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一法刑初字第 414 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某某，男，XX 年 XX 月 XX 日出生，汉族，文化程

度大专，无业，户籍所在地为 XXX。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于 2014 年 6月 25 日被抓获羁押，同年 6 月 26 日被刑事

拘留，同年 8 月 1 日被逮捕。现押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牛

山）。

辩护人高新，广东尚智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某某，女，XX 年 XX 月 XX 日出生，汉族，大专文

化，无业，户籍地所在地为 XXX。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于 2014 年 6月 25 日被抓获羁押，同年 6 月 26 日被刑事拘

留，于同年 8 月 1 日被逮捕。现押于东莞市第二看守所（牛

山）。

辩护人钟瑞标，广东汉章律师事务所律师。

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东一区检诉刑诉（2015）31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某某、陈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于 2015 年 1月 14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

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

察员方熙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刘某某及其辩护人高新，被告

人陈某某及其辩护人钟瑞标到庭参加诉讼。经东莞市中级人民

法院批准，审限延长三个月。现已审理终结。

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从 2010 年至 2014

年 6 月，身为传销组织“东莞荣誉团队”成员的被告人刘某

某、陈某某以及邱某某、蔡某某（二人均另案处理）、蔡某

甲、蔡某乙（后二人在逃）等人以经销亮碧思香港有限公司相



关产品为由，长期以本市南城区景湖春晓 27 栋 A 单元 A1001 房

等小区为据点，组织团队会议和培训，要求被害人黄某某等参

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

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

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进行扰乱经济

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刘某某、陈某某是“荣誉团队”的组

织、领导者，其二人下线层级最长均超过 3 级，有高某某、陈

某、刘某甲、唐某某、刘某、宁某、宁某甲、张某某等六十多

名下线成员。

2014 年 3 月 21 日 9 时，被害人商某某到公安机关报案，

后公安机关对刘某某、陈某某进行网上追逃。2014 年 6 月 25

日 22 时许，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在深圳机场候

机楼内将刘某某、陈某某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向本院提交了相关的证据，认为被告人刘某某、

陈某某无视国法，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其行

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

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

判处。

被告人刘某某辩称起诉书上认定有 60 多人，其只知道有

20 多人，景湖春晓 27 栋 A 单元 A1001 房那地方是租来住的，

不是用来开会、培训的。

被告人刘某某的辩护人提出，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害人数有

60 多人有异议，大多数人的身份没有核实到。亮碧思公司在香

港是合法经营的，产品来源是合法。被告人刘某某在组织中是

侯爵，是中下层，对他的量刑应以其所起的作用考虑，刘某某

是初犯、偶犯，庭后提交辩护意见。



被告人陈某某辩称景湖春晓 27 栋 A单元 A1001 房那地方是

租来住的，不是用来开会、培训的。其只知道有 20 多人，其不

是组织者，其有参与，只做产品交流，参与了这个活动。

被告人陈某某的辩护人提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某发

展下线 60 多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陈某某在公安机

关的供述一直比较稳定，其承认有 30 多人，认定有 60 多人，

只有公诉机关提审陈某某时所作的笔录，侦查机关收集了 30 多

人的证言，其他人员为什么没有收集，卷宗中没有说明。被告

人陈某某是从犯，在团队是侯爵，属较低级的地位，是初犯，

主观恶性不大。

经审理查明，从 2010 年至 2014 年 6 月，身为传销组织

“东莞荣誉团队”成员的被告人刘某某、陈某某以及邱某某、

蔡某某（二人均另案处理）、蔡某甲、蔡某乙（后二人在逃）

等人以经销亮碧思香港有限公司相关产品为由，长期以东莞市

南城区景湖春晓 27 栋 A单元 A1001 房等小区为据点，组织团队

会议和培训，要求被害人黄某某等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

商品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

下线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

他人参加，骗取财物，进行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刘

某某、陈某某是“荣誉团队”的组织、领导者，其二人下线层

级最长均超过 3 级，有高某某、陈某、刘某甲、唐某某、刘

某、宁某、宁某甲、张某某等三十多名下线成员。

2014 年 3 月 21 日 9 时，被害人商某某到公安机关报案，

后公安机关对刘某某、陈某某进行网上追逃。2014 年 6 月 25

日 22 时许，深圳市公安局机场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在深圳机场候

机楼内将刘某某、陈某某抓获归案。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庭审质证、认证的下列

证据证明：

（一）?勘验、检查笔录

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证实现场“南城区景

湖春晓 27 栋 A单元 A1001 房”的情况。

（二）书证

1、到案经过：证实刘某某、陈某某被抓获的经过。

2、原籍材料：证实刘某某、陈某某身份年龄等基本情况。

3、银行交易明细：由平安银行深圳分行出具，证实该银行

陈某某名下有 2 个账户（XXX2、XXX6），上述 2 账户在 2012 年

至 2014 年期间与涉案的被害人宁某乙、崔某、骆某某等人有大

笔资金往来，且多为收入账。

4、银行交易明细：由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出具，证实陈某某

名下的账户 XXX1 于 2012 年 1 月 4 日至 2014 年 8月 8日的流水

情况，其中 2012 年 8月 1日朱某某跨行转账 5万元给陈某某。

5、银行交易明细：由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出具，证实陈某某

名下的账户（XXX5、XXX7）的交易记录，未发现异常情况。

6、银行交易明细：由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出具，证实陈

某某名下的账户 XXX4 自 20110214 至 20140621 的交易记录，未

发现异常情况。

7、租户资料、租户合同、业主授权书：

（1）景湖春晓 27 栋 A 单元 A1001 房从 2013 年 5月 11 日

起至 2014 年 5月 11 日出租给唐某甲，租户有唐某甲、王某

某、唐某乙、唐某某、唐某。

（2）景湖荣郡 9栋 902 房从 2013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9 月 1 日止租给曾某某。



（3）格林小城蔷薇院 2座 801 房由 2012 年 11 月 1日至

2013 年 11 月 1 日出租给刘某乙。

（4）金色华庭 10 栋 1 单元 902 房子由 2013 年 12 月 9 日

至 2014 年 12 月 9 日出租给汪某某.

（5）金色华庭 10-2-303 房从 2013 年 8月 20 日至 2014 年

8 月 20 日出租给张某平。

（6）东骏豪苑御湖居 2座 504 房从 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出租给易某某。

8、通话清单：由中国移动东莞分公司出具，证实陈某某

（XXX1）、刘某某（XXX2）的开户资料及自 2014 年 2月至 5月

的通话记录。

9、出入境记录：证实犯罪嫌疑人刘某某、陈某某以及涉案

人员王某某、朱某某等人的港澳出入境记录情况，刘某某和陈

某某自 2011 年起至 2014 年有多次香港出入境记录。

10、工商资料查询：由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实

经查询东莞市没有名称为“亮碧思贸易有限公司”和“亮碧思

食品有限公司”的企业资料。

11、上网追逃人员登记表：证实东莞市公安局已对涉案人

员蔡某某、蔡某乙、蔡某甲实施网上追逃。

（三）证人证言

证人邱某某的证言：证实其在东莞亮碧思公司团队中负责

将亮碧思公司的信息（如产品介绍会、公司经营模式等）传递

给蔡某某，蔡某某再将信息传递给蔡某乙、蔡某乙再将信息传

递给蔡某甲，蔡某甲再传递给他的下线。然后，他们便自行组

织、发展他们的下线去香港开会。而蔡某某、蔡某乙、蔡某甲

都会向参会的人员讲课，讲课内容包括介绍亮碧思公司的产

品、人生经历及如何与人相处等。其不清楚亮碧思东莞团队组



织了什么活动，很多活动都是由公爵他们组织下线的人参与，

每个公爵一般都会分开单独组织自己那条线的人开展活动。其

不认识刘某某和陈某某。

（四）被害人陈述

1、被害人黄某某的陈述：（1）称其是刘某发展的下线，

后经刘某介绍认识了李某和陈某某。在 2013 年 5月 6日，陈某

某、、刘某等人带其去香港的亮碧思公司考察，主要是上课了

解公司产品。回到东莞后，亮碧思公司的人员继续对其进行上

课，并叫其申请加入公司。其加入公司后就做了一次“切盘”

（即购买了 67608 元港币亮碧思产品），成为公司的伯爵。后

来陈某某等人不断对其上课，讲解如何发展下线以及提成事

宜，其在 2013 年 6月又一次性买了约 25 万元人民币产品。

（2）其是刘某的下线，刘某是李某的下线，李某是唐某甲的下

线，唐某甲是陈某某的下线，陈某某是刘某某的下线。再高层

级一点的有蔡某某、蔡某甲、蔡某乙等人。陈某某发展的团队

有五、六十人。（3）据其所知大型活动都是由侯爵陈某某组织

的，然后由刘某通知其参加。在香港搞活动的时候，由刘某某

给其介绍亮碧思公司是合法的，蔡某甲、蔡某乙、蔡某某和邱

某某就负责宣传公司产品。在大陆做活动的时候，由刘某某负

责介绍公司是合法的，蔡某甲等人负责宣传加入的好处以及分

成制度。平时陈某某就组织她那条线的人员在办公室里继续加

强重复香港所讲的东西。（4）其每发展一个下线，就可以获得

14360 元港币的利润，其自加入亮碧思团队后都没有发展过下

线。

辨认笔录：经辨认，被害人黄某某辨认出刘某某、陈某

某；辨认出邱某某、蔡某某、蔡某乙、蔡某甲。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被害人黄某某提供 6 份其在亮

碧思公司购买产品后公司出具的购物大单，以及 6 张经销商 IC

卡的复印件。

2、被害人张魏的陈述：（1）称其和老公陈某都是亮碧思

公司东莞荣誉团队陈某某团队的下线，其和陈某为了获得更高

的爵位，前后一共向亮碧思公司购买了 55 万元产品。（2）其

和陈某都是陈某某团队的人，陈某某是团队的老大。陈某某的

上线是刘某某、刘某某的上线是蔡某甲、蔡某甲的上线是蔡某

乙、蔡某乙的上线是蔡某某、蔡某某的上线是邱某某。（3）其

在做亮碧思的过程中，活动都是由陈某某组织安排的。

辨认笔录：经辨认，被害人张魏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

辨认出蔡某乙、蔡某甲、蔡某某、邱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被害人张魏提供其在亮碧思公

司购买产品的大单以及发放的 IC 卡。

3、被害人陈某的陈述：陈述的情况与张魏所述基本一致，

称（1）要加入亮碧思东莞荣誉团队就要购买亮碧思的产品，并

且通过卖产品和拉人进组织来提高自身级别。亮碧思公司的提

成是按六级收的，每一层级都有不同的提成标准。其前后共购

买了 805000 元人民币产品，但只收到 2瓶精油和 1瓶红酒。

（2）其所在的团队负责人是陈某某，而陈某某又是刘某某的下

线。一般平时的活动由各个团队自行组织，其所在的团队是由

陈某某和刘某某负责的。刘某某和陈某某都有给其等人上课，

到香港后刘某某主要向他们“拆负面”，即告诉他们网上关于

亮碧思的负面报道都是恶意诋毁的，让所有人相信亮碧思，而

陈某某主要说心态、方向、训练营等方面。回东莞后，蔡某

甲、刘某某、陈某某会对准备加入亮碧思的人进行高强度洗

脑，目的是让新人加入亮碧思并大量购买公司产品。出港考察



的费用由陈某某指定的人收取，住宿安排则是刘某某安排向家

宝负责。

辨认笔录：经辨认，被害人陈某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

辨认出邱某某、蔡某乙、蔡某甲、蔡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被害人陈某提供其在亮碧思公

司购买产品的大单复印件，以及相关培训资料。

4、被害人唐某生的陈述：陈述经陈某某介绍加入亮碧思东

莞荣誉团队，没有营业执照。平时大家集中讨论各自的订单的

进展情况，规定每天的上课和休息时间。其处于“准侯”级

别，达到现在的级别要通过买产品和拉人进组织。该团队有专

门讲课的讲师，一般是陈某某讲，刘某某和新哥偶尔也会过来

讲课。陈某某的上线是刘某某，刘某某的上线是新哥。

辨认笔录：经辨认，被害人唐秋生辨认出陈某某、刘某

某，辨认出邱某某、蔡某甲、蔡某乙、蔡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唐某生提供涉案的大单复印件

以及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

5、被害人刘某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5 月其在唐某甲的

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从香港考察完之后，刘某某在

酒店内给其上课，让其写申请，陈某某批准其加入荣誉集团。

后陈某某、刘某某、蔡某甲一起推动其购买“伯爵单”。亮碧

思有专门讲课的讲师，一般是刘某某、陈某某、蔡某甲三人向

其讲授亮碧思的经验、他们的人生，并坚定其从事亮碧思的信

心，还有就是教其如何向亲友借钱、如何拉人进来以及分析借

钱的好处。其在从事亮碧思的过程中，一般是陈某某、刘某某

和蔡某甲组织。陈某某、刘某某会通过微信发布组织活动、会

议的地点以及活动信息，如每次去香港考察之前都会由蔡某甲



把信息告诉刘某某，刘某某再转告陈某某，陈某某便再组织下

线开会。

辨认笔录：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邱某某、蔡某

甲、蔡某乙、蔡某某；指认陈某某团队的人员层级图与其证言

一致。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刘某提供了六份大单复印件、

六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

6、被害人王某某的陈述：陈述称在 2013 年 4 月唐某甲叫

其加入亮碧思公司，是由蔡某甲、蔡某乙、刘某某、陈某某批

准其加入的。后其一直住在陈某某租住的格林小城格林苑 8 栋

304 房，在该房刘某某和陈某某跟其说要多向别人学习，要多

“打雾”，即学习如何借钱、如何联谊，尽快融入团队。

辨认笔录：王某某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蔡某

甲、蔡某某、蔡某乙、邱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王某某提供的 2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2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7、被害人杨某林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11 月其在何某

某、唐某某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东莞荣誉团队，其所在团队

从下线到上线分别为杨某林、何某某、唐某某、唐某甲、陈某

某、刘某某。

辨认笔录：杨某林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蔡某

甲、蔡某乙。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杨某林提供的 1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8、被害人唐某军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7 月其在何某某

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平时在办公室就是学习如何

拉人进来做亮碧思，学习怎么向别人借钱，做亮碧思实际上就



是赚下线的钱。其所在的团队租住房子的主要管理人员是陈某

某，平时的活动由陈某某负责通知。从下线到上线分别为唐某

军、何某某、唐某某、唐某甲、陈某某、刘某某。

辨认笔录：唐某军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蔡某

甲、蔡某乙、蔡某某、邱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唐某军提供的 1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

9、被害人黄某的陈述：陈述称其于 2012 年 11 月通过骆某

红先后认识陈某某、刘某某，后在陈某某和刘某某的劝说下加

入了陈某某的团队，由陈某某、刘某某、新哥批准。其后拉了

周朝福、阮某某作为其下线。其不清楚团队是否有专门的讲

师，但每天陈某某和刘某某都会安排好人讲课，讲课的人员没

有固定，有时是他们自己，有时是请旁线的人过来讲课。团队

也没有专门人负责安排去香港的食宿，都是由陈某某、刘某某

安排、分工，具体由谁负责其则不清楚。从上线到下线分别为

QQ 勋爵、表哥全（即蔡某某）、蔡某乙、蔡某甲、刘某某、陈

某某、陈军、黄某。陈某某的下线大概有 60 人。

辨认笔录：黄某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蔡某甲、

蔡某乙、蔡某某、邱某某；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10、被害人黄某健的陈述：陈述称其于 2013 年 6月在黄某

某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至今未发展下线。陈某某

的团队没有专门的讲师，上了侯爵又有口才的人才能去讲课。

其属于陈某某的团队，平时的活动都是由陈某某组织，陈某某

的上线是刘某某。

辨认笔录：黄某健辨认出陈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黄某健提供的 1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



11、被害人杨某春的陈述：陈述称 2012 年其在张某平和陈

某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至今未发展下线。房间的

管理人员是陈某某，专门的讲师是陈某某和刘某某。

辨认笔录：杨某春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蔡某

乙、蔡某甲。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黄某健提供的 6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6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12、被害人郭某某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9月其在丈夫崔

某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从香港回来，陈某某组织并

教他们如何借钱，范某讲课，蔡某乙、邱某某也给其讲课。从

下线到上线情况为郭某某、崔某、朱某某、陈某某、刘某某、

蔡某甲、蔡某乙、蔡某某、邱某某。

辨认笔录：郭某某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蔡某

乙、蔡某甲、蔡某某、邱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郭某某提供的 1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13、被害人杨某江的陈述：陈述称其于 2012 年 10 月在李

某丙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团队中专门的讲师是陈

某某和刘某某，从下线到上线为杨某江、李某丙、李某、唐某

甲、陈某某、刘某某。其中陈某某是大侯爵，她以自称是工商

局科室主任的身份向其证明亮碧思公司的合法性，且是团队的

讲师。刘某某是大侯爵，也是讲师，负责“拆负面”组织学

习。

辨认笔录：杨某江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蔡某

乙、蔡某甲、蔡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杨某江提供的 1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14、被害人崔某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5月其在朱某某的

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其发展了老婆郭某某为下线。

陈某某是他们暂住地方的管理人员。荣誉团队有专门讲课的讲

师，分别是陈某某、刘某某、蔡某甲、蔡某乙、蔡某某和邱某

某。刘某某主要是给去香港考察的人讲课以及给考察完回东莞

的新人讲课，蔡某甲等四人主要是在香港开会时讲课。

辨认笔录：崔某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蔡某乙、

蔡某甲、蔡某某、邱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崔某提供的 1 份转账业务凭

证、1 份账户历史明细清单、6份取货单明细、2 份取货卡复印

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15、被害人吴某的陈述：陈述称其于 2013 年 1月在刘某航

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加入后，陈某某不断劝其购

买亮碧思产品，其前后一共买了约 30 万元。陈某某负责管理组

织办公室，刘某某曾经讲过课，东莞一些老侯爵也曾讲过课。

辨认笔录：吴某辨认出陈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吴某提供的 6 份购货大单复印

件、6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16、被害人刘某甲的陈述：陈述称其于 2013 年 3月在妹妹

刘荣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陈某某的团队没有专门

的讲师，上了侯爵又有口才的人才能去讲课。其所在小团队的

活动是陈某某所组织的，从香港考察回来之后，陈某某、刘某

某、杨某军、蔡某甲等人会在酒店里讲课。2013 年 5 月 18

日，蔡某甲组织下线去惠州玩，蔡某甲、刘某某、陈某某就会

让其带上朋友一起去，目的就是为了让其朋友也加入亮碧思，

因为只有拉人进来，级别才能起来，这样才能赚到钱。

辨认笔录：刘某甲辨认出陈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刘某甲提供的 6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6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17、被害人黄某村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5月其在黄某文

的介绍下认识陈某某，后加入亮碧思的东莞荣誉团队。暂住处

的管理人员是陈某某、骆某红，其曾听过多人讲课，有陈某

某、蔡某甲、刘某某。其所在的线从下线到上线分别为黄某

村、黄某文、骆某红、陈某某、刘某某，再上面的层级就不清

楚了。

辨认笔录：黄某村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蔡某

甲。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黄某村提供的 1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18、被害人杨某田的陈述：陈述称 2012 年 6月其在杨某春

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由陈某某安排其住宿并负责

管理。该团队有专门讲课的讲师，主要是陈某某、杨某军和蔡

某甲。从下线到上线为杨某田、杨某春、陈某雄、梁某某、陈

某某、刘某某、蔡某甲、蔡某乙、蔡某某、邱某某。

辨认笔录：杨某田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蔡某

乙、蔡某甲、蔡某某、邱某某；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19、被害人唐某某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7月其在唐某甲

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从下线到上线分别为陈卓、

杨某林、唐某军、唐某生、何某某、唐某某、唐某甲、梁某某

（陈某某儿子）、陈某某、刘某某、蔡某甲、蔡某乙、蔡某

某、邱某某。住所主要管理人员是陈某某，陈某某、刘某某会

组织他们开会。2013 年 7 月，蔡某乙在石碣镇组织了一次会

议，会议上有人讲课，刘某某在开会时表演节目。2013 年 12



月，陈某某组织了一次南昆山游玩，目的是为了让组织里面的

人带上新朋友，让还没有加入的人感觉很有钱。

辨认笔录：唐某某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蔡某

乙、蔡某甲、蔡某某、邱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唐某某提供的 4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4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20、被害人周朝福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8月其在黄某的

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东莞荣誉团队，但其没有发展下线。平时

的活动、会议，陈某某、刘某航、刘某某都有组织，陈某某是

其团队的讲师，陈某某的上线是刘某某。

辨认笔录：周朝福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蔡某

乙、蔡某甲；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21、被害人朱某某的陈述：陈述称陈某某于 2012 年 7月带

其去香港参加亮碧思公司的招商会，听了几天课之后，陈某某

在东莞介绍其加入亮碧思公司。直至 2013 年 6月，其因为业绩

情况而感觉这个生意是骗人的，还单独找陈某某聊过，但她说

不会害其，还让其不要到其他团队里传播负面的消息。直至

2013 年 12 月，其返回韶关之后就再也没有回东莞了。2014 年

春节，陈某某告诉其荣誉团队做不下去，其便意识到自己被骗

了。东莞荣誉团队里专门向传销人员讲课的有蔡某乙、蔡某

甲、陈某某、刘某某、谭某某，其中陈某某、刘某某是给从香

港回来的人讲课，蔡某乙和蔡某甲是给已经参加亮碧思活动的

人讲有关“齐架”的情况。其上线是陈某某，陈某某的上线是

刘某某，刘某某的上线是蔡某甲，蔡某甲的上线是蔡某乙，蔡

某乙的上线是蔡某某，蔡某某的上线是邱某某。

辨认笔录：朱某某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蔡某

乙、蔡某甲、蔡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朱某某提供的 9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9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22、被害人黄某文的陈述：陈述称 2012 年 5月，其在陈某

某的介绍下加入亮碧思东莞荣誉团队，其后发展了商某某、黄

某村两个下线。在暂住处有专人负责管理和讲课，其中刘某航

是管理人员，陈某某就是专门讲课的讲师。其所在的上下线人

员从下往上分别是：黄某文、陈军、陈某某、刘某某、蔡某

甲、蔡某乙、蔡某某、邱某某。

辨认笔录：黄某文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蔡某

甲、蔡某乙、蔡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黄某文提供的 1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23、被害人商某某的陈述：陈述称 2012 年 10 月中旬，其

在黄某文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团队参与传销。直至 2013 年 6

月底，其先后投入了 30.5 万元购买亮碧思公司的产品，但仅拿

了第一次购买的十箱精油，余下 20 万元的产品并没有拿，除了

妻子洪某某之外，其并没有发展任何下线。陈某某的团队有蔡

某甲、杨某军、蔡某梅，杨某军和蔡某梅是主持人，蔡某甲负

责讲解亮碧思的产品及如何赚钱，杨某军负责传授如何向亲友

借钱。亮碧思公司的结构从上到下分别是：尊爵、勋爵、公

爵、侯爵、伯爵、爵士、经销商，如果拉入亮碧思公司的人数

越多，晋升的级别就越高，提成也越多。其本人已经是准侯

爵。去香港参会的时候，蔡某乙、蔡某甲、蔡某某给其上课，

在东莞就是陈某某、刘某某及其他团队侯爵级别的人教授如何

联络亲戚朋友加入亮碧思组织，包装自己诱惑其他人加入、摆

正心态全身心投入亮碧思以及向朋友借钱晋升级别。其平时星

期一至星期五都会住在陈某某的房子里接受洗脑，周末才返回



深圳工作。直至 2014 年 2月 20 日，其发现陈某某、刘某某、

蔡某甲不做亮碧思了，也不管这些下线了。

辨认笔录：商某某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蔡某

乙、蔡某甲、蔡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商某某提供的 5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侯爵挑战申请表以及亮碧思传销学习资料，辨认的

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24、被害人张某莲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8月其在刘小航

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陈某某是讲师，刘某航、陈

某雄也会讲课。陈某某的上线是刘某某。

辨认笔录：张某莲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邱某

某、蔡某某、蔡某甲、蔡某乙。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张某莲提供的 1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25、被害人洪某某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4月其在老公商

某某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但至今未发展下线。团

队里有专门的讲师，分别是陈某某、刘某航。

辨认笔录：洪某某辨认出刘某某、陈某某；辨认出邱某

某、蔡某某、蔡某甲、蔡某乙；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26、被害人张某某的陈述：陈述称 2011 年 3月其在陈某某

的介绍下加入亮碧思的传销组织，与商某某的证言基本一致。

荣誉团队的老大是邱某某，该团队是邱某某和蔡某某组建的，

在东莞做亮碧思都是他们二人的下线。团队里有专门的讲师，

分别是陈某某和刘某某。陈某某让其拉人到亮碧思，说这样其

才可能赚钱，还说这盘生意首先要出亲人的单，让其把老婆拉

进来，其后就把老婆拉进来。而讲课的办公室是陈某某租的，

也是她的住处。



辨认笔录：张某某辨认出陈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张某某提供的 2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2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辨认的层级图与其所述一致。

27、被害人宁某的陈述：陈述称 2012 年 2月其在陈某雄的

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荣誉团队。该团队有专门的讲师，分别是

陈某某和刘某某。

辨认笔录：宁某辨认出陈某某；证实公安机关提供的人员

层级图就是荣誉团队人员关系。

28、被害人陈某艳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6月其在哥哥陈

某的介绍下加入亮碧思东莞荣誉团队。荣誉团队的负责人是蔡

某某、邱某某，从下线到上线分别为陈艳红、李胜、李某、唐

某甲、梁某某、陈某某、刘某某、蔡某甲、蔡某乙、蔡某某、

邱某某。蔡某某、蔡某乙、蔡某甲、刘某某、陈某某都做过讲

师，李某曾带其到香港考察。

辨认笔录：陈某艳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邱某

某、蔡某乙、蔡某甲、蔡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陈某艳提供的 1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指认出陈某某团队的人员层级

图与其证言一致。

29、被害人阮某某的陈述：陈述称其于 2013 年 10 月在黄

某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东莞荣誉团队，但其还没有发展下

线。陈某某平时组织去香港考察回来的人聚在一起讲述亮碧思

的好处，组织购买了第一张单的人继续发展下线以及如何包装

自己；刘某某主要是教一些刚参与亮碧思的新人如何借钱购买

单和教已经购买第一张单的人如何去“齐架”。蔡某甲、蔡某

乙、蔡某某则主要在香港向那些到香港考察的人授课。邱某某

则是荣誉团队的创始人。



辨认笔录：阮某某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蔡某

乙、蔡某甲；指认出陈某某团队的人员层级图与其证言一致。

30、被害人谷某某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9月其在宁某乙

的介绍加入东莞荣誉团队，但还没有发展下线。该团队没有专

门的讲课讲师，一般是陈某雄在讲课和传授经验。

辨认笔录：谷某某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蔡某

乙、蔡某甲；指认出陈某某团队的人员层级图与其证言一致。

31、被害人宁某乙的陈述：陈述称 2012 年 8月其在姐姐宁

某的介绍下加入东莞荣誉团队，其加入亮碧思的申请书是交给

了刘某某，其发展了谷某某一个下线。该团队没有专门讲课的

讲师，主要是陈某某和陈某雄讲课，刘某某、蔡某甲、蔡某乙

有时也会讲。

辨认笔录：宁某乙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邱某

某、蔡某乙、蔡某某、蔡某甲。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宁某乙提供的 6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9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指认出陈某某团队的人员层级

图与其证言一致。

32、被害人何某某的陈述：陈述称 2013 年 5月，其在唐某

某的介绍下加入陈某某的传销组织。2014 年过了年之后，陈某

某开会说亮碧思不做了，其亏损了 14 万元，感觉自己被骗了。

荣誉团队的老大是蔡亿全（即蔡某某），东莞做亮碧思的都是

荣誉团队，都是蔡亿全和邱某某两人建立的，整个东莞做亮碧

思的都是他们二人的下线。其详细描述出该传销组织的人员结

构层次，其中蔡亿全的下线是蔡某乙，蔡某乙的下线是蔡某

甲，蔡某甲的下线是刘某某，刘某某的下线包括陈某某。

辨认笔录：何某某辨认出陈某某、刘某某；辨认出蔡某

某、蔡某乙、蔡某甲、邱某某。



接受证据材料清单及辨认：何某某提供的 1 份购货大单复

印件、1 张经销商 IC 卡复印件。

（五）被告人供述

1、被告人刘某某的供述：承认参与传销活动。供述称

（1）2010 年 12 月底，蔡某甲称香港有一家公司的精油产品对

其女儿的疾病有帮助，并带其去香港考察。其听了两天课之

后，便购买了 5000 元的精油产品。使用后，其感觉不错，遂于

2011 年 3 月份在蔡某甲的带领下前往石龙镇砝码律师事务所授

权委托何淑琴帮忙代购，其后委托何淑琴为其代购了 60000 多

港币的产品（叫“切盘”买大单），成为亮碧思公司伯爵级别

的人员。2012 年 5 月份，亮碧思公司的谢意（侯爵）向其讲述

了“齐架”的情况，说“齐架”之后可以快速晋升侯爵级别，

但必须有五张单的业绩或者自己购买五张单。由于亮碧思公司

规定每个身份只能购买一张单，其便在香港注册了嘉华香港贸

易公司、中天香港贸易公司、天益香港贸易公司、杰出香港贸

易公司等五间皮包公司，再用该五间公司的名义以人民币

320000 元向亮碧思公司购买了五张单。（2）2012 年 2 月份，

其介绍陈某某去香港考察、听课，后陈某某买了五张大单，但

陈某某介绍了多少人参加亮碧思公司的传销活动其则不清楚。

（3）其于 2013 年 1 月晋升为侯爵。其从其所发展的下线参与

亮碧思传销活动购买亮碧思产品中获利，共获利 4000 多港币，

但其不清楚具体的计算方法。（4）亮碧思传销组织的人员级别

从高到低分别是尊爵、勋爵、公爵、侯爵和伯爵，人员从高至

低分别为邱某某（勋爵）、黄某云（公爵）、蔡某某（勋

爵）、蔡某乙（公爵）、蔡某甲（公爵）、刘某某（侯爵）、

陈某某（侯爵）。亮碧思传销组织在东莞叫“东莞荣誉团

队”，所有组织活动、决策都是由邱某某和蔡某某决定，黄某



云、蔡某乙、蔡某甲负责培训授课，其与陈某某向有意向参与

亮碧思的人分享产品使用经验。据其所知，东莞荣誉团队是邱

某某于 2006 年从珠海发展过来的，约有 8000 人参加东莞荣誉

团队的传销活动。其不清楚该组织在东莞南城有多少个办公地

点，其只是去过金地格林小城、金域华府。

辨认笔录：辨认出陈某某。

2、被告人陈某某的供述：承认参与传销组织，否认组织、

领导传销组织。供述称（1）2011 年 4 月，其在刘某某的介绍

下前往香港购买了亮碧思集团 62000 元的产品，亮碧思公司提

供给其一张提货单和 IC 卡。随后，其介绍了朱某某、张某某、

唐某甲购买亮碧思公司的产品，并从中获得提成。而他们三人

又介绍了其他人购买亮碧思公司的产品，其同样可以从他们三

人发展的下线所购买的产品中获得提成，每个层级从最低层级

的购买者都可以获得提成。（2）其做亮碧思产品的团队称号是

“东莞荣誉团队”，一共多少人其不清楚，其主要是负责讲解

亮碧思公司的产品性能。其发展的下线都会几个人在南城的楼

盘租住房屋作为平时的办公室，分布在南城金域华府、格林小

城、景湖春晓等楼盘。其办公室在金域华府 2503 房，主要用于

相互交流亮碧思公司产品的性能以及如何推广、联系客户购买

公司产品。其上线是刘某某，其自己的下线大概有 2、30 人，

其直属的下线有张某某、朱某某、骆某某、唐某甲。在发展下

线时其谎称自己是深圳市工商局一个科室的副主任，实际上其

是深圳市光明区个体劳动者协会的一个出纳。其于 2011 年 4月

离职，并开始做亮碧思。（3）刘某某是侯爵，除了其本人之

外，其不知道他的直属下线是何人。刘某某的上线是蔡某甲，

蔡某甲的上线是蔡某乙，蔡某乙的上线是蔡某某，蔡某某的上

线其则不清楚。（4）其发展下线的流程是，在找朋友聊天交流



的过程中，会自称是在香港做亮碧思生意，若对方感兴趣，就

让他们办好通行证去香港考察几天。考察期间，他们学习公司

产品、公司的营销模式、香港的法律法规、利润制度以及如何

晋升级别等。回到东莞后，其就会驾驶名贵的车辆去接考察回

来的人，让新人觉得做亮碧思的产品可以赚钱。随后就会安排

酒店和租房间，待他们申请加入亮碧思公司后，就会购买大

单，之后再让他们了解“齐架”，然后购买五张单“齐架”。

其发展的下线已经有 7、8个人“齐架”了。（5）其在工商银

行有一个账户（XXX1），朱某某往该账户转了一笔 5 万元给其

用来购买亮碧思大单；其在平安银行有两个账户（XXX2、

XXX6），这两个账户别人转账给其的都是下线购买亮碧思大

单，其转账给别人的有些是购买亮碧思货单，有些是还钱；其

在香港创兴银行有账户，崔某曾转了 15 万给其购买亮碧思大

单。其在亮碧思获得的提成也是转账到创兴银行的账户。

辨认笔录：辨认出刘某某。

关于被告人刘某某辩解提出的意见，经查，景湖春晓 27 栋

A 单元 A1001 房系租来的，但是本案传销组织的窝点，被告人

刘某某与陈某某均供述租这些楼盘的房子作为办公地点，故被

告人的辩解与查明事实不符；对于刘某某提出传销的下线人员

没有 60 多人那么多，经查，就现有证据，公安机关找到 30 多

名被害人，故公诉机关就此问题的认定，证据不充分，对刘某

某的该点辩解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刘某某的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经查，经东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证实经查询东莞市没有名称为“亮碧思

贸易有限公司”和“亮碧思食品有限公司”的企业资料。故亮

碧思公司在东莞不是合法经营，刘某某在组织中不属于中下

级，刘某某在组织中属于领导地位，这有多名被害人的陈述及



刘某某自己的供述证实。对于辩护人提出刘某某是初犯、偶犯

的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

关于被告人陈某某的辩解提出的意见，经查，景湖春晓 27

栋 A 单元 A1001 房是本案传销组织的办公地点，这有被告人刘

某某的供述证实，陈某某在公安侦查阶段亦供认过，故陈某某

当庭辩解意见，不予采纳；关于陈某某辩称其不是组织者的意

见，经查，现有多名被害人均证实陈某某在本案起到组织的作

用，陈某某召集人员开会、组织领导推销产品，以发展人员的

数量作为计酬或返利依据，故其提出不是组织者，与查明事实

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陈某某的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经查，对于辩护

人提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某发展下线 60 多人，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纳；关于辩护人提出

陈某某是从犯的意见，经查，陈某某在本案中起组织的作用，

作案积极，本院根据她在本案中所起的作用处罚，不区分主从

犯，对于辩护人的该点闹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刘某某、陈某某无视国法，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某、陈某某犯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

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

十五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四十七条的规

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刘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 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4 年 6月 25 日起至 2015

年 10 月 24 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30 日内

一次性向本院交纳，上缴国库）。

二、被告人陈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 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4 年 6月 25 日起至 2015

年 9 月 24 日止。罚金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30 日内

一次性向本院交纳，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

本院或者直接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

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李晓莉

人民陪审员 陈衬南

人民陪审员 林 瑶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陈畅勤

（附页）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

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

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

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

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

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第二十五条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

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

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

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

缴。如果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缴纳确实有困难的，可以酌

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

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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