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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关破获特大象牙走私案
濒危物种

缉私十大典型案例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记者刘红
霞）海关总署 15 日宣布，海关缉私部门近
期侦办一起特大象牙走私案，现场查获
7.48 吨象牙。这是海关缉私部门近年来自
主侦查一次性查获象牙数量最大的案件。
海关总署副署长、全国打击走私综合
治理办公室主任胡伟当天在新闻发布会
上介绍，3 月 30 日，海关总署指挥黄埔海
关缉私局，在合肥、南京、北京、福州、青岛
海关缉私局和地方公安机关的支持配合
下，出警 238 人，分为 36 个行动小组在多
地展开收网行动，一举抓获 20 名犯罪嫌
疑人，查获 2748 根象牙，
合计 7.48 吨。
这起特大象牙走私案实现人赃俱
获。海关总署缉私局局长孙志杰告诉记
者，海关缉私会出现“打到货没抓到人、抓
到人没打到货”的情况，这次行动一举抓
获 20 名犯罪嫌疑人，全链条摧毁了一个
长期专门走私象牙的国际犯罪集团。
据介绍，该犯罪集团在非洲尼日利亚
等国收购大量象牙，通过非设关地偷运、
货运渠道伪报等方式走私进境。此次查
获的 7.48 吨象牙是通过货运渠道伪报为
木材方式进境，藏匿于废旧厂房中。目前
这一案件还在侦办中。
胡伟表示，海关总署把打击象牙等濒
危物种及其制品走私作为履行为国把关
职责的“重中之重”，坚持“零容忍”态度，
将锲而不舍、一以贯之地严打严管，坚决
斩断走私链条。

象牙走私案。案件查获走私 4.46 吨的象
牙，而主要犯罪嫌疑人、福建籍的陈某成、
陈某光、陈某宗父子一直在逃。
黄埔海关缉私局侦查处主任科员邱伟
说，
案发之后，
我们就对陈氏父子采取了上
网追逃措施，经过我们长期锲而不舍的对
他们的一个追捕，发现他们在案发后有一
个很反常的行为，就是他在他老家福建莆
田，
家里又盖了新房子，
而且又买了新车。
海关缉私人员侦查发现，
案发后，
陈氏
父子跑到东南亚某国藏匿，
逃亡期间不但没
有收敛，
还多次从非洲向国内走私象牙。
邱伟说，2018 年的 11 月份，陈氏父子
的陈某宗利用国外的虚假身份潜逃回国
内了，然后就被我们一举抓获了，抓获了
之后，我们对陈某宗的外籍身份进行了一
系列的分析，发现他的生活轨迹其实比较
单一，但是他又经常出现在安徽无为县的
一个地方。
嫌疑人多次出现在无为，这引起了专
案组的高度重视，他们迅速把视线转移到
无为。但是，海关缉私人员在无为并没有
发现与案件有关的迹象，调查工作一度陷
入困境。
邱伟说，今年 3 月份的时候，我们再
一次走访摸查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在本地
有一伙操着福建口音的外地人，而且在他
们的言语中我们就发现了他们谈到了黄
酒比较敏感的词语，这个黄酒就是象牙的
一个隐语。

偏僻小镇发现异乡人 说隐语引关注

集中收网 特大走私象牙案真相大白

这起案件为近年来我国海关查获的
最大一起象牙走私案。那么，走私这些象
牙的是什么人？象牙又是怎样漂洋过海
运到偏僻的小镇上的呢？
据办案海关缉私人员介绍，案件线索
源于 2013 年黄埔海关缉私局侦办的一起

为逃避打击，走私分子对象牙等敏感
物品在交流时一般都采用隐语，比如，他
们称象牙为黄酒、皇后等。海关缉私人员
听到这伙福建人聊到黄酒的时候异常兴
奋，
立即对这伙嫌疑人进行侦控。
邱伟说，发现了他们经常晚上在无为

县的一个废旧工厂活动，但是碍于这个手
段有限，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在 29
号的下午，我们再次对废旧工厂进行外线
侦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工厂出现了一
个集装箱。
废旧工厂外墙紧靠长江大堤，海关缉
私人员透过厂房的玻璃即可看到院子里
的集装箱。无为县高沟镇有许多生产电
缆的工厂，然而，海关缉私人员在调查中
发现集装箱还是首次。
邱伟说，所以这一点发现是一个非常
重大发现。经过研究，立刻就决定 3 月 30
号凌晨就对废旧的仓库采取一个突击搜
查，然后在现场我们就发现了夹藏有象牙
的这个木箱有 62 箱，
现场又抓获了前来接
货的福建籍的走私犯罪分子，
一共有六人。
废旧工厂的老板张某之前在非洲做
矿产生意与象牙走私团伙相识。2018 年
2 月，走私团伙将这批象牙从非洲走私进
口到烟台入境，而后沿长江经水运到无
为，
藏匿在张某的废旧工厂里。
3 月 30 日凌晨，黄埔海关“1·17”专案
组在合肥、南京、北京、福州、青岛海关缉
私局及地方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出动 238
名警力，分成 8 个行动小组开展集中收网
行动，将蔡某、林某等 20 名犯罪嫌疑人抓
捕归案。
现已初步查明，以陈氏三父子为首的
犯罪集团，在非洲尼日利亚等国收购大量
象牙，通过非设关地偷运、货运渠道伪报
等方式走私进境。此次查获的 7.48 吨象
牙是通过货运渠道伪报为木材方式走私
进境，藏匿于某地废旧厂房中，伺机在境
内销售牟利。
海关总署缉私局局长孙志杰说，
该案系
近年来海关缉私部门自主侦查一次性查获象
牙数量最大的案件，
全链条摧毁了一个长期
专门走私象牙的国际犯罪集团，
人赃俱获。

新华社北京 4 月 15 日电（记者王雨萧 刘红
霞）海关总署 15 日对外发布打击象牙等濒危物
种及其制品走私十大典型案例，其中，特别通报
了近期侦办的“1·17”特大象牙走私案，现场查
获 7.48 吨象牙。这是海关缉私部门近年来自主
侦查一次性查获象牙数量最大的案件。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海关缉私部门共
计立案侦办濒危物种走私案件 182 起，其中，象
牙案件 53 起，打掉 27 个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
疑人 171 名，查获各类濒危动植物共计 500.5 吨，
查获象牙及其制品 8.48 吨。
除“1·17”特大象牙走私案外，此次发布会
还通报了九起典型案例。
——一起案件目前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019 年 4 月，青岛、南宁海关缉私局在山
东、广西地方公安及森林公安的配合下，实施联
合抓捕，抓获犯罪嫌疑人 14 名，经查，犯罪嫌疑
人高某长期与一越南人相互勾结，从中越边境
非设关地以偷运方式，向我国大量走私象牙等
濒危制品，并利用快递等渠道向国内买家销
售。目前，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五起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018 年破获的五起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
查起诉。包括深圳、福州、湛江“404”象牙走私
案，湛江、深圳“801”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汕头
“307”濒危鹦鹉蛋走私案，哈尔滨“4·27”象牙等
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广州“1·19”犀牛角走私
系列案。
其中汕头“307”濒危鹦鹉蛋走私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10 名，查获濒危鹦鹉蛋 383 枚，濒危鹦
鹉 473 只，濒危巨嘴鸟 1 只，查证涉嫌走私濒危
鹦鹉蛋 3295 枚，是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走
私濒危鹦鹉蛋案件。
——一起案件已移送人民法院审理。
2018 年 6 月破获的江门、南宁“608”石首鱼
鱼胶走私案已移送人民法院审理。该案查获加
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胶 2621 只，查证涉嫌走私
加利福尼亚湾石首鱼鱼胶 15955 只，案值约 8.49
亿元。
——两起案件已经宣判。
2017 年破获的湛江、福州“7·5”特大象牙等
珍贵动物制品走私案和南宁“1726”象牙走私案
已经宣判。其中“7·5”特大象牙等珍贵动物制
品走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27 名，查证涉嫌走私
象 牙 8.45 吨 、走 私 穿 山 甲 鳞 片 796.25 千 克 。
2018 年 2 月，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开庭
审理并当庭宣判，一审判处主犯王某有期徒刑
十五年，其他被告分别被判处三年至九年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海关总署缉私局局长孙志杰说，近年来我
国海关缉私部门着力强化国际和地区执法合
作。一方面，加强与世界海关组织和国际刑警
组织合作，积极参加代号为“保卫”的打击濒危
物种走私国际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加强与濒
危物种走私来源地、中转地和消费地海关、警方
等执法部门合作打击力度，开展联合执法。把
缉私网越织越密，把防线向更远处延伸。

青海省退役军人美术书法摄影展征稿启事
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青海省文学艺 结、风土人情、发展变化，充分展示退役军人
术界联合会拟联合举办以“我们永远是最可 “退役不褪色，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的满腔热
爱的人”为主题的青海省退役军人美术书法 忱及祝福祖国的爱国情怀。
摄影展，即日起面向全省退役军人征稿。
2、
美术、
书法作品尺幅不超过六尺整张，
竖
一、展出时间：7 月 31 日至 8 月 11 日
式为宜。美术作品仅限国画。书法作品书体不
二、展出地点：青海美术馆
限（草、
篆书需附释文）。作品背面右下方，
用铅
三、组织单位：
笔注明作者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详细通讯地
主办单位：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址、
邮编及联系电话。稿件一律寄交软件。
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3、摄影作品彩色、黑白不限，拍摄时间为
承办单位：青海省美术家协会 青海省书 近 3 年的摄影作品，单幅、组照均可。每位作
法家协会 青海省摄影家协会 青海美术馆
者提交的作品不超过 10 幅（组照每组不超过
四、征稿对象：
6 幅），文件大小 JPG 格式 3MB 以上或 TIFF 格
户籍为青海省的退役军人
式 30MB 以上，只接收电子版。图像文件名格
五、征稿要求：
式为：作品标题+作者姓名+身份证号码+详
1、作品内容要紧扣活动主题，围绕中华 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歌颂党的丰功伟绩，
4、投稿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参加过各
祖国的发展变化，描绘青海美丽风光、民族团 级各类比赛且获得名次的作品不能参赛。参

展作品的肖像权、名誉权、署名权、著作权等
七、
征稿时间及投稿地址：
法律责任由作者负责,主办方和承办方不承担
1、征稿时间：自征稿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6
任何连带责任。如发现剽窃、侵权和第三方 月 20 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提出权利主张的，主办方有权随时撤销该作
2、美术、书法作品联系人：
郭晓旭
品的参展权，收回已获得的奖励和荣誉，并在
联系电话：
18009710742
相关媒体予以通报。
美术、书法稿件寄送地址：西宁市西关大
5、本次展出不收取任何费用，美术入选 街 66 号青海美术馆 邮编：
810008
作品展出后退稿，书法、摄影作品一律不退
4、摄影作品联系人：冯 焱
稿，主办单位对获奖作品和入选作品有展览、
联系电话：
0971-6128977
出版、发表和自由处置的权利。
摄影作品投稿邮箱：420902558@qq.com
6、所有投稿均视为知晓并同意遵守上述
4、综合联系人：
王盛惠
条款。
联系电话：
0971-6102203
六、
作品征集数量及奖项设置：
传真：0971-6157312
本次展览共评选出 110 幅入选作品，
其中：
邮编：810008
美术作品 20 件、书法作品 30 件、摄影作品 60
青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件。奖项设置为：美术、摄影各设一等奖 1 名，
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二等奖2名，
三等奖3名，
书法设优秀奖6名。
2019 年 4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