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怀刑初字第 00173 号

公诉机关安徽省怀宁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孙某某，女，1981 年 9 月 17 日出生于怀宁县，汉

族，大专文化，无业，住怀宁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于 2014 年 7月 15 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取保候审，同年 7 月

24 日经怀宁县人民检察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被告人凌某甲，男，1976 年 2 月 17 日出生于怀宁县，汉

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怀宁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于 2014 年 1月 27 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2 月

28 日由该局决定取保候审，同年 5 月 22 日经怀宁县人民检察

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被告人丁某甲，女，1983 年 5 月 15 日出生于怀宁县，汉

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怀宁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于 2014 年 1月 27 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2 月

28 日由该局决定取保候审，同年 5 月 22 日经怀宁县人民检察

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吕琦，安徽引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某甲，男，1972 年 12 月 19 日出生于怀宁县，汉

族，初中文化，农民，住怀宁县。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于 2014 年 1月 27 日被怀宁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2 月

28 日由该局决定取保候审，同年 5 月 22 日经怀宁县人民检察

院决定继续取保候审。

怀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怀检公诉刑诉（2014）151 号起诉书

指控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丁某甲、黄某甲犯组织、领导传

销活动罪，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根据怀



宁县人民检察院的建议，适用简易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同年 10 月 28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怀宁县人民检察院指派

检察员刘观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黄某

甲，被告人丁某甲及其辩护人吕琦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

结。

公诉机关指控：2010 年 5 月至 2012 年 9 月，被告人孙某

某、凌某甲、丁某甲、黄某甲先后加入亮碧思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亮碧思公司），以在深圳市做港货生

意为由，诱骗怀宁县高河镇、茶岭镇、秀山乡等多个乡镇和外

省市七十余人至深圳、香港，加入“亮碧思”传销组织。该组

织以缴纳 5210 元港币至 62587 元港币不等金额购买商品获得加

入资格，根据投资额和发展下线人数分为经销商、爵士、伯

爵、侯爵、公爵、勋爵和尊爵 7 个层级，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

人员的数量及投资金额作为返利依据，即投资 5210 元港币购货

成为经销商，可享受个人业绩 20％的提成；当个人业绩达到

2.4 万港币时，成为爵士级别，可享受个人业绩 29％的提成；

当一次性投资 62587 元港币购货，成为伯爵级别，伯爵不仅享

受个人业绩 38％的提成，还能享受自己直接发展的 5 条下线 6

代以内的提成，提成点数为 5％到 1％不等；当直接发展 5 个伯

爵级会员时，同时在三个月内业绩做到 100 万港币，就可以晋

升为侯爵，享受个人业绩 41％的提成、2％的贡献奖、6％的领

导奖、5 条下线 6 代以内 5％到 1％不等的培育奖；当直接发展

5 个侯爵级别会员，同时在三个月内业绩做到 1000 万港币，就

可以晋升为公爵，享受个人业绩 42%的提成、1%的亚洲奖，其

他奖励同侯爵；当直接发展 5 个公爵级别会员时，同时在三个

月内业绩做到 1 亿元港币，就可以晋升为勋爵，享受个人业绩



42%的提成，1%的亚洲奖，当直接发展 5 个勋爵级别会员时，就

可以晋升为尊爵，提成同勋爵。

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均已达到公爵级别，是该传销组织

“喜临、侉子”团队的核心人物，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

70 余人，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

额累计达人民币 500 多万元，非法获利均为 20 余万元港币。被

告人丁某甲、黄某甲加入“喜临、侉子”团队，均达到侯爵级

别，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分别达 50 余人、40 余人，非法

获利分别为 4 万余元港币、3 万余元港币。被告人孙某某、凌

某甲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孙某某向公安机关退出非法所得人

民币 10 万元。

为证明上述犯罪事实，公诉人当庭出示了四被告人的《到

案经过》、证人证言、怀宁县公安局扣押的 IC 卡、公章等物

证、亮碧思公司提货单、申请表格及协议书、产品说明书、宣

传书籍、四被告人的供述及户籍证明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

四被告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

序，其中，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

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达 500 万元以上，情节严

重。四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

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请法院以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并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

退赃及自首等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作出公正判决。

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丁某甲、黄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

的犯罪事实予以供述，并当庭自愿认罪。被告人丁某甲的辩护

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及犯罪数额无异议，仅就

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其一，被告人丁某甲具有坦白情节。

被告人丁某甲被抓获归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主动如



实供述了自己全部犯罪事实，在庭审中亦自愿认罪，有积极悔

罪的表现，故应认定其具有坦白的法定从轻情节，依法可予以

从轻处罚；其二，被告人丁某甲在组织中处于级别较低的侯爵

层级，具体负责其下线人员的联系，直至案发时才发展下线几

十人，非法获利仅 4 万余元港币，其在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

从犯，依法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其

三，被告人丁某甲为做生意、谋求发展误入传销组织，被传销

组织洗脑后成为受害人，因一时贪念演变成施害人走上犯罪道

路，主观恶性较小。被告人此次犯罪系初犯、偶犯，现已认识

到自己所犯罪行，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良好愿望。综上，

建议法院基于被告人丁某甲具有以上多个法定、酌定从轻处罚

情节，结合案件事实对其进行量刑。

经审理查明：香港亮碧思公司的商品经销模式采取“亮碧

思”式传销，即购买该公司 5210 元港币至 62587 元港币不等金

额的商品获得加入资格，根据投资额和发展下线人数将参与人

员分为经销商、爵士、伯爵、侯爵、公爵、勋爵和尊爵 7 个层

级，层层发展下线人员，以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

及投资金额作为返利依据，购买 5210 元港币的商品成为经销

商，可享受个人业绩（购买商品的金额）20％的提成；当个人

业绩达到 2.4 万港币时，成为爵士级别，可享受个人业绩 29％

的提成；当一次性购买商品的金额达 62587 元港币，成为伯爵

级别，除享受个人业绩 38％的提成外，另享受自己直接发展的

5 条下线 6 代以内的提成，提成点数为 5％到 1％不等；当直接

发展 5 个伯爵级会员时，同时在三个月内业绩做到 100 万元港

币，晋升为候爵，享受个人业绩 41％的提成、2％的贡献奖、

6％的领导奖、5 条下线 6 代以内 5％到 1％不等的培育奖；当

直接发展 5 个侯爵级别会员，同时在三个月内业绩做到 1000 万



元港币，晋升为公爵，享受个人业绩 42%的提成、1%的亚洲

奖，其他奖励同侯爵；当直接发展 5 个公爵级别会员，同时在

三个月内业绩做到 1 亿港币，晋升为勋爵，享受个人业绩 42%

的提成、1%的亚洲奖；当直接发展 5 个勋爵级别会员时，晋升

为尊爵，奖励提成同勋爵。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丁某甲、

黄某甲接受该经销模式，2010 年 5 月至 2012 年 9 月份，先后

参与“亮碧思”式传销，以在广东省深圳市做港货生意为由，

诱骗怀宁县高河镇、茶岭镇、秀山乡等多个乡镇和外省市人员

共计七十余人至深圳市、香港，购买亮碧思公司的红酒、精

油、化妆品、香水、保健品、饮水机等商品，加入“亮碧思”

传销组织。

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分别通过出资 120 万元港币、140

万元港币各购买一条侯爵级下线后均达到公爵级别，是该传销

组织“喜临、侉子”团队的核心人物，管理其下线达到侯爵级

别人员，每月组织、安排下线人员赴香港亮碧思公司听课，同

时给其下线人员授课，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达 70 余人，该

70 余人向公司缴纳购买商品的资金累计达人民币 500 多万元，

非法获利均为人民币 16 余万元。被告人丁某甲、黄某甲加入

“喜临、侉子”团队后，负责管理下线人员，帮助下线人员跟

单，带领下线人员去香港亮碧思公司听课，教授下线人员如何

发展新人，及时向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反映下线人员的思想

动态，上传下达。被告人丁某甲、黄某甲均达到侯爵级别，直

接或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分别为 50 余人、40 余人，非法获利分

别为人民币 3.2 万余元、2.4 万余元。

案发后，被告人凌某甲、孙某某分别于 2014 年 1月 26

日、7 月 15 日主动到怀宁县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投案，如



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孙某某投案当日向公安机关

退出非法所得人民币 10 万元。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一）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被告人孙某某的供述和辩解。

证实：（1）2010 年 4、5 月份，自己经梦娜介绍加入香港

亮碧思公司，缴纳 5210 元港币购买产品后获得加入资格。购买

的产品主要是自己使用和送人；

（2）亮碧思公司根据购买业绩和发展人数分为经销商、爵

士、伯爵、侯爵、公爵和勋爵、尊爵七个级别。其中，成为侯

爵级别要自己下面有均达到伯爵级别的五条直接下线，同时在

三个月内业绩做到 100 万元港币；成为公爵级别要自己下面有

均达到侯爵级别的五条直接下线，同时在三个月内业绩达到

1000 万元港币。自己和凌某甲均已达到公爵级别；

（3）公司提成模式：通过发展下线获得提成。直接下线投

资 5210 元港币，能从公司提成 1000 元港币；直接下线投资

62587 元港币，能提成 9361 元港币；直接下线再往下发展人

员，提成依次是 4000 元港币、2400 元港币、1600 元港币、

1200 元港币、800 元港币。拿第 5、6代提成自己必须发展 5条

直接下线；

（4）2012 年底与凌某甲合作成为公爵，即与凌某甲出资

在香港成立了喜能公司，公司下线人员有：凌某乙、小辣椒、

丁某甲，自己和凌某甲各出资 100 万元港币购买的两条侯爵线

共 5 条直接下线。丁某甲的下线有程某某、丁某乙等人，程某

某下线有董某某等人。凌某乙、小辣椒下线都是外地人；

（5）自己与凌某甲在喜能公司各占 50%股份，从亮碧思公

司提成也是一人一半。自己和凌某甲各提成 20 万元港币。到



2013 年 6 月份之后，凌某甲还在拿提成。下线人员共投资 300

多万元人民币；

（6）实行分级管理，即侯爵管理下面的人员，公爵管理下

面的侯爵。自己主要是管理本人下线达到侯爵级别的人，给他

们上课，教他们如何做，每个月安排下面的人去香港培训，听

课 2 至 3 次。新人到香港后，一般由自己和凌某甲安排住宿，

带他们上课，了解公司产品和经营模式。回到深圳后，自己和

凌某甲再安排相关侯爵级别的人跟新人的单，新人要有不懂

的，让他们做做工作，解释清楚。有时自己也给下线人员上

课，主要是凌某甲给他们上课。丁某甲、程某某、黄某甲等达

到侯爵级别的人主要是带他们各自的下线人员去香港培训，组

织大家聚聚，吃吃饭、唱唱歌，新人来后负责跟单，新人要是

不懂的，他们做做工作、解释一下，帮助下线人员发展新人。

2、被告人凌某甲的供述和辩解。

证实：（1）2011 年 3 月份，经高某某介绍加入香港亮碧

思公司，投资 5 万多元购买产品成为公司会员；

（2）该公司以缴纳一定费用购买产品获得加入资格，最低

缴纳 5210 元港币。根据投资额和发展下线人数分为经销商等 7

个级别。发展下线人员加入通过提成获利，如发展一个伯爵，

可提成 9631 元港币；

（3）上下线成员情况：上线有高某某-孙某某，自己的直

接下线有：丁某甲、小辣椒（广东人）、凌某乙，另外和孙某

某各出资港币 100 万元购买了两条侯爵级别的下线。小辣椒的

下线有四川人干妈，丁某甲的下线有黄某甲等人；

（4）自己负责管理自己的直接下线人员，间接管理第二代

及往后的下线人员，跟上线人员沟通。每个月 1、2、3 号，根

据公司要求，安排下线人员到香港亮碧思公司参加交流会，学



习和了解公司的制度、经营模式及如何销售产品，还对自己的

下线人员讲课，为下线人员在香港学习安排住宿。丁某甲、黄

某甲主要是带下线人员学习公司制度，介绍公司产品、功效，

教授下线人员了解公司文化、法律，如何销售产品，受下线委

托到公司缴款，照顾和安排下线人员生活情况，安排课程等；

（5）实行分级管理，自己和孙某某是公爵级别，主要管理

自己团队里的侯爵，侯爵再管理下面人员。自己和孙某某每个

月召集侯爵开 2 次会议，开会地点在香港，让他们对下面人员

负责，快速带动新老朋友走上成功，带动新朋友认识产品功

效，要求积极学习直销的专业知识，如何安排下线成为侯爵，

带动下线人员的活力和状态，时刻观察每个人的动向和成绩，

如果下线人员有问题，第一时间向上报告。侯爵帮下线跟单，

教下线如何跟新老朋友交流，教下线学习公司操作流程，带人

到香港参加培训、学习、了解产品功效，及时将下线人员动态

向上反映；

（6）获利情况：自己与孙某某共获得提成 30-40 万元港

币，自己共投资了 130 万至 140 万元港币，共提成 20 万元左右

港币，包含自己投资的回扣。发展的下线人员共投资 300 万元

人民币。

3、被告人丁某甲的供述和辩解。

证实：（1）2012 年 5 月份，经凌某甲老婆介绍，自己到

香港加入亮碧思公司，先投资 5000 元港币购买产品，成为公司

的经销商，后又陆续投资，共计 16 万元港币；

（2）对亮碧思公司的加入程序、管理模式、层级划分及提

成获利等供述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一致。发展均成为伯爵的 5 条

直接下线，并在三个月内业绩做到 100 万元港币，成为侯爵；

发展均成为侯爵的 5 条直接下线，并在三个月内业绩做到 1000



万元港币，成为公爵。自己已达到侯爵级别，孙某某和凌某甲

已达到公爵级别；

（3）上下线成员情况：上线是凌某甲-孙某某，自己有 5

条直接下线：程某某、丁某丙、吴某某、丁某丁及自己在香港

注册的希朝贸易有限公司，后转给丁某乙。程某某的下线有董

某某、黄某甲等人。丁某乙下面发展一个广西人阿军；丁某丙

下面发展了她姐姐；

（4）获利情况：自己共投入 6万元港币，共提成 4万余元

港币；

（5）犯罪行为。孙某某、凌某甲主要管理其下线我、程某

某、黄某甲、凌某乙这些达到侯爵级别的人。他们每个月召集

下线侯爵级别人员开 2 次会，有时也打电话给我们，主要传达

亮碧思公司安排的课程通知、要求我们管理好下线人员，他们

在香港偶尔也给我们下线人员上上课。自己和黄某甲、程某某

主要管理下线人员，及时将上面对于公司的规章制度、课程培

训等安排通知给下线人员，并组织他们去香港亮碧思公司学

习、培训，替下线人员讲解、分析他们不懂的内容，帮下线人

员跟单，及时将下线人员的思想动态向孙某某、凌某甲汇报。

董某某与黄某甲夫妻在一起，主要是黄某甲在运作，董某某主

要是帮黄某甲做饭；

（6）2013 年 6 月份后，凌某甲仍参与团队的管理。

4、被告人黄某甲的供述和辩解。

证实：（1）对亮碧思公司加入程序和条件、操作模式、提

成方式及级别划分等与同案人供述一致；

（2）2012 年 8 月，妻子董某某受黄某乙、程某某邀集，

到深圳做港货生意。2012 年 9 月，自己也到了深圳、香港，投

资 62587 元港币加入亮碧思公司；



（3）上下线人员情况。上线是董某某，自己又介绍了黄某

丙、黄某丁，安排他们作为董某某下线，转让了董某某下面的

2 个公司。黄某丙的下线有陈某甲、陈某乙。自己发展的下线

有：陈某丙、黄某戊，黄某戊发展下线汪某某，陈某丙的下线

有陈某丁等四人等。陈某丁发展下线二人。董某某的上线依次

是程某某-丁某甲-凌某甲；

（4）亮碧思公司申请表格和协议书中保荐人就是加入人的

上线人员；

（5）具体行为。自己已达到伯爵级别，妻子董某某已达到

侯爵级别，实际由自己操作的，下面的人都以为自己是侯爵级

别。丁某甲、程某某也已达到侯爵级别。主要管理下线人员

（自己是代妻子董某某管理），带下线人员到香港亮碧思公司

培训、学习，下线人员有不明白的自己负责给他们讲解、分

析，也就是跟单的意思，及时向凌某甲反映下线人员的动态。

孙某某和凌某甲属公爵级别，主要直接管理下线达到侯爵级别

的人即管理我妻子、程某某、丁某甲、凌某乙这些人，他们每

月召集下线侯爵级别的人开 2 次会，要求我们管理好下线人

员；

（6）自己和董某某共投资了 25 万余元港币，共提成 10 万

余元港币，自己实际得到 2、3万元港币。

（二）证人证言

1、证人董某某的证言。

证实：（1）2012 年 7、8 月份，经程某某介绍，到深圳参

加香港亮碧思公司，随后黄某甲也加入，两人先后投入资金 30

余万元人民币。购买的产品主要是自己用及免费送给别人体

验，仅卖了几千元钱；



（2）通过发展下线获得提成，自己与黄某甲两人共提成

12 万元港元。根据发展下线人员情况，分为七个级别。自己是

侯爵级别，具体由黄某甲替自己操作，自己主要是照顾老公孩

子，也到亮碧思公司提过货，替别人交过钱；

（3）上下线人员情况：上线是程某某-丁某甲-凌某甲；下

线是黄某甲、黄某丁及两个公司（协丰国际拓展有限公司、运

来国际拓展有限公司）。

2、证人陈某戊的证言。

证实：2012 年 7、8 月份，受凌某乙和凌某甲邀集，加入

香港亮碧思公司，委托凌某甲申购了 51000 元的亮碧思公司产

品。直接上线是凌某乙（自己的妻子），凌某乙的上线是凌某

甲。自己未发展下线。2013 年 9 月 10 日回怀宁，后未参与。

3、证人丁某丁的证言。

证实：2011 年 3 月份，经凌某甲介绍，其妻丁某甲加入香

港亮碧思公司，并申购了 50000 多元货物。2011 年 8、9 月

份，自己也加入亮碧思公司，由凌某甲代办申购了 50000 多元

货物。申购的货物只提了一部分，其余还寄存在亮碧思公司。

购买的产品没有销售，主要是给他人试用，介绍他人加入亮碧

思公司从而获得提成。

自己没有发展下线。上线是丁某甲，丁某甲的上线是凌某

甲。丁某甲的下线还有程某某等人。公司将会员分为经销商、

爵士、伯爵、侯爵、公爵、勋爵、尊爵七个级别。

4、证人丁某乙的证言。

证实：经妹妹丁某甲介绍，加入亮碧思公司，投资了

62587 元港币接手丁某甲注册的一个公司，目前已交了 2 万元

人民币，公司尚未转让。申购的货物未提货销售，加入公司主

要靠介绍人加入获得提成赚钱，介绍人越多，提成越多。根据



公司规定，介绍一个人加入公司，5000 元港币可得提成 1000

元港币，投资 63587 元港币，可提成 9361 元港币。具体规定公

司事业制度手册有记录。

自己介绍了一广西人加入，投资了 5000 元港币就没做了。

自己上线是丁某甲，丁某甲上线是凌某甲。

5、证人黄某丁的证言。

证实：2012 年腊月，经黄某甲介绍，投资 51000 元人民币

购买了董某某的一个公司，加入香港亮碧思公司。公司将客户

分为经销商、爵士、伯爵、侯爵、公爵、勋爵和尊爵 7 个级

别。投资 5000 元港币成为经销商，投资 51000 元人民币成为伯

爵。自己是伯爵级别。

上线是董某某，董某某的上线是程某某，程某某上线是丁

某甲，丁某甲上线是凌某甲，凌某甲上线是孙某某。自己未发

展下线。

6、证人黄某己的证言。

证实：2012 年腊月，经黄某甲介绍与黄某丁一起加入香港

亮碧思公司，投资了 51000 元成为伯爵级别。对上线人员及公

司级别调制与黄某丁证言相一致。发展一个经销商，可获得

5000 元港币提成，同时将价值 5000 元港币的货物给经销商。

发展一个伯爵，可提成 9361 元港币，可在 6代内提成。自己发

展了两条直接下线，分别是陈某甲和陈某乙，他们没有发展下

线。

7、证人陈某乙的证言。

证实：（1）2013 年 5 月份，经黄某己介绍，加入“亮碧

思”传销组织，投资了 51000 元人民币，钱是交给黄某甲办理

的，后提了 3 万多元港币的货，其余的货销售不掉没提；



（2）公司根据个人业绩分为经销商、尊爵等七个级别，投

资 5000 元港币成为经销商，投资 51000 元人民币成为伯爵；

（3）通过发展下线人员加入获得提成，发展一个经销商能

拿到 5000 元港币，同时拿 5000 元港币的货给人家；发展一个

伯爵，能提成 9361 元港币；

（4）证明上线人员情况与其他证据相印证。

8、证人黄某戊的证言。

证实：2012 年 11 月份，经黄某甲介绍，到深圳加入“亮

碧思”公司，投资了 5 万余元人民币，钱是交给黄某甲办理

的。该公司根据发展情况分为 7 个级别。购买的产品大部分是

自己消费，也送了一部分给别人，基本没有销售。加入后通过

发展下线人员获得提成赚钱。自己发展了汪某某一个人，得提

成 9361 元港币，汪某某没有发展了。自己的上线是黄某甲-董

某某-程某某-丁某甲-凌某甲。

9、证人刘某甲等 11 人的证言。

以上 11 名证人的证言证实：（1）黄某甲的下线陈某丙发

展直接下线有 5 人。刘某甲的直接下线有 5 人。陈某丙的下线

刘某甲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 13 人；

（2）加入程序和条件与其他证人证言相一致；

（3）根据发展下线人员分为 7个级别。孙某某、凌某甲均

已达到公爵级别，发展业绩达到 1000 万元港币。通过发展下线

人员加入获得提成；

（4）人员加入时间及部分人员投资金额。

10、证人胡某某等三人的证言。

证实：（1）陈某丙的下线直接和间接发展下线人员共 9

人；

（2）自己加入的时间、投入的金额及介绍人等；



（3）黄某甲负责其下线人员缴款的管理事项；

（4）该组织以直销为借口，通过缴纳一定费用获得加入资

格，不是通过销售产品获利，而是通过发展下线人员获得提

成。

11、证人凌某乙的证言。

证实：（1）2013 年 6 月，经弟弟凌某甲介绍加入香港亮

碧思公司，凌某甲的上线是孙某某，凌某甲下面又发展了几条

线，其中一条是：孙某某、凌某甲、凌某乙、福哥等人；另一

条线是：孙某某、凌某甲、丁某甲、程某某、凤姐（指董某

某）-德哥（指黄某甲）等人；

（2）缴纳一定费用获取加入资格，5000 元港币是起点，

同时有一定价值的货物。通过发展下线，赚取高额加盟费。

12、证人滕某某的证言。

证实：2013 年 8 月，经陈某戊及其儿子介绍，加入亮碧思

公司，投资了 55000 元人民币。其上线人员有孙某某、侉子、

凌姐等人。自己没有发展下线。

13、证人刘某乙的证言。

证实：2013 年 5 月，经凌某乙儿子介绍，加入亮碧思公

司，投资了 5 万多元。该公司以缴纳一定费用获得加入资格，

最低 5000 元，通过发展下线获得加盟费。平时培训如何邀约、

如何认识新人，并教我们如何推销，赚取高额加盟费。凌某乙

的下线有 30 多人。

14、证人罗某某的证言。

证实：2013 年 3 月份，其儿子经凌某乙介绍，加入亮碧思

公司，投资了 55000 元，拿了 4 万元多港币的奶粉、红酒等，

后要求自己儿子发展下线。

15、证人缪某某等 6 人的证言。



以上证言证实：凌某甲的直接下线凌某乙直接和间接发展

下线人员有滕某某、刘某乙、缪某某等 10 人，以及各人加入时

间和投资金额。缴纳费用获得加入资格，最低 5000 元，通过发

展下线获得提成等事实。

（三）物证。

1、怀宁县公安局从黄某甲处扣押亮碧思公司 IC 卡 14 张及

印章四枚；

2、怀宁县公安局从凌某甲处扣押的亮碧思公司传销产品

“马威力”红酒照片一张。

（四）书证。

1、亮碧思公司提货单、申请表格及协议书

证实：汪某某等 15 人加入亮碧思公司的时间、投资金额及

介绍人等事实。

该组证据结合前述证人证言证实该传销组织发展下线的数

量、相互关系及人员缴纳资金的金额；

2、怀宁县公安局从黄某甲处提取的亮碧思公司传销产品说

明书、宣传书籍、资料等书证。

证实：该组织的操作模式、提成、组织层级情况等。

3、四被告人的《到案经过》。

证实：被告人丁某甲、黄某甲于 2014 年 1月 26 日被怀宁

县公安局抓获归案；被告人凌某甲、孙某某分别于 2014 年 1月

26 日、同年 7 月 15 日主动到怀宁县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投

案。

4、怀宁县公安局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

证实：经查孙某某、凌某甲均达到公爵级别，直接或间接

发展下线人员缴纳传销资金达 590 多万元人民币，系情节严



重。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丁某甲、黄某甲犯罪情节达

到严重程度。

5、四被告人的户籍证明。

证实：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丁某甲、黄某甲的姓名、

出生日期、公民身份证号码、住址等身份信息，与其本人供述

相一致，四被告人均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

以上证据经当庭质证、认证，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丁某甲、黄某甲违反

国家有关规定，组织、领导以销售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出

资购买商品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七个层

级，以直接和间接发展人员购买商品的资金数量作为返利依

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诱骗多人参与且达到三级

以上，骗取财物，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其中，被告人孙某某、

凌某甲直接或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

额累计达 500 万元以上，社会危害性大，情节严重。四被告人

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

立。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案发后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

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在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

可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丁某甲、黄某甲被抓获归案

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庭审中亦自愿认罪，依法可

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孙某某能够向公安机关退出违法所得 10

万元，具有悔罪表现，可酌定予以从轻处罚。本案中，公诉机

关认定了被告人丁某甲在传销活动中所处的层级、实施的犯罪

行为和违法获利等犯罪事实，其为自己实施的犯罪承担相应的

刑事责任，本身就对其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进行了区分和评价，不宜对其再作从犯评价。故被告人丁某甲

的辩护人应认定被告人丁某甲为从犯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其他辩护意见，可予采纳。结合本案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

社会危害程度，对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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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

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

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对被告人丁某甲、黄某甲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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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

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孙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0 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凌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40000 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三、被告人丁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 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四、被告人黄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0 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五、对被告人孙某某、凌某甲、丁某甲、黄某甲非法所得

分别为人民币 16 万元、16 万元、3.2 万元、2.4 万元予以追

缴，上缴国库。对公安机关从被告人黄某甲处扣押的香港亮碧

思公司 IC 卡 14 张及印章四枚（暂扣于公诉机关），予以没

收。

以上所处罚金，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

本院或者直接向安徽省安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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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伟

代理审判员 陈流水

人民陪审员 吴支宏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徐美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