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18）粤刑终225号 

原公诉机关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卓文，男，1961年2月9日出生，汉族，高中

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

因本案于2016年1月2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4日被逮捕。现押于广东

省广州市第三看守所。 

辩护人刘昊旻，北京市东卫（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

被告人卓文犯走私珍贵动物罪一案，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6）粤

01刑初587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卓文不服，提出上诉。本

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决定以不开庭方式进行审理，通过阅卷及讯问上诉

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15年7月8日，被告人卓文在孟加拉国达卡指使同案人

李某5携带两个装有乌龟的行李箱入境。当日，李某5乘坐CZ392次航班

（孟加拉达卡-广州）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其选择无申报通道入境，

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海关关员经查验，从李某5携带的行李箱中查

获乌龟259只。经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上述乌龟分别为地

龟科池龟属黑池龟12只、地龟科小棱背龟属印度泛棱背龟247只，属于

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保护的珍贵动物，被严格

禁止国际贸易，一共价值人民币647.5万元。 

原判认定上述事实，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听资

料、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证实。 

原判认为，被告人卓文无视国家法律，逃避海关监管，指使他人走



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珍贵动物罪，且

情节特别严重。卓文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法应按照其参与

的全部犯罪处罚。卓文拒不认罪，悔罪态度较差，酌情从重处罚。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五十

九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作出判决：被告人卓文

犯走私珍贵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

万元。 

上诉人卓文上诉提出，1、原判认定其犯走私珍贵动物罪的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2、另案生效判决未认定同案人李某5是从犯。原判错误

认定卓文与李某5构成共同犯罪且系主犯，与另案生效判决查明的事实

相悖。3、其虽未构成犯罪，但在羁押期间具有检举立功的情节，原判

对此未予调查认定。请求撤销原判，改判其无罪。 

上诉人卓文的辩护人辩护提出，1、原判认定卓文犯走私珍贵动物

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2、即使采纳李某5的口供及李某2提供的录

音等，结合卓文的供述，仅能认定卓文为李某5走私珍贵动物提供了行

李箱的便利。卓文不是本案的组织者、策划者，其仅起次要作用，系从

犯。原判量刑过重。 

经审理查明，2015年7月8日19时许，同案人李某5（另案处理）根

据上诉人卓文的指使携带两个行李箱,乘坐CZ392次航班（孟加拉达卡-广

州）抵达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并选择无申报通道入境，未向海关申报任

何物品。海关关员经查验，从李某5携带的行李箱内查获乌龟259只。经

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鉴定，上述乌龟分别为地龟科池龟属黑池龟

12只、地龟科小棱背龟属印度泛棱背龟247只，均属于受《濒危野生动

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I保护的珍贵动物，价值计人民币647.5万



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实： 

1、出入境记录：（1）上诉人卓文于2014年1月12日至2015年6月12

日，先后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10次）或云南昆明机场口岸（1次）出

境至孟加拉国计11次。其中，卓文最后一次于2015年6月12日出境前往

孟加拉国，同年7月18日回国。2015年7月18日至2016年1月8日，卓文无

出入境记录。 

（2）同案人李某5于2015年6月20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境至孟

加拉国，同月23日回国，同年7月6日经上述口岸出境至孟加拉国，同月

8日回国。 

（3）证人姚某于2015年7月6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境至孟加拉

国，同月8日回国。 

（4）证人关某于2014年1月12日至2015年6月30日经广州白云机场

口岸（3次）或珠海拱北口岸（1次）出境至孟加拉国计4次。其中，关

某最后一次于2015年6月30日出境至孟加拉国，同年7月4日回国。 

（5）证人李某1于2015年1月6日至6月23日出境至孟加拉国9次。其

中，李某1最后一次于2015年6月20日出境至孟加拉国，同月23日回国。 

2、经同案人李某5签认无误的护照、登机牌：证实同案人李某5的

身份情况；2015年7月8日，李某5乘坐CZ392次航班（孟加拉国达卡—广

州）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 

3、《查验记录》、《查获经过》、《案件线索移交表》及《受案

登记表》：2015年7月8日19时许，李某5乘坐CZ392次航班（孟加拉国达

卡—广州）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入境，过关时选走无申报通道，未向海

关申报任何物品，广州白云机场海关关员经查验，从李某5携带的行李

箱内查获疑似黑池龟12只、疑似棱背龟247只。 



2016年1月29日，上诉人卓文乘坐Z803次列车经广州市天河口岸出

境时，被天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抓获。 

4、《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以及涉案乌龟的照片：案发

后，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从同案人李伟文处扣押黑池龟12只、棱

背龟247只；从证人李某2处扣押小米手机1台；从上诉人卓文处扣押苹

果手机2台。 

同案人李某5经辨认，对上述照片确认无误。 

5、银行转账记录：（1）2015年6月19日，关某通过网上银行将

10900元汇给毕某。 

证人毕某经辨认，指认上述款项是关某汇给她的机票款，并授权她

出具包括李某5在内的机票（2015年6月20日，广州—达卡；2015年6月

23日，达卡—广州）。 

（2）2015年6月27日、7月5日，关某通过网上银行分别将9360元、

8300元汇给毕某。 

证人毕某经辨认，指认上述款项是关某汇给她的机票款。 

6、证人李某2、赖某分别提交的手机通话录音资料：（1）文件名

为“7月28日12点20分”的通话录音提及“当初我跟老李的约定，原来

200多只小的，出了事我就拿5万出来，如果是那12只斑点出了事，我就

出10万”、“还有李某6后来跟我说，有事我说过就出20万，好，我就

说20万，现在也不是这个意思了。反正现在我问你，你选择我负责到

底，把老李搞出来，还是我一次性给你们多少钱？你选择哪一个？”、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啊，口供一定是现在这样，要不这样谁也不会帮

你！还有一个，我从来不骗你，如果万一老李顶不住了，我就不是这样

了，我什么都不管，你听清楚，我也要跟你讲清楚，因为为什么？因为

要是老李顶不住了，我还不如用这个钱救我自己！你说是不是，人都是



自私的。但是，江湖人讲江湖事，老李现在帮我出事了，我如果既捞不

了人又不出钱，你随时可以来找我！我绝对跟到底，搞到结束为止！要

不你知道吗，我在孟加拉，我可以不回来的”、“如果真的严重到这个

程度，按照合同，该给你们多少钱我都会给，但是有个前提，只要老李

这个口供一直都是这样，万一老李顶不住了，我一分钱也不会出的啊”

等内容。 

（2）文件名为“7月29日15点14分”的录音提及如何捞人等。 

（3）文件名为“语音001”的录音提及鉴定意见等。 

（4）文件名为“语音002”的录音提及案件流程等。 

7、华南野生动物物种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报告》：送检的疑似

黑池龟活体12只，经鉴定确定均为爬行纲地龟科池龟属黑池龟；送检的

疑似印度泛棱背龟活体247只，经鉴定确定均为爬行纲龟鳖目地龟科小

棱背龟属印度泛棱背龟。 

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2013年6

月12日生效）规定，黑池龟、印度泛棱背龟均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

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 

8、广东省林业厅出具的《关于确定野生动物价值的复函》：黑池

龟、印度泛棱背龟的价值均为人民币25000元/只。 

9、广东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声纹鉴定书》（粤公（司）

鉴（声）字[2016]03003号）：经鉴定，检材文件名为“7月28日12点20

分”（时长1小时1分钟40秒，物证编号F201603003001）中大意为“反

正你选择，我一直跟到底，把老李搞出来，还是我给你多少钱，我就不

管这个事”、“我的意思，反正这个事，出了这个事，我保证让你们家

里面满意，觉得我这个人是可以，就行了”、“但是有一个前提呀，口

供一定要现在这样，要不你谁都帮不了”等男性语音与上诉人卓文的语



音样本中卓文的语音是同一人的话音。 

10、广东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声纹检验报告》（粤公

（司）鉴（声）字[2017]01001号）：经鉴定，检材文件名为“7月28日

12点20分”（时长1小时1分钟40秒，物证编号F201701001001）分为两

段：00：00：00至00：34：23为一段，00：34：40至01：01：40为另一

段。上述二段检材均未发现剪辑、删减痕迹，内容均连贯、完整。 

11、广州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电子证据检验报告书》

（穗关缉司鉴（电检）字[2017]102号）：检材为李某2持有的小米手机1

台（检材编号D2017102001）。经对检材的存储卡进行技术检验，检验

结果包含文件308个，共计271MB，并将检验结果采用封盘刻录方式刻

录在不可擦写的空白光盘内。该光盘的唯一编号为“穗关缉司鉴（电

检）字[2017]102号。 

12、广东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粤公（司）鉴

（声）字[2017]09001号）：检材1刻录于PHILIPS光盘（即证人李某2于

2015年7月28日、29日两次与卓文的通话录音光盘）内，文件名为“7月

28日12点20分”（时长1小时1分钟40秒），原为粤公（司）鉴（声）字

[2016]03003号中编号为F201603003001的检材。检材2刻录于穗关缉司

鉴（电检）字[2017]102号光盘（即侦查机关提取李某2的手机并封存送

检的光盘）内，文件名为“7月28日12点20分”（时长1小时1分钟40

秒）。经检验，检材1、检材2在00：00：00至00：34：23及00：34：40

至01：01：40时间段内均未发现剪辑、删减痕迹，内容均连贯、完整。

检材1、检材2是同一份语音文件。 

13、同案人李某5（已判决）的供述及辩解：因为我觉得事情不是

很大，以为很快就会出去，出于讲义气而自己扛着，所以之前作了虚假

口供。2015年6月8日，我在广州市越秀区的一家酒楼吃饭时通过朋友李



某1（李某6、青姐，联系电话138××××8585）认识了卓文（联系电

话136××××1834、020-34XXXX15，住广州市滨江东路53号1803房）

及其妻子关某（联系电话134××××0881）、儿子卓某（联系电话159

××××6218）。李某1介绍卓文是有能力的大佬，主要在孟加拉国做

冰冻海鲜及皮革生意。6月18日左右，李某1打电话叫我把护照以微信发

给她，说卓文邀请我前往孟加拉国玩一趟，往返机票由卓文搞定。6月

20日，我与李某1及其女儿一起到孟加拉国玩了3天。期间，卓文热情接

待我们，包吃喝和游玩。当时我没有见到卓文做什么生意。6月23日，

我们回国。当时卓文没有叫我带什么物品。7月4日，卓文从达卡发微信

问我7月7日是否有空到达卡过情人节，我说好呀。于是，卓文叫关某帮

我和我妻子姚某预订了7月6日出发及7月8日返回的机票，还交代我到他

家找关某带一些吃的东西过来。7月5日19时，我和同事李某3来到卓文

家。关某交给我2个行李箱（即这次走私乌龟所使用的行李箱）带去达

卡。7月6日，我们到达达卡机场。卓文接上我们并带我们入住他承租的

一套房子。7月7日，我们自己逛街，吃喝在卓文的租住处。7月8日9时

许，卓文从另一住所过来，对我说今天你们要回国了，招待不周，我说

他客气了，万分感谢。之后，卓文说帮他带2个行李箱回广州市并交给

关某，还说箱内是一些冻海鲜。我答应了。卓文驾车送我们到达达卡机

场后将2个行李箱交给我，说关某和卓某会到白云机场接收行李箱。卓

文办理了登机手续，还特别交代我在4号门过安检。过检后，我到南航

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当日18时许，我们到达白云机场。18时30分许，关

某用手机号码134××××0881打了两次电话给我，问我到了没有。19

时许，我们领取了行李。我用手推车推着那2个行李箱过关，没有向海

关申报任何物品。海关检查时，我将内有我的手机的挎包交给姚某，叫

她在出口等候我。之后，海关从我携带的行李箱内查获了12只斑点池



龟、247只印度棱背龟。卓文没有告诉我这2个行李箱内装有黑池龟等珍

贵动物，也没有说向我支付报酬。 

同案人李某5经辨认，指认出上诉人卓文。 

14、证人姚某的证言：我丈夫李某5经营物业管理公司。我无业。

我于大约5年前通过李某5认识了李某1（李某6）。2015年7月6日，我与

李某5应他朋友卓文的邀请前往孟加拉国，机票是卓文预订的，食宿也

由卓文包。出发之前，李某5到卓文家帮忙带了两个行李箱过去交给卓

文。当日，我们到达孟加拉的机场后，卓文驾车过来接我们并带我们入

住他承租的一套房子。7月7日，我与李某5自己逛街，吃喝在卓文的租

住处。7月8日中午，我与李某5乘机回国。临走前，卓文来到我们的住

处，叫李某5帮忙将2个装着海鲜的行李箱带回国转交给他妻子关某。这

两个行李箱就是李某5于7月6日出发前到卓文家拿的那2个行李箱。当时

李某5答应了。我们没有开箱检查，也不清楚箱内到底是什么东西。7月

8日傍晚，我与李某5乘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我背着背包和李某5的挎

包过关后在出口处等候李某5。李某5用手推车推着卓文的2个行李箱接

受海关的检查，之后被海关扣留了。当时我在出口打电话对李某1说我

们到了，叫她通知卓文的妻子过来收取行李箱。在我打电话期间，一名

女子对我说她是卓文的妻子，问我是否李某5的妻子及李某5的去向。我

说李某5在里面接受检查，这名女子就说出事了。我一听出事了，马上

就要进去看看。这名女子对我说不要进去，一个人已经出事了，你还要

进去添麻烦吗。我就打电话叫李某1过来接我。过了1个多小时，李某1

和李某3过来了。过了一段时间，李某3驾车将我和李某1载至一家宾馆

并叫我住下。到了宾馆，李某1不知为何将我们夫妇的电话、我的中国

护照及李某5的挎包都拿走了。 

证人姚某经辨认，指认出上诉人卓文及证人李某1。 



15、证人毕某的证言：2014年9月，我在广州市纬航经济发展有限

公司工作时，关某是我们的客户，我们认识后互留电话。2015年，我自

己经营广州市大观自由飞信息服务部，主要经营票务。关某曾向我打电

话预订机票，再通过转账方式结算。2015年6月19日、6月27日、7月5

日，关某通过工商银行汇款给我，授权我购买李某5等人往返广州和达

卡的机票（6月20日广州—达卡；6月23日达卡—广州）。我不认识卓

文，双方没有见过面，但是有电话联系，他也是我的票务客户。 

16、证人李某1的证言：我的别名叫李某6，联系电话138××××

8585、139××××4414。我于1996年到广州市做生意，先后经营快

餐、服装贸易及小额贷款公司等。李某5是我原来开设的盛大贸易公司

的部门经理，他在我公司工作了3年多。 

当时我朋友陈某2拖欠我175万元，我经常叫他还钱，他就对我说他

到东南亚帮人打工或带点东西回国，赚钱后每月可以还给我2、3万元。

2014年底，陈某2在广州市天河区兴盛路的一个酒吧介绍我认识了卓

文，说对方是在东南亚做大生意的大哥，当时卓文的妻子关某也在场。

我没有与卓文合作走私黑池龟或印度泛棱背龟。 

2015年5、6月的一天，我与卓文夫妇在广州市珠江新城的侨美酒家

喝茶时，李某5打电话问我在哪里并过来一起喝茶，然后他们互相认识

了。2015年5、6月，我应陈某2的邀请前往孟加拉国达卡考察大理石、

香蕉生意。我就带上李某5看国外有没有生意可以做。在孟加拉国期

间，卓文请我们吃了饭。2、3天后，我们回国。我不清楚李某5与他妻

子姚某于7月前往孟加拉国。李某5回国当天，我接到姚某的电话说李某

5过关时被扣查了。我就与李某3等人前往白云机场。随后，我把姚某接

到我家居住。当天，我在机场见到了卓文的妻子关某，但不知道她来干

什么。第二天，我前往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缉私分局得知李某5因为涉嫌



走私乌龟被拘留了。我觉得李某5所携带的乌龟应该是帮卓文带的。这

是因为姚某说是卓文叫他们去孟加拉国的并入住卓文家，卓文又送他们

去机场。李某5出事后几天，我和李某3了解到华南所的鉴定结果出来

后，通过陈某2约关某到白云宾馆见面，当时李某3及其2个小弟、李某5

的女儿李某4夫妇也在场。我们见面主要是想通过关某找卓文出来讨要

说法，李某5走私回国的乌龟是不是卓文的，但是当时关某说卓文在国

外，她找不到卓文，也不清楚那些乌龟是不是卓文的。后来，我们还聊

了李某5走私乌龟案件希望找一些人能从轻处理的情况。 

7月20日左右，我通过关某把卓文从孟加拉叫回广州，并在珠海新

城的表叔茶餐厅见面。当时我、卓文、卓文的朋友梁某1、李某3及其2

个小弟、姚某、李某5的弟弟在场。当时我问卓文，李某5走私的乌龟是

不是他的，但卓文不承认，我们就吵了起来。我叫姚某报警，姚某就报

警但被李某5的弟弟阻止。后来我被劝先行离开，不清楚李某5的弟弟与

卓文如何商量。过了几天，李某5的弟弟打电话告诉我找不到卓文，之

后我通过朋友找到了卓文的家庭住址。 

证人李某1经辨认，指认出上诉人卓文及同案人李某5。 

17、证人李某3的证言：我与李某5是同事、朋友。我通过李某5认

识了李某1（李某6），但是对李某1了解不多。因为李某5帮卓文带东西

被抓，我陪李某5的家人找卓文及其妻子关某讨要说法。李某5出事后，

我陪他家人见过卓文。我听说李某5帮卓文从国外携带乌龟入境而被

抓。卓文和关某的态度是通过关系尽力把李某5捞出来。 

证人李某3经辨认，指认出上诉人卓文、同案人李某5。 

18、证人陈某1的证言：我是广东XX律师事务所律师。我担任李某5

一案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委托人是李某5的妻子姚某，其实是李某1

（李某6）叫我帮忙的，因为我和李某1是老朋友，李某5是李某1的老朋



友，所以李某1才叫我帮忙。李某5的律师费8000元由李某1支付。李某1

没有交代我会见李某5时作假口供等。我会见过李某54次。第4次会见

时，李某5告诉我那些乌龟是卓文的，他不想再扛了，他很矛盾。我估

计李某5走私的乌龟是卓文的。我不认识卓文及其妻子关某、其儿子卓

某，也没有见过他们。 

19、证人李某4的证言：2015年7月10日，我父亲李某5的朋友李某1

（李某6）打电话告诉我，李某5因涉嫌走私乌龟被拘留了。我于当日乘

机赶到广州。晚上19时许，李某1安排李某3到广州市白云宾馆地铁口接

我。之后，我在白云宾馆大堂见到了李某1、我后妈姚某。李某1对我

说，她已经给李某5请了律师，等第二天签好委托协议就可以去见李某5

了。当晚，我和姚某入住白云宾馆。第二天，李某1带我到律师事务所

见了陈某1律师，然后我们一起乘车去了第三看守所。当时，李某1说今

天一定要见上李某5，因为李某5带进来的乌龟是一个叫文哥的，不能把

文哥说出来，这样李某5还可以救出来。李某5原来在李某1的公司工

作，和李某1的关系不错。后来，律师会见了李某5，但是李某5没有放

出来。我返回深圳后经常打电话问李某1此事，她说文哥还在孟加拉

国，等文哥回国后安排我们见面。李某5出事后一周左右，在李某1的安

排下，文哥的妻子在白云宾馆和李某1见面，但是李某1没有让我见面，

只是让我丈夫赖某过去了。在见面过程中，赖某录了音并将录音提供给

侦查机关了。 

之后，李某1让我回去等消息。一直到我小叔李某2从福建过来找李

某1，她才安排了一次和文哥的见面，见面地点是在广州市滨江路的一

家汤馆。当时文哥见到我们后扭头就走了，还骂李某1说为什么让家属

过来，李某2就跟上去和文哥谈。当时见面的人有我、赖某、李某2、李

某1、姚某及李某3。后来，我没有见过文哥。之后，李某1的电话也打



不通了。我觉得李某1欺骗了我们，让律师对李某5说自己一个人扛，文

哥却逍遥法外。 

证人李某4经辨认，指认出上诉人卓文（文哥）。 

20、证人赖某的证言：2015年7月10日，我岳父李某5的朋友李某1

（李某6）打电话告诉我妻子李某4，李某5因走私乌龟被拘留。李某4乘

坐当天的飞机赶到广州。当晚，李某1安排李某4和李某5的妻子姚某入

住白云宾馆，据李某1说，她已经给李某5请好了律师。第二天，李某1

带李某4到律师事务所见了陈某1律师，李某1说今天一定要见上李某5，

因为李某5带进来的乌龟是文哥的，不能把文哥说出来，这样李某5还能

救出来，这些情况都是李某4在当天告诉我的。2015年7月15日，我和李

某4在李某1的住处见到了李某1、姚某。第二天我们见到了陈某1律师。

李某1告诉律师一定要让李某5不要说出文哥来，这样还有救。当天，律

师去看守所会见了李某5，回来说已经让李某5自己扛住，不会说其他事

情的。当晚，李某1安排文哥的妻子和我们见面。因为担心李某4的情绪

激动，只有我去见了面，地点在白云宾馆。我在见面过程中录了音，并

交给侦查机关了。之后，一直到我小叔李某2从福建来到广州，李某1才

安排我们和文哥见一次面，地点在广州滨江路的一家汤馆。当时文哥见

到我们扭头就走，还骂李某1为什么要让家属过来。我一看不对，就追

上去，一定要文哥给一个交代。于是，文哥就和李某2单独谈。我让李

某2录了音并交给侦查机关。当时见面的人有我、李某4、李某2、李某

1、姚某及李某3。之后，我没有见过文哥。 

证人赖某经辨认，指认出上诉人卓文（文哥）。 

21、证人李某2的证言：我是李某5的弟弟。我于2015年7月28日、

29日，在广州市见过卓文（联系电话136××××1834）两次。2015年7

月28日，我在广州市滨江中路53号对面的尚膳汤水二楼包房与卓文见



面。当时是李某1约卓文出来的，因为李某5通过李某1的介绍认识卓

文，主要目的是了解李某5的情况。当时卓文、李某1、李某5的女儿李

某4及其老公赖某、李某5的妻子姚某、李某3和我在场。卓文到了以后

看见我们人多，就骂李某1骗他过来，不愿意见我们，然后就走了。我

和赖某追上去拦住卓文，对他说现在怎么办，他要讲清楚。卓文对我

说，只跟我一个人谈，让我跟他下去。之后，我与卓文来到尚膳汤水酒

楼旁边的一条小巷子内。我跟卓文走时按了手机录音，之后录下我和卓

文的对话（录音已提交侦查机关）。我们提及李某5这次走私乌龟入境

的事情，包括提及卓文叫李某5从孟加拉国带12只斑点乌龟进来等。我

和卓文谈话后，卓文留了电话给我，又约了我和赖某2个小时后到附近

的一个饮料店见面。之后，见面在场的人有我、赖某、卓文、卓文的朋

友梁某2，主要提及李某1办事不力的事情。卓文谈到第二天约了他熟悉

的律师朋友见面，谈李某5一案的事情，叫我和赖某一起过去旁听。7月

29日中午，我与卓文在一个酒楼的二楼包厢见面，卓文的朋友梁某2、

三爷、赖某及两个女性律师也在场。我们主要聊李某5走私一案，看看

有什么办法把李某5捞出来，要多少钱。那两个律师叫卓文先交5万元，

再说怎么捞人的事情。卓文说商量一下再答复，然后，三爷和那两个律

师先走了。这次见面大约有一个多小时。之后，卓文可能觉得律师要价

太高，就让我打电话叫李某1过来商量。李某1来到之后，主要谈怎么捞

李某5出来，然后卓文谈到尽量节约费用去捞人。李某1到来之后的对

话，我都录音了。我不认识卓文的妻子关某及其儿子卓某，也没有见过

他们。 

证人李某2经辨认，指认出上诉人卓文。 

22、上诉人的供述及辩解 

（1）上诉人卓文于2016年2月2日的供述及辩解：我于2005年至今



在广州市黄沙水产市场的一部分档口经营孟加拉蟹生意。这些蟹主要从

孟加拉国进口，所以我经常去孟加拉国。我住广州市海珠区。我的联系

电话是139××××1757、135××××0584，微信号码是×××、136

××××1834。我于2015年6月通过朋友李某1（女，40多岁，职业不

详）认识福建人李某5（男，50岁左右，职业不详）。我不清楚李某5于

2015年7月8日涉嫌从孟加拉国走私黑池龟12只、泛棱背龟247只的情

况，这些动物不是我在孟加拉国交给李某5的。据我所知，李某5分别于

2015年6月、7月到过孟加拉国一次。2015年6月，李某5、李某1、陈某2

等人一起来到孟加拉国。李某1想到孟加拉国开设中餐馆，主要来考察

行情，他们所有的出国费用都是由我先支付，他们3天后就回国了。

2015年7月6日至8日，李某5夫妇想来孟加拉国做生意，他们的出国费用

包括机票、食宿等都由我先支付。李某5夫妇到孟加拉国联系我。在他

们出国之前，我叫李某5帮忙带一些食品过来，是他到我家楼下向我妻

子关某收取的。这些食品用2个行李箱装的。李某5走私黑池龟等野生动

物所使用的2个行李箱就是他出国时用来装食品的那2个行李箱。我不知

道李某5回国时携带的2个行李箱内的黑池龟等是谁放进去的，但是这2

个行李箱是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李某5到了孟加拉

国，我将这2个行李箱内的食品取出后没有接触过这2个行李箱。李某5

两次到孟加拉国的机票都是我叫关某帮忙到“一起飞”公司预订的，都

是由关某支付费用。 

我没有做黑池龟生意。对于我的手机微信内的大量黑池龟的照片及

销售黑池龟的录音，我无法解释。我没有卖龟的档口或网站。 

（2）上诉人卓文于2016年2月16日、3月4日的供述及辩解：我有李

某5的联系电话，但是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有没有李某5的微信，以及

有没有与李某5通过微信联系。我没有从事黑池龟生意。李某5夫妇到孟



加拉国不是联系我。李某5夫妇出国的来回机票由我先支付，他回国后

再还钱给我，其他费用都是李某5自己出的。李某5回国后没有还钱。我

不记得李某5去过多少次孟加拉国。李某5于2015年7月这次到孟加拉

国，是他自己过去的，我没有与他见面，也没有安排他的食宿及接送飞

机。对于我的手机微信内的大量黑池龟的照片及销售黑池龟的录音，是

我朋友发至朋友圈的。李某5案发后，我没有更换手机号码。微信号码

×××、136××××1834是我之前使用的手机号码，这两个号码现都

是关机状态是因为欠费取消的。关某与我儿子卓某不认识李某5夫妇。

我在中国、孟加拉国没有生意伙伴。我不知道李某1是否认识关某、卓

某。 

（3）上诉人卓文于2016年4月13日的供述及辩解：我从事水产生

意，从孟加拉国购买螃蟹到中国销售。陈某2在80年代与我合伙做过服

装生意，双方的关系很好，但我没有与他合作做水产生意。我和李某1

于2015年6月才认识，这是因为陈某2带李某1、李某5到孟加拉国考察生

意，他们住在我的房子里。6月，李某5他们三人去孟加拉的来回机票是

我垫付的，他们回国后再还给我。陈某2回国后一周左右就将他们三人

的来回机票费用，以现金还给了我（我只知道陈某2、李某1的经济状况

很好，他们三人不知道如何购买国际机票，所以我才帮他们购买）。陈

某2、李某1及李某5去孟加拉国不是我邀请的，陈某2带李某1、李某5来

考察生意，打算开中餐馆。2015年7月，李某5、姚某去孟加拉国没有找

我，我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也不记得他们的来回机票是不是我购买

的。李某5来孟加拉国时曾带过2箱食品给我，但是我不记得是2015年6

月还是7月给我的。李某5涉嫌走私乌龟所使用的2个行李箱不是我的。

对于我的手机内为何有黑池龟的照片，我不记得了。我没有让李某5帮

我携带乌龟回国。我不记得有没有见过李某5的弟弟李某2及李某5的女



儿、女婿，也不记得是否和李某1商量过如何应对李某5走私乌龟的事

情。我通过看新闻得知李某5因涉嫌走私乌龟被刑事拘留。 

上诉人卓文经辨认，指认出同案人李某5、证人李某1。 

（4）上诉人卓文在一审庭审时的供述及辩解：我从事海鲜生意，

常驻孟加拉国。我和李某5是一般朋友。李某5去过两次孟加拉国，李某

5第一次是和李某1（李某6）去的。我帮他购买机票，他回来后给我

钱。我不知道李某5去孟加拉国做什么。第二次，李某5和一名女子到孟

加拉国，这次是李某5自己要来的。我们吃了一顿饭后就没有接触了。

我曾叫李某5将用行李箱装载的一点食物带过来。我拿走食物后让李某5

把行李箱拿走。我接机时取得这些食物。我没有去送机。我忘记了当时

有没有叫关某接李某5的飞机。走私乌龟的2个行李箱属于我。我忘记了

何时知道李某5出事的及谁告诉我的。李某5的家属曾找我谈过，但我只

见过对方一次，当时有三、四个人。我忘记了谈了什么内容。我会见李

某5的家属是因为对方要了解一下李某5为何会过来孟加拉国及来做什

么，因为对方知道李某5来孟加拉国找我。我忘记了对李某5的家属说了

什么及是否说过录音中的内容。 

关于上诉人卓文是否犯走私珍贵动物罪的问题。经查,同案人李某5

归案后，对于卓文指使其非法携带两个装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涉案乌龟

的行李箱入境的事实供认不讳,李某5的供述能够与侦查机关依法收集、

调取的手机录音资料，银行转账付款记录，卓文、李某5等人的出入境

记录，鉴定意见，及证人姚某、李某1、李某3、李某2、李某4、赖某、

毕某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且卓文归案后所作供述前后不一，其所提辩

解理由牵强，不符合常理。原判认定卓文犯走私珍贵动物罪的依据充

分。卓文及其辩护人认为卓文无罪理据不足，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卓文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问题。经查，在案证据



证实卓文指使他人非法携带两个装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涉案乌龟的行李

箱入境，其系共同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并非起次要作用的从犯。卓

文及其辩护人认为卓文并非主犯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关于上诉人卓文是否具有立功表现的问题。经查，广州白云机场海

关缉私分局于2016年4月12日出具一份情况说明称，卓文检举肇庆人陈

某3有贩卖黑池龟的情况，但由于其提供的材料不够具体，故无法进一

步核实。故卓文虽然检举揭发他人犯罪，但是未经查证属实，一审未认

定其具有立功表现并无不当。卓文认为其具有立功表现理据不足，不予

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卓文违反国家法律及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

指使他人非法携带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入境，其行为已构成走私

珍贵动物罪，且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在共同犯罪中，卓文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依法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原

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

法。卓文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辩护意见均不成立，不予采纳。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第四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吴铁城 

审判员  石春燕 

审判员  邓敏波 

二〇一八年三月十九日 



书记员  邓碧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