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和平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20)粤 1624 刑初 129 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和平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开平，女，1966 年 1 月 21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510××××××××××××129，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

×××，捕前住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合生滨海城二单元 2601。

因本案于 2020 年 9月 16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10 月 22 日被逮

捕。现羁押于广东省和平县看守所。

辩护人：谢永情，广东守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葱，女，1990 年 12 月 12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430××××××××××××044，汉族，大学本科，户籍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奥园翡翠东湾花园 4 栋

801，捕前住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因本案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6 月 10 日被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君林、张静，均系广东尚玖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方婵，女，1989 年 11 月 10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430××××××××××××94X，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

址湖南省临湘市×××××办事处火炬村凼坡组 13 号，因本案

于 2020 年 6月 1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7月 8日被逮捕。现羁押

于广东省和平县看守所。

辩护人：朱敏，广东巨门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余劲枫，男，1989 年 6 月 14 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430××××××××××××937，汉族，大学本科，户籍地

址湖南省临湘市×××××××××××，捕前住广东省深圳



市龙岗区××××××××，因本案于 2020 年 6月 1日被刑事

拘留，同年 7 月 8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和平县看守所。

辩护人：方杨拓、方红华，均系广东君一律师事务所律

师。

广东省和平县人民检察院以和一部诉刑诉〔2020〕Z56 号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开平、李葱、方婵、余劲枫犯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于 2020 年 12 月 4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

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广东省和平县人

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肖敏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开平及其辩

护人谢永情、被告人李葱及其辩护人张君林、被告人方婵及其

辩护人朱敏、被告人余劲枫及其辩护人方杨拓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香港“诗贝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诗贝朗

公司）以会员制的方式销售公司代理的产品，要求客户通过购

买一定额度产品并缴纳年费的途径取得会员资格，通过培训

会、授课等途径不断推广产品、发展会员。会员设置级别，由

低到高依次为独立经销商（20%返利）、琉璃（28%返利）、水

晶（38%返利）、蓝宝石（41%返利）、红宝石（42%返利）、绿

宝石（42%返利），并设置相关会员晋级条件，以发展会员的数

量与营业额作为计酬、返利依据，促使会员不断发展低等级会

员以牟取利益。被告人吴开平经余美静介绍加入诗贝朗公司

后，通过发展下线会员的方式发展了被告人李葱、方婵、余劲

枫及另案处理的李考珠、骆利金、刘玛丽成为诗贝朗公司会

员，并通过培训会、授课等途径不断发展低等级会员。直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被告人吴开平在传销组织中达到绿宝石级

别，被告人李葱、方婵达到红宝石级别，被告人余劲枫达到蓝

宝石级别。经广东鑫证司法鉴定所鉴定，被告人吴开平在传销



组织中，下线层数为 23 层，下线会员总数为 1284 个；被告人

李葱下线层数为 21 层，下线会员总数为 1134 个；被告人方婵

下线层数为 20 层，下线会员总数为 976 个；被告人余劲枫下线

层数为 17 层，下线会员总数为 421 个。

2020 年 12 月 1 日，公诉机关在律师的见证下分别与被告

人吴开平、李葱、方婵、余劲枫签订认罪认罚具结书。公诉机

关在庭审中提出对被告人吴开平处以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的量刑建议，对被告人李葱处以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的

量刑建议，对被告人方婵处以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的

量刑建议，对被告人余劲枫处以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的量刑

建议。

上述事实，有物证华为手机四部、苹果手机三部、笔记本

四本、公司宣传册一本、公司提货卡、香水、项链、女士手

表、保健品、工卡；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无犯罪记

录证明、户籍证明、抓获经过、后台数据、培训资料、手机转

账记录（方婵提交）、手机备忘录截图（李葱提交）、证人

（梁嘉霖、李舒恺、陈爱凤、曾巧劲、吴小欢、吴叶叶、温晓

珍、丁滔、朱艳锋、何秋媚、毛易琦、杨丽兰、刘君、梁忠

合、张辉扬、贺建、古文锋、戎慧萍、蒲小强、吴登耀、杨

芬、周燕惠、李杰诚、张凤霞、覃立萍、罗满霞、杨飞琼、田

晟吉、罗敏仁、周霞、罗顺、韦元助、杨海亮、叶忠华、黄群

芳、杨晓冰、陈飞雄、杨漫、袁密、黄杰、刘恩林、徐丽萍、

刘绍明、李科宏、贺伶俐、温小连、黎夏伶、王海凤、唐志

勇、许送云、吴典奕、侯永香、朱芳、周涛）提交的结构图、

提货单与转账记录、（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分

行、平安银行深圳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开户信息与

银行流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调取的



通话详单、港澳出入境记录、被害人明细（被害人的基本情况

与损失金额）、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扣押笔录、涉案物品

随案移送清单、独立经销商奖金计算及发放表、后台数据；现

场勘验检查笔录、现场图、现场照片、提取物证登记表、辨认

笔录、提取笔录；鉴定意见；证人李飞鹰、吴小欢、杨锐、杨

晓冰、刘美华、李炳炎、林伟钦、李泽汉、杨智姝、俞慧宇、

谢育柯、黄国璨、杨景荣、卢薇、张劲冲、贺伶俐、罗满霞、

刘君、毛易琦、梁嘉霖、李舒恺、李杰诚、周燕惠、黄杰、曾

巧劲、罗顺、袁密、陈爱凤、丁滔、韦元助、覃立萍、张辉

扬、杨飞琼、温小连、罗淑海、叶忠华、蒲小强、吴登耀、吴

叶叶、刘绍明、温晓珍、陈飞雄、陈静、徐丽萍、罗敏仁、杨

漫、何秋媚、贺建、黄群芳、刘恩林、未艳锋、古文锋、黎夏

伶、杨芬、王海凤、李科宏、戎慧萍、杨海亮、田晟吉、杨丽

兰、张凤霞、梁忠合、周涛、侯永香、朱芳、许送云、张丽

霞、唐志勇、吴典奕、周霞、贾鹏洲、夏艳辉、王一帆、吴欣

倍、崔玉、李江娥、彭定章、李考珠、刘玛丽、骆利金的证

言；被告人吴开平、李葱、方婵、余劲枫的供述与辩解等经庭

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被告人吴开平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表

示自愿认罪。辩称后台数据不准确，数据记载的不是人数。我

是经人介绍进去的，也是受害人，且患有疾病，请求法院对我

从轻处罚。我眼部有病的情况也与公安机关办案民警说过，也

带我去和平县人民医院检查过，但和平县人民医院无相应设备

对我的眼部进行治疗，请求法院对我判处缓刑，让我去治疗我

的眼睛。

被告人吴开平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在涉

案中起辅助作用，属于从犯；2、被告人在涉案中的行为没有达



到情节严重；3、被告人也是受害者之一，此事实应当作为其减

轻、从轻量刑情节加以考虑；4、被告人从诗贝朗公司拿货再卖

出，是货币与货物的买卖交易，从该层面上看，受害人虽然支

付了货币，但也获得了等价的货物，且这些货物符合香港检验

标准，其损失并不大，由此可以推定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不

大；5、被告人是初犯、偶犯，归案后如实供述，坦白交代，认

罪认罚，具有依法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6、被告人患有严重

的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符合宣告缓刑的条件。综上，请求对

被告人从轻处罚，建议在两年以下量刑，并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吴开平的辩护人为印证其辩护观点，向法庭提交了

暨南大学附属深圳眼科医院疾病诊断证明书 1 份、香港大学深

圳医院 CT 检查诊断报告单 2份、深圳市眼科医院超声检查报告

单 1 份，证明被告人眼部治疗的情况，需及时到专科医院进行

治疗和手术。公诉人质证认为上述证据与本案无关，真实性没

有经过查证。

被告人李葱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有异议，但表示自

愿认罪。辩称我的下线人数没有那么多，我因为对法律认识不

够才加入，但通过这段时间，我认识到了我的错误。我有一个

很小的小孩，且现在也怀孕了，请求法院对我宣告缓刑。

被告人李葱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是初

犯、偶犯，犯罪情节较轻，可以从轻处罚；2、本案其他参与人

清楚诗贝朗公司的运营并自愿加入该公司，存在一定过错，可

以适当减少被告人的罪责；3、无法排除有香港人在香港参与诗

贝朗公司的运营，本案实际参与人应当扣除该部分人数，结合

司法鉴定书的合法性、真实性存疑的事实，应有利于被告人的

原则，应认定参与人数不足 120 人，李葱的量刑应相应减轻；



4、被告人目前处于怀孕阶段，结合其悔罪表现，请求法院对被

告人适用缓刑。

被告人李葱的辩护人为印证其辩护观点，向法庭提交了

1、深圳市××××××检验报告单 1份、深圳市××××××

超声检查报告单 3 份、转诊单（产科医院转精神专科医院），

证明被告人现在已怀孕；2、电子数据司法鉴定通用实施规范，

证明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缺乏方法，鉴定过程和方法不符

合相关的要求，鉴定意见书不合法。公诉人质证认为被告人李

葱怀孕的证据与本案无关，真实性存疑。

被告人方婵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表示

自愿认罪。辩称因为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违法，

请求法院对我从轻处罚。

被告人方婵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对被告人方婵

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无异议；2、被告人是从犯，

依法应减轻处罚；3、被告人有坦白情节，系初犯、偶犯，并签

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可予以从宽处理；4、被告人李葱是被告

人方婵的上级，被告人方婵的作用小于被告人李葱，如果李葱

宣告缓刑，方婵也应适用缓刑；被告人吴开平是被告人方婵的

上上级，因此被告人方婵的量刑依法应当轻于被告人吴开平。

被告人余劲枫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并表

示自愿认罪。我的法律意识淡薄，不知道所做的是违法。我是

自愿购买产品，还有退货保障，我在团伙犯罪中是最小的一

个，起轻微的作用，利润分成也是比较低的，请求法院对我从

轻处罚，并宣告缓刑。

被告人余劲枫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自愿

认罪认罚，并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2、被告人作为第四被告

人，犯罪情节应低于前面的被告人；3、被告人主观恶性不大，



社会危害性较小，是偶犯、初犯，应予以从轻处罚；4、对被告

人量刑时应当考虑参与该传销组织而被判刑的其他案犯的犯罪

情节及实际量刑，建议法院对被告人判决有期徒刑八个月以

下，并适用缓刑。

各被告人的辩护人在庭审时提出鉴定意见中的后台数据及

层级鉴定有误，对此公诉人当庭抗辩：鉴定意见的鉴定机构是

合法且具有相应的资质，鉴定人员也是有相关资质的，该鉴定

意见的三性是合法的。鉴定下级层级及人数与被告人量刑是有

直接关系，综合鉴定意见与诗贝朗公司奖金发放的情况来看，

组织领导传销是为了赚钱。被告人直接发展的下线是不多，但

要晋级需要的业绩比较多，这些业绩不可能是自己买的，是通

过发展下线获得的业绩，就算减去各被告人直接购买的，也不

只 120 个。

关于各被告人的辩护人对鉴定意见中后台数据及层级鉴定

有误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本院作出如下评判：本案作出鉴定意

见的鉴定机构和人员均具有相应的资质，鉴定意见中的后台数

据来源合法，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完备，鉴定程序合法,鉴定的

过程和方法符合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鉴定意见明确，与待证事

实有关联，与其他证据无矛盾,各被告人的辩护人并未就其所提

的辩解及辩护意见提供充足的证据予以证明,故对该辩解及辩护

意见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开平、李葱、方婵、余劲枫以推销商

品为由，要求参加者购买商品、缴纳费用获得会员资格，并按

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与营业额作为计酬及

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

济社会秩序，组织、领导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累计达到 120 人

以上，被告人吴开平、李葱、方婵、余劲枫的行为已构成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吴开平、李葱、方

婵、余劲枫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罪名成立，依法应予惩

处。被告人吴开平、李葱、方婵、余劲枫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

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吴开平、

李葱、方婵、余劲枫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既与公诉

机关签订了认罪认罚具结书，又当庭自愿认罪，并预缴了罚

金，视为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关于对被告

人吴开平、李葱、方婵、余劲枫从轻处罚的公诉意见和量刑建

议及被告人吴开平、方婵、余劲枫及被告人吴开平、李葱、方

婵、余劲枫的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理由

充分，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吴开平及其辩护人以被告人吴开

平患有眼疾为由要求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虽然被告人吴开平

的辩护人向本院提供了被告人患眼疾的证据，但患眼疾不是应

当适用缓刑的必备条件，被告人吴开平的眼疾可在刑期执行时

向执行机关依法另辟途径主张治疗，结合被告人吴开平的犯罪

行为，不宜对其适用缓刑，故对被告人吴开平及其辩护人的此

辩护意见，不予采纳。被告人李葱怀孕的事实，有其辩护人提

供的深圳市××××××检验报告单及超声检查报告单为证，

本院予以认可。考虑到被告人李葱处于怀孕期间，不适宜羁

押，且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依法可以

适用缓刑。被告人李葱及其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李葱适用缓刑

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关于被告人方婵的辩护人提出对被告

人方婵适用缓刑与被告人余劲枫及其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余劲

枫适用缓刑的问题，考虑被告人方婵、余劲枫的犯罪事实、犯

罪的性质、情节,对其不宜适用缓刑,故该辩护意见理据不足,本

院不予采纳。



综上，根据被告人吴开平、李葱、方婵、余劲枫的犯罪事

实、性质、情节、认罪态度、悔罪表现及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等

因素，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

二十七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

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

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开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30000 元（已预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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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 2020 年 9月 16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15 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上缴国库。）

二、被告人李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 20000 元（已预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

效后上缴国库。）

三、被告人方婵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20000 元（已预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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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 2020 年 6月 1日起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上缴国库。）

四、被告人余劲枫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并处罚金 10000 元（已预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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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 2020 年 6月 1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止。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上缴国库。）

五、随案移送本案扣押的华为手机 4 部、苹果手机 3 部、

笔记本 5 本、公司宣传册 1 本、公司提货卡 4 张、香水 1 瓶、



项链 1 条、女士手表 1 块、Inobella 保健品 10 粒、BELSANTE

保健品 3 粒、工卡 1 张，予以没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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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河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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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春庭

审 判 员 谢庆林

人民陪审员 叶石演

二〇二一年一月八日

书 记 员 袁天初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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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

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

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

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

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

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

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

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

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

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

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

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

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

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

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

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

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

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

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公通字〔2013〕37 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意见》

一、关于传销组织层级及人数的认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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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其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动人员

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

究刑事责任。

组织、领导多个传销组织，单个或者多个组织中的层级已

达三级以上的，可将在各个组织中发展的人数合并计算。

组织者、领导者形式上脱离原传销组织后，继续从原传销

组织获取报酬或者返利的，原传销组织在其脱离后发展人员的

层级数和人数，应当计算为其发展的层级数和人数。

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中，确因客观条件的限

制无法逐一收集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的言词证据的，可以结合依

法收集并查证属实的缴纳、支付费用及计酬、返利记录，视听

资料，传销人员关系图，银行账户交易记录，互联网电子数



据，鉴定意见等证据，综合认定参与传销的人数、层级数等犯

罪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