品

2018-12-07，福建厦门——12 月 6 日下
午，厦门海关关员对马尼拉至厦门的
PR330 次航班行李进行技术检查时，发现
两位中国籍男性旅客行李存在异常，遂
对其开箱彻查。但开箱后，这两位旅客
的行李中满满当当装的都是袋装咖啡，
完全不见可疑物品。关员拿起咖啡仔细
检查时，发现有几袋咖啡“与众不同”:
包装略显粗糙，重量、手感明显不符合
袋装咖啡的特点。
“这些咖啡怎么都硬邦
邦的，还这么沉？”经过逐一开拆，关
员果然在“诡异”的咖啡袋里找到了 30
件黑褐色手环等饰品(共 390 克)、2 枚螺
旋形贝壳(共 3.4 千克)和 7 枚扇形贝壳
(共 2.8 千克)。目前，该关已对上述物
品依法予以截留。阅读原文

济南海关查获禁止入境活体濒危野生动
物绿树蟒蛇
2018-12-06，山东济南——12 月 4 日，
当晚，一名中国籍女性旅客选择无申报
通道通关，关员察觉该旅客神情紧张，
示意对其行李进行过机检查，发现其所
携带的行李箱过机图像异常，开包查验
后，在褐色布袋内查获一条通体绿色、
沿脊柱有一条蓝色条纹、周身零星分布
白色或黄色鳞片的活蛇。经初步鉴定，
该蛇为绿树蟒。绿树蟒属于《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Ⅱ
中的管制国际贸易的物种。目前，该案
已移交林业部门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广西北海出售 3 只玳瑁被判刑
2018-12-14，广西北海——2016 年初、
2017 年 5 月初，莫某某通过微信以 5000
多元人民币的价格，向颜某非法出售玳
瑁 3 只，并通过长途客车进行运送，从
中获利约 900 元人民币。2018 年 4 月 11
日，越秀法院依法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6
1

个月，并处罚金 3000 元。阅读原文

江门、南宁海关联手破获一起特大走私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鳔案

2018-12-26，广西壮族自治区——2018 年
7 月份以来广西相继破获 4 起特大跨国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制品系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4 人（其中
越南籍 1 人），查获老虎皮 11 张、蟒蛇胆
1595 个、穿山甲鳞片 81.49 公斤等，案件
涉案物品价值共计 2971.5 万人民币。此
系列案件从 2017 年 6 月起开始侦查，一
直延续至 2018 年 12 月，案件所查获的老
虎皮数量为近年中国森林公安部门破获
的相似案件中最多的一起。阅读原文

2018-12-25，广东、广西——根据海关
总署打击走私“国门利剑 2018”联合专
项行动的统一部署，在海关总署缉私
局、广东分署缉私局的指挥协调和地方
公安机关支持配合下，江门、南宁海关
于近期在广东江门、广州、深圳、广西
东兴等地同时开展代号为“SY608”的打
击绕关走私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鳔收
网行动，抓获涉案人员 16 名，现场查扣
涉案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鳔约 444.3
千克，案值约 1.82 亿元人民币，一举摧
毁了一个专门从事走私加利福尼亚湾石
首鱼鱼鳔的犯罪团伙。经初步查证，走
私犯罪团伙在墨西哥组织收购加利福尼
亚湾石首鱼鱼鳔，通过行李夹藏方式自
墨西哥经他国多次中转，最终绕越设关
地偷运进境，并销售牟取非法利润。目
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南宁海关破获一起重大走私海马干案

2018-12-27，广西东兴——近日，南宁
海关隶属东兴海关缉私分局在东兴市北
仑河入海口水域查获一起重大走私珍贵
动物制品海马干案，现场查获涉嫌走私
海马干共计 22082 尾，净重 37.06362 千
克，现场抓获涉案嫌疑人 4 名，查扣涉
案木船 1 艘，同时随船还查获涉嫌走私
花蟹 1295.2 千克。阅读原文

广西缴获大量野生动物制品

2

南阳破获野生动物制品大案

李某甲犯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
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阅读原文

2018-12-29，河南南阳——南阳市森林公
安局侦破一起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特大案件，
查扣象牙 315
公斤，收缴虎皮 3 张，涉案总价值 1489 万
元。这起案件由南阳镇平的侯某某向在拉
萨的马某某出售虎皮牵出。2016 年 12 月
16 日和 2017 年 2 月 14 日，南阳南坪镇的
侯某某在北京向拉萨的马某某出手了三张
虎皮，经过与当地缉私机关深度对接，3 月
7 日，南阳市森林公安局正式立案。此后，
专案组获知侯某某将赴越南向越南人“阿
南”购买一批象牙原牙，并出售给在珠海
经商的陈某。从 3 月 30 日到 4 月 25 日，
侦查人员辗转广西、广东、河南三省区，经
历近一个月的缜密侦查跟踪，五路民警同
步行动，抓获四名犯罪嫌疑人，随后查获
310 余公斤象牙及其制品。随后，专案组又
奔走拉萨等地，采取各种侦查、追逃措施，
相继将本案其他 7 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起获 3 张虎皮及一批象牙饰品、高鼻羚羊
角、藏原羚角、盔犀鸟等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制品。2018 年 8 月 6 日，南阳市宛城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依法判决，侯某某、马某
某、陈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10 年、
6 年，并处罚金。阅读原文

亳州一男子欲收购穿山甲片被抓
2018-12-29，
安徽亳州——2018 年 4 月 22
日，李某甲为治病，向李某乙购买 1 公斤
穿山甲甲片。同日，二人在商谈交易价格
时，被派出所民警查获。经审理，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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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破获非法收购出售野生动物制品
案：查获藏羚羊等动物标本
2018-12-30，青海——近日，青海省森
林公安局在省公安厅协助下，破获一起
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
名，查获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野牦
牛、藏羚羊、普氏原羚、胡兀鹫等标本
制品 6 件；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熊、
黄羊、岩羊、秃鹫、雕鸮、草原鹰、马
鹿等标本制品 20 件，并缴获大量猎捕工
具和标本制作工具。目前，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国际执法动态

柬埔寨一次性缴获超 3 吨象牙

2018-12-17，柬埔寨——柬埔寨海关接到美国大使馆密报，在 12 月 13 日于金边港口
搜查一个来自非洲国家莫桑比克的集装箱，查获 3.2 吨、即 1026 件象牙。据报该集装
箱去年已送抵港口，但收货人身份不明，亦未前往领取。港口的海关主任指，象牙被
收藏于集装箱的大理石中，不清楚集装箱是否会转送到其他国家。阅读原文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查获价值 220 万美元的犀牛角

2018-12-09，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官员表示，土耳其安全管理部门在阿塔图尔克
机场的反走私活动中查获了 34 公斤犀牛角。这批犀牛角是在佚名从越南莫桑比克到胡志明
机场的越南籍乘客的行李中发现的。据称，这批犀牛角的价值高达 220 万美元。情报信息系
统根据该乘客过去的行程发出了预警信号，安全管理部门在该乘客着陆时将其扣留。这批犀
角已给了视频、农业和畜牧管理部门，并对这名乘客开始了正式调查。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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