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野生动植物执法动态（2019 年 10 月）
国内执法动态
成都海关从 3 名中国籍旅客行李中查获
疑似象牙制品 21 件

2019-10-12，四川成都——日前，成都海
关所属成都双流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在监
管从亚的斯亚贝巴抵蓉的航班时，在 1 名
中国籍男性旅客的托运行李中查获疑似
穿山甲鳞片一袋、穿山甲鳞片粉末一袋，
毛重分别为 254 克、913 克。当事旅客称
这些穿山甲鳞片及粉末是拿来入药的，他
将部分疑似穿山甲鳞片磨成粉末装在奶
粉罐和塑料瓶里，企图“蒙混过关”
。据濒
危动植物保护专家介绍，一只穿山甲身上
约有 0.4-0.6 公斤鳞片，以该旅客携带的
量，意味着 3 只穿山甲可能惨遭毒手。阅
读原文

2019-10-10，四川成都——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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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名中国籍旅客
行李中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21 件，毛重
0.552 千克。阅读原文
上海虹桥机场查获来自南非的犀牛角
2019-10-12，上海——上海虹桥国际机场
海关关员在行李过机检查时看到一个塞
满疑似犀牛角制品的箱子，为了获得更多
的信息，海关对于箱子予以放行。随后，
一名男性嫌疑人提取了行李并带到了洗
手间，所有犀角及其制品都被转移到了其
背包中。两名嫌疑人随后被逮捕，并查获
了 9.79 千克犀牛角。经审讯，嫌疑人承认
他们受到南非某人的委托，将犀牛角及其
制品带入中国并销售。阅读原文

广西防城港警方查获 10 只非法运输的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水獭
2019-10-13，广西防城港——11 日 12 时
许，横江边境检查站执勤民警在对一辆从
东兴市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行检查时，听
到车尾箱传出声音。民警询问司机运载的
是何种物品，司机支支吾吾地说是“竹鼠”。
民警立即进行检查，发现尾箱内有数个塑
料网箱和编织袋，箱袋里装了活体水獭 10
只、袋鼠 2 只，且司机无法提供合法运输
手续材料。经审查得知，涉案出租车司机
为本地人，其称当天上午在东兴市江平镇

奶粉罐里装穿山甲鳞片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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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客时，有一名男子出 100 元让他把一些
“竹鼠”带到防城区，送到后自然有人接
货。目前，此案已移交当地渔政部门处理。
阅读原文

关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了一起走私珍
贵动物制品案件，该案为今年西北内陆海
关查获案值最高的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件。在海关总署缉私局统一指挥协调下，
西宁海关缉私局专案组在拉萨、郑州、南
宁海关缉私局及三地公安机关配合下，出
动警力 47 名，分 4 个行动小组在青海、
西藏、 河南、广西等地开展行动，成功破
获了这起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件，抓获犯
罪嫌疑人 2 名，查获象牙制品 29.585 千
克、穿山甲甲片 26.26 千克、狮子骨 10.51
千克、狮子牙 4 颗、虎皮 2 张。该案为历
年来青海省单起案件缴获珍贵动物制品
数量最多的一起。目前，该案已侦查终结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同时向其他海关
缉私局移交了多条涉嫌走私珍贵动物及
其制品情报线索。阅读原文

兰州海关查获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
3000 克以上
2019-10-15，甘肃兰州—— 兰州海关今
年以来建立全链条立体查控模式，精准查
缉布控，取得明显成果。今年前 3 季度共
查获非法携带入境的象牙等濒危物种及
其制品 56 件，总重 3012.77 克，其中象
牙制品 21 件、786.77 克，羚羊角 10 件、
871 克，砗磲制品 25 件、1355 克。有效打
击了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的非法贸
易活动。据了解，兰州海关所属的兰州中
川机场海关日前在对从柬埔寨飞抵兰州
的入境航班监管中，查获疑似象牙制品 1
件，重 30.30 克，经相关部门鉴定确认为
象牙制品，已按规定移交缉私部门进一步
处理。阅读原文

香港机场海关查获犀牛角，拘南非抵港
女客

杭州海关在旅检渠道查获象牙制品 3 件
2019-10-16，浙江杭州——10 月 14 日，
经杭州海关技术中心鉴定，此前杭州海关
所属义乌海关在旅检渠道查获的 3 件疑似
象牙制品均为象牙制品，
共重 210.57 克。
目前，上述物品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作进
一步处理。阅读原文
2019-10-19，香港——香港海关 19 日在
香港国际机场查获约 16 公斤犀牛角，估
计市值约 320 万港元，1 名 33 岁女子涉嫌
走私被捕。此旅客从南非约翰内斯堡飞抵
香港，准备转机前往胡志明市，海关人员
在她的一件寄舱行李内发现该批疑似犀
牛角。案件已转交渔农自然护理署跟进。
阅读原文

西宁海关侦破特大走私珍贵动物制品案

上海海关查获一批涉嫌走私濒危物种
2019-10-18，青海西宁——近日，西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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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1，广西南宁——南宁海关隶属
东兴海关缉私分局近日在广西中越边境
的防城港市防城区那良镇成功捣毁一个
鳄鱼走私过驳窝点，现场查获暹罗鳄活体
806 条，查扣涉案运输工具铁壳船 1 艘，
重型货车 2 辆，抓获涉案人员 16 名，其
中 14 名为非法入境的越南籍人员。此次
查获的涉案鳄鱼根据体长大小被分装在
2019-10-20，上海——上海浦东机场海关
158 个木质框中，平均每箱 3-10 条，鳄鱼
近日在一票承运的货物中，查获夹藏的斑
嘴巴均被胶布封住，活动空间极其狭小，
点箱龟等濒危动物 41 只。两名涉案嫌疑
完全没有了野生环境中的凶猛和活力。经
人被海关缉私部门依法刑事拘留。货主对
相关司法鉴定中心初步鉴定，确认该批涉
该批货物申报的是泥龟等普通乌龟。通常
案鳄鱼为暹罗鳄。根据前期摸排及涉案人
鲜活类货物抵达后，货主会第一时间来提
员供述，该批涉案暹罗鳄由走私分子在越
货，但是这些乌龟从墨西哥运抵浦东机场， 南组织货源，后驾驶铁壳船将货物从北仑
货主第二天才来提货，这一情况引起了海
河越方一侧运至防城港市那良镇江口组
关的注意。上海海关缉私局高度怀疑这批
等地非设关地码头走私入境。此次捣毁的
货物中夹藏了一些珍稀货物，因此在报关
窝点为临时过驳窝点，走私分子在这个窝
的时候进行了查验。11 个木箱里共有各种
点将涉案鳄鱼过驳到大货车上，然后伺机
活体乌龟 3000 多只，经有关部门鉴定，其
拉运至广东销售牟利。目前，东兴海关缉
中有被国际公约列为濒危物种的斑点箱
私分局已对该案刑事立案侦办，对主要涉
龟 40 只、中美洲河龟 1 只。涉嫌走私濒
案人员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鳄鱼活
危物种犯罪。然而，海关缉私部门在调查
体已按国家规定全部移交广西陆生野生
时，货主却称，对货物里夹藏着濒危物种
动物救护研究中心进行救治保护。阅读原
的乌龟并不知情。然而海关人员在对货主
文
的手机进行翻查时，发现嫌疑人任某在跟
墨西哥的供货商在手机上联系的时候，已
经提到了这些龟。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
南宁海关查获食蟹猴 2735 只 为中国海关
查办中。阅读原文
缉私侦办该类最大案件
南宁海关破获重大走私鳄鱼案 成功解救
活体暹罗鳄 806 条

2019-10-21，广西南宁——南宁海关 21 日
通报，该关隶属防城海关缉私分局近日将
侦办的“GN1903”特大走私食蟹猴案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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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城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这是迄今
为止中国海关缉私部门侦办的最大规模
走私食蟹猴案，
查证走私食蟹猴达 2735 只，
打掉走私食蟹猴团伙 2 个，抓获犯罪嫌疑
人 17 人。2018 年 7 月 24 日凌晨，防城海
关缉私分局民警接到举报称有不法分子
在辖区内从事走私野生保护动物的勾当，
民警随即开展情报摸排和研判，同时派出
查缉组前往可疑地点蹲守设伏。当日傍晚，
走私分子驾驶的面包车在 2 辆“引路车”
的掩护下疯狂撞向设卡的执法车辆，面包
车司机随即弃车窜入路边山林。在被截停
的面包车内，缉私民警当场查获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动物活体食蟹猴 70 只。后根据
现场痕迹、微量物证进行鉴定对比，缉私
民警抓补了司机陈某某。陈某某在审讯中
交代了其受“阿六”雇从中越边境偷运食
蟹猴入境。一个月后，缉私民警在柳州火
车站抓捕了“阿六”
。经突审，
“阿六”如
实交待走私食蟹猴运输的目的地——广
西梧州某灵长类实验公司。该公司拥有相
关部门颁发的正规养殖经营许可证书，其
从事的业务是食蟹猴繁育、养殖和销售，
食蟹猴主要销售给医药公司用于药物实
验。方加强与广西陆生野生动物救护研究
与疫源疫病监测中心等专业机构的联系
沟通，寻求专业支持，多次联合赴养殖基
地，逐笼逐个对涉嫌走私的食蟹猴“验明
正身”，从上万只食蟹猴中精准统计涉嫌
走私数量，确保证据扎实可靠。至此，涉
案走私食蟹猴的数量从 70 只扩大至 2735
只，犯罪嫌疑人悉数到案，2 个走私食蟹
猴团伙被海关彻底摧毁。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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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执法动态
印度查获水龟和穿山甲鳞片
2019-10-02，印度班加罗尔——印度森
林部门逮捕了四个嫌疑人，他们涉嫌非
法运输 1.025 千克穿山甲鳞片，1 公斤
的印度甲鱼和 7 公斤的印度塘龟。根据
林业部门官员的说法，这是今年最大的
一次缉获。 “这些人自称是农业工人，
他们运输这批货物预计将获得 15,000
卢比到 20,000 卢比的价格。
” 嫌疑人在
Nelamangala 镇附近的 Narsipur 村被捕。
他们把这些东西装在麻袋里，被抓获时
正在等待公共汽车。消息人士称，这些人
承认要出售穿山甲片以制作袋子和防弹
夹克。甲鱼和水龟的贝壳将被出售用于
制造“治愈癌症”和壮阳药的药物。阅读
原文
伊斯坦布尔查获大量非法动物制品

2019-10-30，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0
月 23 日，土耳其警方在伊斯坦布尔查获
了价值 261,000 美元的共计 269 件非法
动物制品，包括两根象牙和一根犀牛角，
另外也有珠子和其他饰品。警方透露，嫌
疑人是阿塞拜疆人。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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