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9 年 9 月）
国内执法动态
成都海关从老挝入境航班中查获濒危植
物铁皮石斛

1 件、象牙摆件 3 件。在对行李箱进行检
查时，该名旅客还企图将两件牛皮纸包装
的象牙制品藏起，被当场识破。阅读原文

昆明海关查获走私濒危动物制品海马干
案值逾亿元

2019-09-02，四川成都——8 月 27 日，
海关关员在监管来自老挝万象的入境航
班旅客行李物品时，从一名中国籍旅客
随身携带行李中查获疑似铁皮石斛 6
袋，毛重 0.63 千克。据悉，铁皮石斛属
兰科，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CITES)附录 II，是濒危植物
物种。阅读原文

2019-09-03，云南昆明——8 月 25 日，昆
明海关所属天保海关缉私分局破获一起
走私濒危动物制品案件，查获涉案海马干
148.86 公斤，共计 102085 尾，案值 1.23
亿元，该案是昆明海关近年来查获数量最
多、案值逾亿元的走私濒危海马制品入境
案。7 月初，天保海关缉私分局在侦办一
起走私普通货物案件时，经深挖扩线，发
现一条走私国家名贵中药材重大线索。经
过深入摸排，7 月 11 日，昆明海关统一指
挥组织警力迅速出击，在昆明市某综合批
发市场的一家药材商铺内现场查扣涉案
海马干，并发现大量走私证据。8 月 25 日，
昆明海关出动 30 余名警力分别在云南省
红河州河口县、金平县等地一举抓获蒋某
某、范某某等 7 名犯罪嫌疑人，打掉 2 个
长期盘踞在河口、金平的绕越设关地专业
走私团伙。阅读原文

青岛流亭机场海关查获非法携带入境象
牙制品 800 余克
2019-09-02，山东青岛——9 月 2 日，青
岛流亭机场海关在对东京至青岛的入境
旅客查验时，发现一名中国籍旅客未申报
携带象牙雕像、折扇、项链、手镯等制品
共 11 件，重约 864 克。目前海关已依法
将象牙制品暂扣，待进一步处理。当天，
海关关员在对入境旅客行李查验时，发现
一名旅客行李箱过机图像显示异常，遂对
这名旅客进行拦截开包查验。随后在该名
旅客拉杆箱中发现象牙折扇 1 件，用牛皮
纸包裹的象牙雕像、圆罐各 1 件。现场关
员在将行李内物品彻底查验后，在拉杆箱
底部夹层中查获象牙手镯 4 件、象牙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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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海关在进境邮包中查获大量濒危“多
肉”植物

2019-09-10，福建厦门——9 月 3 日，厦
门海关隶属邮局海关从一件来自中国台
湾的申报为“礼品”的邮件中，发现了 15
只活体蜥蜴。当日，海关关员在对该邮件
进行开箱查验时，发现纸箱内一个白色细
纱布网兜在剧烈晃动，关员立即停止开拆，
并将网兜置于大型塑料隔离箱中。随后，
关员轻轻摇动隔离箱，15 只身长约 20 厘
米的活体蜥蜴争相从网兜中爬出。经鉴定，
该批动物为非洲平原巨蜥，系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动物，因为攻击意识比较低，也比
较容易饲养，是目前宠物市场上最受欢迎、
饲养最普遍的巨蜥品种。由于平原巨蜥脾
气温顺，经常被非洲土著猎杀食用，或捕
捉到宠物市场上贩卖，现已濒临绝种，被
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附录Ⅱ。9 月 5 日，经过部署，厦门海关
缉私局东渡分局成功抓获该案主要犯罪
嫌疑人。阅读原文

2019-09-04，广东广州——9 月 4 日，广
州海关所属广州邮局海关现场关员发现 2
件由意大利寄递进境、申报品名为“TOY”
（玩具）的邮件存在异常。关员进一步开
箱查验发现，两个邮包内的“玩具”实为
多肉植物，每株以报纸包裹，植物根部均
带有泥土等栽培介质。两个包裹中的多肉
植物共达 96 株。
经送相关专业部门鉴定，
确认该批多肉植物中包含的仙人掌科孔
雀花属植物 55 株、岩牡丹属植物 6 株和
星冠 2 株，为《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
（CITES 公约）附录 1 中列明的保
护物种。阅读原文

罗湖海关查获旅客携带入境濒危珊瑚 9 株
2019-09-06，广东深圳——9 月 4 日，经
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深圳海
关隶属罗湖海关在此前查获旅客携带入
境的 9 株疑似珊瑚为珊瑚虫纲石珊瑚目珊
瑚，总重 1.12 千克，属濒危物种。阅读原
文

南京禄口机场海关首次查获疑似濒危物
种大凤螺

厦门海关查获 15 只活蜥蜴 主要嫌疑人涉
嫌走私已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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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缉私部门作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上海邮局海关邮递渠道查获活蜥蜴 80 只
犯罪嫌疑人被抓
2019-09-17，上海——上海邮局海关日前
从两件申报品名为“礼品”的入境邮件包
裹中，查获活蜥蜴 80 只。经鉴定，该批蜥
蜴为美洲绿鬣[liè]蜥，被列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 II。这是上
海海关首次在邮递渠道查获该物种。目前，
犯罪嫌疑人已被海关缉私局依法抓获归
案。阅读原文

2019-09-11，江苏南京——9 月 10 日上
午，一名中国籍男性旅客搭乘法兰克福
至南京的航班进境，行李在经过 x 光机
时显示异常，海关旅检关员在开箱查验
时发现，该旅客行李箱内装有一件特殊
形状的“贝壳”
，根据花纹及形态，初步
判定为濒危物种大凤螺，重量约 1.309
千克。这是该口岸首次查获疑似濒危物
种大凤螺，已移交相关部门做进一步处
理。阅读原文

天津海关首次查获进境船员违规携带象
牙制品
2019-09-18，天津——近日，天津海关首
次在船舶进境渠道查获违规携带象牙进
境案件，查获中国籍船员曲某、姜某携带
象牙制品进境未申报，涉案象牙制品包括
手镯、烟嘴、吊坠等 12 件，共计 140 余
克。当日，天津海关缉私人员根据线索，
对在天津南疆码头停泊的某货轮进行突
击登轮检查。经检查，在船员房间内查获
疑似象牙制品，分别为手镯、烟嘴及不同
样式的吊坠。经权威部门鉴定，上述涉案
物品均为象牙制品。目前，此案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阅读原文

中蒙最大陆路口岸查获走私麝香 20 枚
2019-09-16,内蒙古二连浩特——9 月 7
日下午，内蒙古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二连
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公路货运口岸执勤民
警对 1 辆入境大货车进行检查时，在驾驶
室车载冰箱内发现冷冻羊肉 10 斤，进一
步检查时发现驾驶员神情紧张，试图转移
隐藏包裹违禁物品的衣物，民警发现后立
即进行控制，
并从该衣物中查获麝香 20 枚，
总净重 740 克。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
天津查获近九百件濒危木材制品
部门处理。阅读原文
2019-09-18，天津——9 月初,天津海关所
属新港海关查获一批檀木伪报杉木的货
物。该批货物为北京某公司以一般贸易方
杭州海关在空港口岸查获象牙制品 9 件
式自印度申报进口的一批木制家具及装
2019-09-16，浙江杭州——近日，经杭州
饰品。申报材质为杉木,申报数量 892 件、
海关技术中心鉴定，此前杭州海关在萧山
5196 千克,申报货值 5199 美元。但经第三
空港口岸查获的疑似象牙手镯、项链、吊
方商品检验鉴定,该批木制家具及装饰品
坠、烟嘴等 9 件工艺品，
确认为象牙制品，
材质为蝶形花科黄檀属的一种木材,属于
总重 1458.78 克。目前，上述物品已移交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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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ES)附录二产品。涉案人企图利用认
识盲区和不易区分的特点牟取暴利。阅读
原文

青岛流亭机场海关查获象牙制品 13 件
2019-09-19，山东青岛——青岛流亭机场
海关在对日本大阪至青岛航班监管过程
中，查获一名中国籍旅客未申报携带镶嵌
于字画卷轴上的象牙制品 13 件，重约 278
克。当天，海关关员在对入境旅客行李查
验时，发现一名旅客行李箱过机图像显示
异常，遂对这名旅客进行拦截开包查验。
随后在旅客行李箱中发现用塑料袋包裹
的 7 幅字画卷轴，除其中一幅卷轴的右侧
缺失外，其余卷轴两侧均为象牙装饰品。
目前海关已将象牙制品暂扣，待进一步处
理。阅读原文

2019-09-28，北京——近日，北京海关隶
属首都机场海关在监管进境航班中，连续
查获疑似象牙及濒危动植物制品。北京海
关透露的数据显示，今年 9 月 19 日和 20
日，首都机场海关查获 59 件象牙制品， 5
件狮牙制品，疑似穿山甲鳞片 1 包，合计
5.78 千克。阅读原文

一旅客腰绑活龟入境被拱北海关查获
2019-09-29，广西北海——8 月 26 日下午
6 点左右，女子叶某经拱北口岸旅检大厅
无申报通道入境。在接受海关查验期间，
叶某称肚子痛，且神色异常。关员怀疑叶
某有身藏嫌疑，于是将她带至封闭区域作
进一步查验。查验过程中，叶某承认自己
身上带了活龟，同时忙不迭地从裤袋中掏
出 1 只生猛的活龟，其后又掀起上衣露出
腹部处的黑色束腹带。让关员惊讶的是，
叶某的束腹带内竟还绑藏了 4 只比巴掌还
大的活龟。经清点，叶某身上共藏有 5 只
活龟。这些活龟大小不一，额顶两侧均有
一条亮黄色纵纹，背甲中央有一条淡黄色
脊棱，腹甲则是棕黑色伴有鲜黄色边缘。
由于叶某无法出具任何证明，海关依法暂
扣涉案活龟并送相关部门鉴定。日前，经
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上述 5
只活体龟均为“爬行纲龟鳖目地龟科闭壳
龟属黄缘闭壳龟”
，是被列入《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附录 II 的
濒危物种，同时也被列入国家保护的野生

拉萨海关查获一起走私疑似珍贵动物及
其制品案
2019-09-20，西藏拉萨——近期，拉萨海
关缉私部门在阿里地区普兰县查获一起
走私疑似珍贵动物及其制品案，查获虎皮
1 张，豹骨 6．15 公斤。阅读原文

江门海关查获违规携带入境濒危唐冠螺
2019-09-26，广东江门——近日，经华南
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江门海关隶
属阳江海关日前在一名入境船员行李中
查获的海螺，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唐冠螺，共 3 件、总重 3.69
千克。目前，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作
进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首都机场海关查获 59 件象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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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名录。目前，上述案件正在进一步处
理中。阅读原文

5

国际执法动态
印度警方抓获偷猎者犀牛者，查获犀牛
指甲和犀牛角
2019-09-22，印度——印度警方于本月
中旬在 Biswanath 地区抓获了一群偷猎
者，他们查获了 12 颗犀牛指甲和 1 只犀
牛角。据官员们称，这是他们第一次偶然
发现这样一个实情 —— 偷猎犀牛不仅
是为了犀牛的角，也为了犀牛的指甲。随
后对被捕偷猎者的调查和审讯中发现，
在野生动物身体的“灰色市场”中也存在
对犀牛指甲的需求。偷猎者说，指甲被用
作“稀缺”的犀牛角的替代品，用于传统
药物的制作。因此，每当角的供应变得稀
缺时，就会用指甲来作为替代品。阅读原
文

肯尼亚警方查获象牙、犀角

2019-09-13，肯尼亚——三名嫌疑人在
Kericho 因价值 1600 万肯尼亚先令的象
牙、犀角被捕。肯尼亚野生动物服务局
（KWS）官员冒充买家进行调查三个月，
最终逮捕了这些嫌疑犯，并查获了五只
象牙和一根犀牛角。嫌疑犯在试图将野
生动物制品卖给 KWS 官员时被捕。目前
警方还在进行后续调查。阅读原文
更多信息请访问：www.trafficchina.org
联系我们：

TRAFFIC 中国
6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院 2 号楼

3 层 B 区域，100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