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9）粤 0304 刑初 163 号

公诉机关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杨某，男，1989 年 1 月 19 日出生，汉族，中专文

化，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于 2018 年 9月 4日自动投案，同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

事拘留，次月 1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辩护人凌永强，广东宝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某甲，男，1985 年 3 月 29 日出生，汉族，初中

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在深圳市无固定住

所。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8 年 9月 5日被抓

获，同日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次 10 月 1日被逮

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黄林，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黄某乙，女，1989 年 7 月 5 日出生，汉族，初中文

化，户籍地址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暂住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8 年 9月 4日被抓获，

同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次月 1 日被逮捕。现

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辩护人司贤利，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冼某，女，1981 年 2 月 7 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

文化，户籍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北区，暂住地址深圳

市龙岗区,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8 年 9 月 5

日被抓获，同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次月 1 日

被福田分局逮捕。现羁押于深圳市福田区看守所。

护人曾倩，广东伟华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



被告人李某甲，女，1987 年 12 月 23 日出生，汉族，专科

文化，户籍地址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在深圳市无固定住所，

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8 年 9月 8日自动投

案，同日被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刑事拘留，次月 1 日被逮

捕。现羁押于深圳福田区看守所。

辩护人吴海兵，广东维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以深福检刑诉[2019]212 号起诉

书指控被告人杨某、黄某甲、黄某乙、冼某、李某甲犯合同诈

骗罪，于 2019 年 1月 23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普

通程序，组成合议庭，于 2019 年 3月 14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

案。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黄培波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凌永强、被告人黄某甲及其辩护人

黄林（由深圳市福田区法律援助处指派）、被告人黄某乙及其

辩护人司贤利、被告人冼某及其辩护人曾倩（由深圳市福田区

法律援助处指派）、被告人李某甲及其辩护人吴海兵均到庭参

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称，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亮碧思公司”）是在香港合法注册成立的经营精油、化

妆品、红酒、奶粉等产品的公司。根据亮碧思公司制定的经销

商聘级制度及返利计算方法，凡累计购货达 5000 元港币，首年

缴纳年费 360 港币，就可以申请加盟成为该公司的独立经销

商，以后每年续约费为 210 港币。亮碧思公司内部将参加者按

照购货所产生的业绩的不同，由低到高分为经销商、爵士、伯

爵、侯爵、公爵、勋爵、尊爵等七个级别。参加者根据业绩或

组织下线的情况可晋升相应的级别，并享受相应的优惠及获取

相应的返利提成。具体制度如下：



1、累计购货满 5000 港币成为该公司经销商，享受购货价

值 20%的优惠；

2、个人业绩累计满 18750 港币升为爵士，享受购货价值

29%的优惠，同时可获取差额利润 9%;

3、个人业绩计满 96000 港币以升为伯爵（即：批发商）或

一次购货满 80000 港币或组织三条直属爵士线（通过一次购货

方式直接成为公司伯爵称为“切大单”或“切大盘”，实际只

需支付 62587 港币），可享受购货价值 38%的优惠，同时可获

取差额利润 9%-18%及伯爵同阶培育利润六代（即第一代 5%、第

二代 3%、第三代 2%、第四代 1.5%、第五代 1%、第六代 1%);

4、伯爵组织五条第一代伯爵线（称为齐架），并报备挑

战，挑战业绩连续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达 100 万

港币(连冲营业额 80 万港币）升为侯爵（即：代理商），享受

购货价格 41%的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3%-21%、贡献利润、

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5、侯爵组织五条第一代侯爵线并报备挑战，挑战业绩连续

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 1067 万港币升为公爵（即：

总代理商），享受购货价格 42%的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1%-

22%、贡献利润、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

红、公爵同阶利润六代、公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6、公爵组织五条第一代公爵线并报备挑战，挑战业绩连续

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 10667 万港币升为勋爵

（即：董事），享受购货价格 42%的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1%-22%、贡献利润、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

分红、公爵同阶利润六代、公爵亚洲分红以及勋爵亚洲分红等

返利；



7、勋爵组织五条第一代勋爵线，可晋升为尊爵（即：董事

长），挑战业绩连续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 1067 万

港币升为公爵，享受购货价格 42%的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1%-22%、贡献利润、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

分红、公爵同阶利润六代、公爵亚洲分红、勋爵亚洲分红以及

尊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亮碧思公司”各分支机构和相关团队名义上是销售“亮

碧思公司”的相关产品，但实际上“亮碧思公司”的产品在中

国大陆未取得直销许可，团队经销商也不依靠销售货物营利，

而是通过上线发展下线，下线再发展下线的“拉人头”方式，

不断扩展传销网络，获取非法利益，且上下线之间有着严格的

层级管理模式，上线负责管理自己发展的下线。侯爵级别以上

人员以高额回馈为诱饵，推广传销商品，多次组织被发展人员

赴香港亮碧思聚集点和深圳市民宅、水疗会所等地方开课宣讲

传销技巧、奖金制度，拆负面影响，鼓动被发展人员加大资金

投入或者借款投入，积极发展新成员，从中牟取非法利益。

被告人杨某、黄某甲、黄某乙、冼某、李某甲经上线介绍

通过加入亮碧思公司，隶属亮碧思公司 SPN 大团队 JM 分支玥信

团队成员，按照亮碧思公司的有关内部制度和营利模式，逐步

发展成侯爵级别人员，且多次组织被发展人员在深圳市民宅、

水疗会所等地方开课宣讲传销技巧、奖金制度。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等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杨某、黄某乙、冼某、黄某甲、李

某甲的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杨某当庭表示认罪认罚，辩称其是伯爵对应的 38 级

别而非起诉书指控的 41 级别，且系自首，希望从轻处罚。



其辩护人凌永强提出的辩护意见如下：1.对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杨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2.被告人杨某在

整个传销组织体系中只属于第 38 级，即伯爵、批发商，起诉书

指控其属于侯爵级别，情节较重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3.其

没有发展过下线，在组织体系中主要是根据委托人的委托，利

用自己是深圳户口去香港方便的因素帮委托人提货，并没有直

接接触过参与传销人员或受害人的投资款，犯罪情节较轻；4.

从整个犯罪团伙体系看，其主要帮忙提货，没有给团队培训教

学，也不负责开展客户，仅起到临时性、次要性、辅助性作

用，系从犯；5.其具有自首情节，归案后认罪认罚，有悔罪表

现，且系初犯、偶犯，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建议对其判处

七至八个月有期徒刑或缓刑。

被告人黄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当庭

表示认罪。

其辩护人黄林提出的辩护意见如下：1.被告人黄某甲在组

织中是下层阶级，作用较小，在本案中属于从犯；2.亮碧思公

司在香港是合法经营，产品来源合法，其购买产品也是给自己

和家人使用，主观恶性小，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3.

其归案后因主观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不足，没有如实供述，但

其已当庭表示认罪认罚；4.其无犯罪前科，系初犯、偶犯；5.

其与妻子都因此事被羁押，先后缺失对年幼女儿的陪伴和照

顾，恳请法庭考虑上述情节对其减轻处罚，建议适用缓刑。

被告人黄某乙当庭表示认罪认罚，辩称有些证人指认其有

授课，但其不认识他们，也不是其介绍过去的。

其辩护人司贤利提出的辩护意见如下：1.被告人黄某乙认

罪悔罪态度良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2.其主观恶性小，是为

孩子购买奶粉而受到迷惑加入会员，本身没有获利目的，也是



受害人；3.其积极主动提供同案犯杨某的犯罪事实和线索，并

提供了住址和联系电话，存在重大立功表现；4.其虽参加过听

课聚会，但没有进行产品宣讲，也没有任何下线，所购产品是

自用；5.其到案前联系方式正常，且有固定住所，不存在逃

逸，请求法庭对其从宽处理，建议判处七个月以下拘役或适用

缓刑。

被告人冼某当庭表示认罪，辩称其基本都是配合工作，没

有宣读产品、制度，也没有参与，其也是受害者，没有达到组

织、领导程度。

其辩护人曾倩提出的辩护意见如下：一、被告人冼某不构

成本罪：1.从其在整个传销活动过程中仅起到配合、完成团队

分配任务的作用，结合参与时间及层级来看，其不可能达到可

以组织聚会或担任讲师的程度；2.姜某发展下线的行为与被告

人冼某发展姜某时如出一辙，且二人均为代理商级别，姜某不

构成本罪，冼某也不应构成；3.其在团队中只参与活动及通知

下线参加活动，并未对组织起到帮助作用，未为传销组织的建

立、扩大起到促进作用，属于普通参与者；二、如被告人冼某

构成本罪，有如下从轻情节：1.其系从犯；2.其是初犯、偶

犯，归案后如实供述，认罪态度好；3.其在团队成员怂恿下误

入涉案组织，本身也是受害者，恳请法庭考虑上述情节对其减

轻处罚。

被告人李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当庭

表示认罪。

其辩护人吴海兵提出的辩护意见如下：1.被告人李某甲自

动投案，系自首，且其在共同犯罪中是辅助者，属从犯，应从

轻处罚；2.其的级别是自己用钱买的，且系初犯，参与程度不

高，主观恶性不强，认罪认罚态度较好；3.其接触亮碧思产品



不深，羁押六个月已达到惩罚目的，恳请法庭对其从轻处罚并

适用缓刑。

经审理查明，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亮碧思公司”）是在香港合法注册成立的经营精油、化妆

品、红酒、奶粉等产品的公司。根据亮碧思公司制定的经销商

聘级制度及返利计算方法，凡累计购货达 5000 元港币，首年缴

纳年费 360 港币，就可以申请加盟成为该公司的独立经销商，

以后每年续约费为 210 港币。亮碧思公司内部将参加者按照购

货所产生的业绩的不同，由低到高分为经销商（俗称 20）、爵

士（俗称 29）、伯爵（批发商，俗称 38）、侯爵（代理商，俗

称 41）、公爵（总代理，俗称 42）、勋爵（董事，俗称

42）、尊爵（董事长，俗称 58）等七个级别。参加者根据业绩

或组织下线的情况可晋升相应的级别，并享受相应的优惠及获

取相应的返利提成。具体制度如下：

1、累计购货满 5000 港币成为该公司经销商，享受购货价

值 20%的优惠；

2、个人业绩累计满 18750 港币升为爵士，享受购货价值

29%的优惠，同时可获取差额利润 9%;

3、个人业绩计满 96000 港币以升为伯爵（即：批发商）或

一次购货满 80000 港币或组织三条直属爵士线（通过一次购货

方式直接成为公司伯爵称为“切大单”或“切大盘”，实际只

需支付 62587 港币），可享受购货价值 38%的优惠，同时可获

取差额利润 9%-18%及伯爵同阶培育利润六代（即第一代 5%、第

二代 3%、第三代 2%、第四代 1.5%、第五代 1%、第六代 1%);

4、伯爵组织五条第一代伯爵线（称为齐架），并报备挑

战，挑战业绩连续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达 100 万

港币(连冲营业额 80 万港币）升为侯爵（即：代理商），享受



购货价格 41%的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3%-21%、贡献利润、

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5、侯爵组织五条第一代侯爵线并报备挑战，挑战业绩连续

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 1067 万港币升为公爵（即：

总代理商），享受购货价格 42%的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1%-

22%、贡献利润、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

红、公爵同阶利润六代、公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6、公爵组织五条第一代公爵线并报备挑战，挑战业绩连续

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 10667 万港币升为勋爵

（即：董事），享受购货价格 42%的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1%-22%、贡献利润、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

分红、公爵同阶利润六代、公爵亚洲分红以及勋爵亚洲分红等

返利；

7、勋爵组织五条第一代勋爵线，可晋升为尊爵（即：董事

长），挑战业绩连续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 1067 万

港币升为公爵，享受购货价格 42%的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1%-22%、贡献利润、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

分红、公爵同阶利润六代、公爵亚洲分红、勋爵亚洲分红以及

尊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亮碧思公司”各分支机构和相关团队名义上是销售“亮

碧思公司”的相关产品，但实际上“亮碧思公司”的产品在中

国大陆未取得直销许可，团队经销商也不依靠销售货物营利，

而是通过上线发展下线，下线再发展下线的“拉人头”方式，

不断扩展传销网络，获取非法利益，且上下线之间有着严格的

层级管理模式，上线负责管理自己发展的下线。侯爵级别以上

人员以高额回馈为诱饵，推广传销商品，多次组织被发展人员

赴香港亮碧思聚集点和深圳市民宅、水疗会所等地方开课宣讲



传销技巧、奖金制度，拆负面影响，鼓动被发展人员加大资金

投入或者借款投入，积极发展新成员，从中牟取非法利益。

被告人杨某、黄某甲、黄某乙、冼某、李某甲经上线介绍

通过加入亮碧思公司，隶属亮碧思公司 SPN 大团队 JM 分支玥信

团队成员，按照亮碧思公司的有关内部制度和营利模式，逐步

发展成侯爵级别人员（俗称 41），且多次组织被发展人员在深

圳市民宅、水疗会所等地方开课宣讲传销技巧、奖金制度。

2018 年 9 月 4 日，公安机关在深圳市富通苑将被告人黄某

乙抓获；同日，被告人杨某在接到民警电话后，自愿前往公安

机关配合调查；2018 年 9 月 5 日，公安机关在深圳市龙华区民

治樟坑将被告人冼某抓获、在将被告人黄某甲抓获；2018 年 9

月 8 日，被告人李某甲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交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

据予以证实：1.被告人的身份资料、前科劣迹查询、秦某群等

人提交的报案资料、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出具的情况说明、

到案情况说明 13 份（证实被告人杨某、李某甲系主动到派出所

投案，配合调查)等书证；2.证人田某、陈某甲、陈某乙、何

某、李某乙、林某、阳某、张某甲、陈某丙、姜某、黄某丙、

秦某及同案人黎某、徐某、曾某（已判决）、胡某（已判

决）、陈某丁（已判决）、李某丙（已判决）、于某（已判

决）、张某乙（已判决)、李某丁（已判决）的证言；3.被告人

杨某、黄某甲、黄某乙、冼某、李某甲的供述与辩解。以上证

据确实、充分，能够相互印证，已经形成完整证据链条，足以

认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人杨某、黄某甲、黄某乙、冼某、李某甲

无视国家法律，结伙组织、领导以销售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

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



级，直接或间接以发展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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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经济秩序的传销活

动，其行为均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应依法予以惩

罚。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与罪名成立。

关于被告人杨某及其辩护人提出其在整个传销组织体系中

只属于第 38 级，即伯爵、批发商，起诉书指控其属于侯爵级

别、情节较重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经查，本案证人陈某甲、

何某等人均指认被告人杨某系代理级别且给她们上过课，证人

陈某丙、陈某乙、阳某亦指认其系主要工作人员，结合同案犯

曾某、黄某乙及杨某本人供述，其在曾某的安排下协助前往香

港亮碧思提货并从中赚取费用。上述证据相互印证，足以证明

被告人杨某在涉案传销组织中系侯爵级别，且犯罪情节较本案

其他被告人严重。被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与查明事实

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冼某及其辩护人关于被告人没有宣讲产品，未

达到组织、领导程度，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辩护意

见。经查，证人秦某、黄某丙、田某等多名证人均指认冼某多

次在小组讨论、学习活动中向新人宣讲经历、心得，鼓动新人

加入，在涉案传销组织中承担宣传职责，为涉案传销组织的建

立、扩大起到积极作用，且冼某本人亦供述其有发展下线，依

法应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并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

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冼某虽表示

认罪，但对上述犯罪事实避重就轻、未予如实供述，本院在量

刑时酌情予以考虑。

关于被告人黄某乙的辩护人提出其系重大立功的辩护意

见。依据相关司法解释，犯罪分子提供同案犯姓名、住址等基

本特征，或者提供犯罪前、犯罪中掌握、使用的同案犯联络方



式、藏匿地址，司法机关据此抓捕同案犯的，不能认定为协助

司法机关抓捕同案犯。故被告人黄某乙归案后供述同案犯杨某

的犯罪事实及线索并提供联系方式，依法不应认定为立功，辩

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但被告人黄某

乙的上述行为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其悔罪表现，本院在量刑时酌

情予以考虑。

被告人杨某、黄某甲、黄某乙、冼某、李某甲在本案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中均属按照各自上线安排在小组组织的

共同活动中进行宣讲，参与程度较低，主观恶性较小，在共同

犯罪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在具

体量刑时，根据各被告人在本案中的行为，并结合其参与时间

长短、程度及主观恶性大小等具体事实、情节，悔罪表现等，

适当予以区别；被告人杨某经公安机关通知主动到案并如实供

述所犯罪行，被告人李某甲自动投案且如实供述所犯罪行，均

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某乙归案后能基本如实

供述自己罪行，系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被告人黄某甲当

庭自愿认罪，具有一定悔罪表现，本院酌情从轻处罚。各辩护

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酌情采纳。综上，根据各被告人的犯

罪事实、情节、认罪态度及社会危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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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

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杨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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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月 4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3 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二、被告人黄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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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月 5日起至 2019

年 7 月 4 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三、被告人黄某乙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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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月 4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3 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四、被告人冼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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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月 5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4 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五、被告人李某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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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9月 8日起至 2019

年 4 月 7 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完毕）

六、缴获的作案工具手机二部，依法予以没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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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或者直接向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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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 川

人民陪审员 丁晓晨



人民陪审员 韦开丽

二〇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刘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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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

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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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