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韶浈法刑初字第 68 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柏斯敏，绰号“敏姐”，女，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

性居民，住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暂住韶关市浈江区。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7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衡学，男，汉族，户籍地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

住所地韶关市浈江区。

被告人郑志辉，男，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住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暂住韶关市浈江区。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

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7 日被依法

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所。

辩护人郁有明，广东韶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李燕，女，汉族，住韶关市浈江区升平路。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取保候审。2014 年

5 月 16 日经本院决定依法予以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所。

辩护人李婕，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春莲，女，汉族，住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7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祖亮，广东韶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许某，女，汉族，户籍地韶关市浈江区，现住韶关

市武江区。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7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

所。



被告人廖某君，女，汉族，户籍地韶关市浈江区，暂住韶

关市浈江区。2013 年 8 月 14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7 日被取保候审。2014 年 5 月 16 日

经本院决定依法予以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所。

被告人潘某红，女，汉族，住韶关市曲江区。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7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所。

被告人潘某梅，女，汉族，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住香港特别行政区，暂住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7 日

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所。

被告人潘秀娣，汉族，户籍地韶关市浈江区，住韶关市武

江区。2013 年 9 月 3 日因涉嫌犯组织、传销活动罪被取保候

审。2014 年 5 月 16 日经本院决定依法予以逮捕，现羁押于韶

关市看守所。

被告人刘某忠，男，汉族，户籍地韶关市曲江区，住韶关

市浈江区。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7 日被取保候审。2014 年 5 月 16 日经

本院决定依法予以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所。

被告人赖某向，女，汉族，户籍地韶关市浈江区，住韶关

市武江区。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7 日被取保候审。2014 年 5 月 16 日经

本院决定依法予以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所。

被告人黄某坤，男，汉族，户籍地韶关市曲江区，住广东

省韶关市浈江区。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被取保候审。2014 年 5 月 16 日经本院决定依法予以逮



捕，因患有急性传染病，韶关市看守所于同日不于收押，同日

被本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黄飙，广东众同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欧某英，女，汉族，户籍地韶关市曲江区，住韶关

市曲江区。2013 年 8 月 14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被刑事拘留，同年 9 月 17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韶关市看守

所。

辩护人付敬省，广东天行健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陈某娣，女，汉族，住广东省乳源瑶族自治县。

2013 年 8 月 15 日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刑事拘

留，同年 9 月 17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乳源瑶族自治县看守

所。

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检察院以浈检诉刑诉（2014）

62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李燕、

陈春莲、黄某坤、许某、欧某英、廖某君、潘某

梅、潘某红、潘秀娣、刘某忠、赖某向、陈某娣犯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4 年 5 月 9 日向本院

提起公诉，本院于 5 月 12 日立案，并依法组成合议

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韶关市浈江区人民检察院

指派检察员李连东、代理检察员许伟明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李燕、陈春莲、黄某

坤、许某、欧某英、廖某君、潘某梅、潘某红、潘

秀娣、刘某忠、赖某向、陈某娣及辩护人李衡学、

郁有明、李婕、张祖亮、黄飙、付敬省到庭参加诉

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张红

英、梁碧霞（后二人另案处理）是中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居民，在香港先后加入了亮碧思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成为“经销商”。2009 年以来，被告人柏

斯敏、郑志辉、张红英、梁碧霞等人开始在广东省

韶关市以“引诱他人购买亮碧思公司精油、奶粉、

化妆品及酒类产品成为‘经销商’”的方式发展下

线组成团队进行非法传销。

亮碧思传销组织从低到高分为“经销商”、“伯

爵”、“侯爵”、“公爵”、“勋爵”、“尊爵”

六个级别，参加者根据初次购买产品的数量及以后

发展下线的情况取得相应的级别。新参加者首先必

须购买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产品，上线从第一代

下线营业额中可提取 5%作为提成，从第二代下线营

业额中可提取 3%，第三代提取 2%，第四代提取

1.5%，第五代以下则提取 1%。

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是李燕、陈春莲的上线领

导，四人先后升为“公爵”级别，被告人黄某坤、

许某、欧某英、潘某梅、潘某红、廖某君、潘秀

娣、陈某娣、刘某忠、谢淑秀、邓慧明（后二人另

案处理）等人为“侯爵”级别，主要负责韶关地区

亮碧思传销组织的发展，均拥有下线团队，并从中

非法获利。为推进韶关地区亮碧思公司传销活动，

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让其团队的“侯爵”级别会

员在韶关地区开设培训点，组织产品推广、招商、

交流会发展下线，对于有“业绩”的“侯爵”，柏

斯敏、郑志辉则会给予每月 500 元人民币的培训点

承租费用。在得到亮碧思公司的资讯后，被告人柏

斯敏、郑志辉便告诉李燕、陈春莲，并通知“侯



爵”级别人员组织各自团队下线会员到香港、东

莞、花都等地，参加“正能量”、“特训”、“创

一、二、三、四”等亮碧思传销课程的学习，让下

线会员学习如何应对亮碧思传销组织的“负面新

闻”，如何拉人头发展下线，如何计算提成及如何

“买空架”提升级别。

2013 年 8 月 13、14 日，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

让刚升为“公爵”级别的陈春莲在位于韶关市浈江

区解放路的如家酒店组织几十名亮碧思传销人员及

新人召开推广会，并聘请亮碧思传销讲师到会讲

课。8 月 14 日公安机关在上述地点当场查处了该传

销组织，并抓获了正在讲课的被告人赖某向，之后

又分别在多处先后将柏斯敏、郑志辉、李燕、陈春

莲、黄某坤、许某、欧某英、廖某君、潘某梅、潘

某红、潘秀娣、陈某娣、刘某忠抓获归案。

被告人郑志辉、柏斯敏共经手收取了 1213 名亮

碧思传销组织会员的会费，其中 877 名会员每人向

其缴纳了人民币 55000 元，336 名会员每人向其缴纳

了人民币 54600 元，总计代收会员费人民币

66580600 元。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李燕、

陈春莲、黄某坤、许某、欧某英、廖某君、潘某

梅、潘某红、潘秀娣、陈某娣、刘某忠、赖某向无

视国法，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

以购买商品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

成层级，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

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



秩序的传销活动，其行为已分别触犯《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二十五条、第

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

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其中，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系主犯，

其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一百二十

人以上，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人员缴纳的传销

资金数额累计达二百五十万元以上；被告人李燕、

陈春莲、黄某坤、许某、欧某英、潘某梅、潘某

红、廖某君、潘秀娣、陈某娣、刘某忠、赖某向系

从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柏斯敏对公诉机关起诉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其认为

自己是香港人，没有在韶关发展下线，亮碧思是正规公司，公

司派其来韶关收钱，其不构成犯罪。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亮碧思的产品符合国际标准，如

有质量问题可委托相关部门进行鉴定，柏斯敏的行为不符合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辩护人向

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公司注册证书、银行支票、提货单、产

品价目表、产品宣传资料及部分产品包装等。

被告人郑志辉辩称亮碧思在香港是合法经营的，其在韶关

没有发展下线，其是 2011 年来韶关的，对如家酒店的活动也不

知情，也不是完全经手韶关会费，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一、本案中认定被告人郑志辉构

成组织、领导传销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被告人郑志辉不是

被告人李燕、陈春莲的上线，也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梁碧霞是郑

志辉的下线。起诉书认定被告人郑志辉、柏斯敏共经手收取了

1213 名亮碧思传销组织会员的会费，其中 877 名会员每人向其



缴纳了人民币 55000 元，336 名会员每人向其缴纳了人民币

54600 元，总计代收会员费人民币 66580600 元”，与事实不

符，也没有证据予以证实。从本案涉及的在韶关发展的亮碧思

公司“经销商”交纳的购物费用中，被告人郑志辉是没有提

成，因为这些“经销商”不是他发展的。为此，本辩护人认为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郑志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二、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可以证实被告人郑志辉

在本案中是受公司委派，为在韶关参加亮碧思公司成为“经销

商”的人员交纳购物费用提供劳务性工作，即将交纳的购物费

用带去香港亮碧思公司。根据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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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第五点的规定“以单位名义实施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犯罪的，对于受单位指派，仅从事劳务性工作的人

员，一般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为此，对被告人郑志辉的行为

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三、起诉书指控“为推进韶关地区亮碧思

公司传销活动，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让其团队的“侯爵”级

别会员在韶关地区开设培训点，组织产品推广、招商、交流会

发展下线，与事实不符。综上，请合议庭在查明本案事实的基

础上，依法判决被告人郑志辉无罪。

被告人李燕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其是去香港

看过觉得可以做才加入的，并不知道是犯罪。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燕构成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没有异议，但被告人李燕存在如下从轻、

减轻情节：一、本案中，香港“亮碧思”公司的经营模式有别

于其他传销组织，其社会危害性相对于其他传销组织较小，香

港“亮碧思”公司有实际的商品可供会员提货，并不像其他传

销组织不存在真实的商品。香港“亮碧思”公司销售的商品有



健全的退货体制。会员即使在案发后，依然可以凭借其本人所

持有的 IC 卡前往香港公司进行提货。二、被告人李燕在发展会

员时，并没有采取威胁、胁迫或者武力的方法，其本人亦是本

案的受害者。李燕系初犯，并且文化水平不高导致法律意识淡

薄。本案中，被告人李燕在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时，如实供述

其全部犯罪事实，被告人李燕家庭情况特殊。被告人李燕的丈

夫黄某坤同样也涉嫌犯罪而被起诉，其与黄某坤生有两个儿

子，正是需要家庭关心的时候。辩护人恳请法院依法对被告人

李燕予以从轻处罚。

被告人陈春莲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辩称其看

过产品，也去过法国、香港等地，并不知道是非法传销，其也

投资了几十万元。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起诉的罪名无异议，但其

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一、陈春莲是从犯，依法可从轻

或减轻处罚；二、陈春莲当庭自愿认罪，具有酌情从轻处罚情

节；三、陈春莲犯罪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小，其本人也深受

其害，有较好的悔罪表现，恳请法庭对其处以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宣告缓刑。

被告人黄某坤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但辩称其看

见公司有营业执照、证照齐全，且有产品，以为是合法的就参

与了，其实并没有怎么参与。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坤构成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没有异议，但被告人黄某坤存在如下从

轻、减轻情节：一、本案中，香港“亮碧思”公司的经营模式

有别于其他传销组织，其社会危害性相对于其他传销组织较

小，香港“亮碧思”公司有实际的商品可供会员提货，并不像

其他传销组织不存在真实的商品。香港“亮碧思”公司销售的



商品有健全的退货体制。会员即使在案发后，依然可以凭借其

本人所持有的 IC 卡前往香港公司进行提货。二、被告人黄某坤

发展的会员全部为其本人或妻子的直系亲属，并且下线的全部

会费均由被告人黄某坤本人支付，也就是“买空架”。被告人

黄某坤作为韶关资深会员李燕的丈夫，因此柏斯敏、郑志辉出

于对被告人黄某坤的信任，才偶尔要求被告人黄某坤收取会

费，并没有起组织、领导作用。黄某坤系初犯，并且文化水平

不高导致法律意识淡薄。被告人黄某坤在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

时，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被告人黄某坤家庭情况特殊。

被告人黄某坤的妻子李燕涉嫌犯罪而被拘留，其生有两个儿

子，正是需要家庭关心的时候，但父母均因为涉嫌本案而可能

被追究刑事责任，两个儿子面临着无人照顾的境地。辩护人恳

请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黄某坤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向本院提交

了李小梅、黄七娣、赖梦云出具的情况说明，以证实黄某坤发

展的上述三人为“买空架”，上述三人并未实际付款。

被告人许某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欧某英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欧某英犯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无异议，但其具有以下依法减轻、从轻处

罚的情节。一、欧某英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二、欧某英本身

就是传销组织的受害者，其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不大，

被告人廖某君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潘某梅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潘某红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潘秀娣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陈某娣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刘某忠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被告人赖某向对指控的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张红英

（另案处理）、梁碧霞（另案处理）是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居民，在香港先后加入了亮碧思集团（香

港）有限公司成为经销商。2009 年以来，被告人柏

斯敏、郑志辉、张红英、梁碧霞等人开始在广东省

韶关市以“引诱他人购买亮碧思公司精油、奶粉、

化妆品及酒类产品成为经销商”的方式，组织或发

展下线进行非法传销。

亮碧思传销组织从低到高分为经销商、“伯

爵”、“侯爵”、“公爵”、“勋爵”、“尊爵”

六个级别，参加者根据初次购买产品的数量及以后

发展下线的情况取得相应的级别。新参加者首先必

须购买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产品，上线从第一代

下线营业额中可提取 5%作为提成，从第二代下线提

取 3%，从第三代下线提取 2%，从第四代下线提取

1.5%，从第五代下线提取 1%。

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李燕、陈春莲四人先后

升为“公爵”级别，被告人黄某坤、许某、欧某

英、潘某梅、潘某红、廖某君、潘秀娣、陈某娣、

刘某忠、谢淑秀（另案处理）、邓慧明（另案处

理）等人为“侯爵”级别，被告人赖某向为“伯

爵”级别，主要负责韶关地区亮碧思传销组织的发

展，均拥有下线团队，并从中非法获利。为推进韶

关地区亮碧思公司传销活动，被告人柏斯敏、郑志

辉让其团队的“侯爵”级别会员在韶关地区开设培

训点，组织产品推广、招商、交流会发展下线，对



于有“业绩”的“侯爵”，柏斯敏、郑志辉则会给

予每月人民币 500 元的培训点承租费用和每月人民

币 500 元的汽油费，被告人赖某向且在培训中担任

主持、讲师等。在得到亮碧思公司的资讯后，被告

人柏斯敏、郑志辉、李燕、陈春莲等人还组织各自

团队下线会员到香港、东莞、花都等地，参加“正

能量”、“特训”、“创一、二、三、四”等亮碧

思传销课程的学习，让下线会员学习如何应对亮碧

思传销组织的“负面新闻”，如何拉人头发展下

线，如何计算提成及如何“买空架”提升级别。

经查，被告人郑志辉、柏斯敏、李燕等人在韶关共发展了

1241 名亮碧思传销组织会员，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

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达 68046400 元。

2013 年 8 月 13、14 日，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让刚升为

“公爵”级别的陈春莲在位于韶关市浈江区解放路的如家酒店

组织几十名亮碧思传销人员及新人召开推广会，并聘请亮碧思

传销讲师到会讲课。8 月 14 日公安机关在上述地点当场查处了

该传销组织，并抓获了正在讲课的被告人赖某向、潘秀娣，之

后又分别将柏斯敏、郑志辉、李燕、陈春莲、黄某坤、许某、

欧某英、廖某君、潘某梅、潘某红、潘秀娣、陈某娣、刘某忠

抓获归案。

上述犯罪事实，有公诉机关提供的，并经法庭质证、认证

的下列证据证实：

（一）书证、物证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材料，证明本案的来源及公

安机关启动侦查程序合法、有效。



2．户籍证明，证明 14 名被告人的基本情况，且均具有完

全刑事责任能力。

3．抓获经过，证明 14 名被告人的归案情况，均没有自

首、立功的法定从轻处罚情节。

4．关于“亮碧思”是否属于传销组织的回复，证明广

东省打击传销和变相传销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回复广东省

惠州市打传办，“亮碧思”属于传销组织。

5．搜查笔录、扣押清单，证明本案书证、物证均由公安机

关依法从各被告人处扣押而来。

6．亮碧思公司经销权行使承诺书，证明亮碧思公司于

2010 年 4 月 29 日便告知经销商，内地居民到港加入传销计划

后回国内发展传销网络，会触犯国内相关法律，该公司不认同

国内人士自行组成销售团队以赚取更大的折扣或酬金回报，因

为在国内有关传销活动是法律所禁止的。该公司向各独立经销

商作出严正声明，任何独立经销商不能借故为争取较大的折扣

或酬金回报在国内宣传、募集或组成团队到港作申请注册。

7．见证书、授权委托书、承诺书，证明亮碧思传销组织以

见证书、授权委托书、承诺书等看似合法的形式，让新人误以

为亮碧思公司在内地是合法经营，从而掩盖其发展下线，骗取

财物的非法目的。

8．郑志辉记录的韶关市“侯爵“级别人员通讯录、上课人

员名单，证明该团队在韶关地区的”侯爵“级别人员有 45 人。

9．李燕历史组织图查询及提取佣金支票复印件，证实李燕

发展的人员及收取回扣的情况。

10．2013 年 3、4 月，陈春莲回扣清单，证实陈春莲收到

回扣的情况。



11．许某绘制的慧怡国际下线结构图，证明此图由郑志辉

叫许某绘制，慧怡国际下线共 108 人。

12．听课及收费记录，证实潘某梅记录其安排下线听课及

收费的情况。

13．马凤兰汇款单，证明马凤兰将入会费 23000 元汇入柏

斯敏的账号。

14．黄细萍、张国福亮碧思培训资料及亮碧思会员笔记

本，证明该资料主要是教新人如何包装自己为成功人士，骗取

亲朋好友的信任，并发展亲朋好友为下线，交钱加入亮碧思。

15．郑志辉笔记本，证明由郑志辉收到韶关亮碧思 1241 个

会员的会费共 68046400 元。

（二）证人证言

1．钟小梅陈述：我们的聚集点在民生路靠近电视台山边一

间四层的民房，我们的聚集点是李兰凤、刘某忠负责。我所知

道的韶关有 6 个聚集点，分别是在十里亭第二技校左手直入靠

近农村一间民宅，这个点是柏斯敏负责。东河二中附近一个，

此点由亚明负责。东堤中路一个，此点是由碧霞负责。西河保

健院斜对面二楼一个，此点由欣怡负责。西河上矿山公园的路

口前 20 米的一间民宅三楼一个点，此点由招财负责。是谁租的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房租的租金是柏斯敏支付的。

2．曾韶英陈述：我的上级就是欧某英，亮碧思公司在韶关

的总负责人是一个叫“敏公”的人负责，还有她的老公叫“辉

哥”，还有一个叫李燕的，还有的就是欧某英。欧某英当时和

我们说这是合法的，我现在看了电视知道是非法行为。

3．姚春红陈述：我是被堂姐姚秋莲骗进亮碧思的，先是把

会员费交给了李燕、黄某坤。回到韶关后，黄某坤、李燕、刘

某忠、“凤姐”几个公司的领导都在韶关，他们经常约我到韶



关的森林公园、矿山公园等地方上课，上课都是介绍他们在公

司发展新人进公司赚钱的经历，还有交一些我不认识的人跟我

讲解他们加入公司后如何发展新人加入，如何赚大钱之类的东

西，具体上过多少次课我不记得了，反正上课的次数很频繁，

平时多数都是刘某忠和凤姐通知我去听课，平时上课都在韶关

市浈江区电视台对面的一栋出租屋二楼或者三楼，还有森林公

园，矿山公园等地，反正地点都是由他们定。

4．胡沅就陈述：我被钟小梅、刘某忠骗去香港交了 64800

元人民币加入了亮碧思公司，成为公司会员就可以拉人头发展

下线拿到提成，回到韶关后，我去过韶关国税局后面一栋居民

三楼听课，去过多少次我不记得了，还有一个上课的地点是在

西河中央艺术幼儿园对面一栋民居四楼，这个就去过二次。上

课的是刘某忠、李燕、黄某坤。

5．邓伟英、李兰凤、毛建清、杨志、郭小花、黄细萍陈

述：我们的入会费都是交给郑志辉，介绍别人加入亮碧思的时

候，新人会费都是交给郑志辉。

6．陈美娟陈述：我的上线是赖某向，我一次性交了 5万多

元后就算加入了亮碧思，2012 年 10 月左右，在宝乐迪量贩 KTV

里面参加过一次亮碧思培训，2012 年 12 月左右，又再宝乐迪

量贩 KTV 里面参加过一次，是由赖某向及另外几个不认识的女

子授课的，主要讲发展下线、推销产品，当时共有 30 多人参加

培训，我现在知道加盟亮碧思是传销行为。

7．李晓芹陈述：我听亮碧思的人说加入公司后发展了下线

可以拿到提成返利，所以我就想着加入后再想办法诱骗成员来

加入亮碧思，又或者引诱、威胁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参加。

韶关亮碧思的负责人是香港中年男子辉哥。



8．胡福成、张瑶、覃海燕、贺素珍、张寒、黄德明、余

菲、伍志文、李玉兰、龚乾古、龚洪勤、罗婷、曾卫玲、李慧

娟、潘冬梅、何伟、郑芳菊陈述：8 月 14 日下午在如家给我们

上课的人是“向好”，有几十人参加。首先“向好姐”教我们

如何看清楚网上对我们公司的正面和负面评论，告诉我们负面

的评论都是因为商业竞争，别人故意踩我们。接着，“向好

姐”叫我们如何发展下线，拉别人加入我们公司。然后，“向

好姐”告诉我们发展下线，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如何赚得佣

金。她在跟我们讲解产品，我们认为她就是亮碧思在韶关地区

的负责人。

9．张金莲陈述：我在亮碧思公司买产品时也见过潘某梅、

潘某红、陈春莲、李燕她们，她们的名字被公司贴在墙上，陈

春莲和李燕分别是“公爵”，潘某梅、潘某红两人分别为“侯

爵”。

10．罗礼莲、邓伟英、肖建宏、杨伟民、李晓芹、陈兰

凤、陈冬秀、张君、侯丽霞、陈满真、张锦霞、黄团英、潘志

锋、华卉卉、华浩方、卢秋云、徐敏松、刘全滨、丘韶钱、钟

日红、何小金、蔡文智、张太阳、黄德明、李卫华、何利娟、

马凤兰、周名养、李小红、黄香兰、范晓玉、谭玉蓉、范利

萍、张林、余菲、李华、陈伟英、钟少丽、涂家寿、龙界生、

钟双华、谢伟丽、伍志文、李玉兰、龚乾古、龚洪勤、邱桂

玉、张春莲、张建营、罗婷、曾卫玲、李慧娟、李灵娇、李国

萍、王良英、潘冬梅、宋素弘、杨香连、邱桂英、李国路、李

小慧、罗水养、余有锭、黄有娥、朱伟鹏、郑秋婵、罗伟雄、

刘玉莲、吴海燕、赖小英、赖文君、赖建威、李细香、杨志、

张贵珍、郭小花、潘小桃、郑玉英、徐永娇、胡秀群、郑政

明、王素丽、杨文涛、黄细萍、马秀英、钟艳玉、胡秀群、植



小英、马兰英、张国福、单静冶陈述：其都交了钱加入了亮碧

思，成为亮碧思韶关会员，级别为“伯爵”。

11．张国平、钟小梅、舒泽勇、李晓芹、陈兰凤、华卉

卉、徐敏松、钟日红、何小金、张林、钟细福、张建营、罗

婷、田秋兰、朱伟鹏、郑秋婵陈述：亮碧思的负责人是柏斯敏

夫妇，他们是香港人，是韶关市里级别最高的。

12．钟少丽陈述：我是 2013 年 5月成为会员后，到香港的

亮碧思公司参加了四天的培训，现在回想起来，这根本不是培

训，就是“洗脑”。亮碧思公司在韶关地区的写字楼，实际上

就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租一套房子，我所知道的就是柏斯敏夫妇

在韶关十里亭的一个村里租了一套房子，平时都不敢成群的过

去，都是要我们三三两两的过去，在韶关地区这样的“写字

楼”很多。

13．罗婷陈述：我知道亮碧思乳源县的最高负责人是陈某

娣，她是“侯爵”，是曾卫玲的上线。

14．曾卫玲陈述：陈某娣本来是我家的邻居，听别人说她

这几年赚到了钱了，在乳源县成买房买车，于是我就问她做什

么工作，那么快赚钱，带下我一起赚钱，她就告诉我她是在香

港亮碧思工作，并说可以带我过去看看，我发展的下线有罗

婷、李灵娇、杨星星、邓良辉，也是我们乳源县的老乡。我不

知道陈某娣发展了多少个下线，我只知道她的团队好多人，但

有多少人就不清楚，今天在韶关市如家酒店上课的会员好像有

50 多个人，好像大多数都是陈某娣的下线或她下线的下线。

15．李慧娟陈述：我的上线是陈某娣，她是我们团队的领

导，在亮碧思公司的职称是“侯爵”职称，我发展了一个下线

叫李爱萍。我知道陈某娣的团队有 20 多人。



16．李灵娇陈述：我是邓良辉介绍加入亮碧思的，我在亮

碧思的领导是叫陈某娣的女人，我和律师签了见证后，陈某娣

就打电话给我，约我到韶关步行街的金易来酒店客房，把钱交

给了陈某娣。

17．王良英陈述：我的上线是陈某娣，我参与亮碧思的所

有活动都是陈某娣联系的。

18．邱桂英陈述：陈春莲和陈某娣是我的上线，她们俩是

我这条线的负责人。

19．余有锭陈述：我是 2013 年 1月 1日加入亮碧思的，交

了 56800 元人民币给我的领导潘某红，其中 1800 元是正能量课

程费，她把钱交给了“辉哥”。我介绍了两个人加入，是邓常

俊、何仕庭。

20．黄有娥陈述：我是 2010 年 7月 30 日加入亮碧思的，

是潘某红介绍我加入，她开始时以借钱的形式认识，然后再套

我加入的。我把 55000 元人民币交给敏姐，韶关的发起人、决

策人、操纵人是敏姐和辉哥两夫妻，另还有一名为李燕的。是

潘某红带我到香港亮碧思了解，告诉我该公司是合法的，我才

加入的，加入后感觉上当受骗，我知道亮碧思在大陆没有工商

等合法登记，当时不清楚在大陆参与亮碧思是非法行为，就发

觉会员聚会都是偷偷摸摸的。潘某红没有讲授过课程，她只是

叫人参与。

21．朱伟鹏陈述：是潘某红介绍我加入亮碧思的，因为潘

某红是我同学黄健的母亲，又讲到加入的效益这么好，因此才

加入的，但后来发觉被骗，找潘某红说时间已过没有得退的，

而且要到香港退，因为此事我家人还与潘某红吵架，并说报

警，潘某红说报警没用，公司是合法的。



22．郑秋婵陈述：我是潘某红介绍加入亮碧思的，她是我

同学的母亲，我的钱是交给了辉哥。潘某红没有讲授过课程，

她只是叫人参与。

23．罗伟雄陈述：是潘某梅介绍我加入香港亮碧思的，我

发展了吴海燕，潘某梅上线是潘某红，我们都是潘某红团队

的，平时没有组织上课，但是潘某梅有时候也会约十个八个人

出来吃饭、喝茶，约出来这些人都是亮碧思的。

24．刘玉莲陈述：我是潘某梅介绍加入亮碧思的，韶关的

领导人是李燕，曲江的是潘某红和潘某梅，我介绍了赖文君、

郑文英，郑文英介绍了杨智，杨智介绍了阿威和赖小英进亮碧

思。

25．赖文君陈述：是刘玉莲介绍我加入亮碧思的，她上线

时潘某梅，加入公司至今，我大约听了有二十次课，基本上每

个星期都上两次左右，绝大部分都是潘某梅在给我们讲课，讲

课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产品及如何介绍人加入，柏斯敏和李燕她

们级别大，也曾给我们讲课，都是在潘某梅家里给我们讲课，

我也曾到过西河的一广场的会议室听柏斯敏讲过一次课，在马

坝听课的我认识的有刘玉莲、罗伟明的弟弟，赖小英等人，我

觉得亮碧思有点像传销。

26．郑玉英陈述：我的领导是潘某梅，在韶关的聚会主要

都是在谈香港培训学到的东西，在曲江聚会都是潘某梅组织。

27．徐永娇陈述：我的领导是潘某梅，后来我老公不许我

去亮碧思了，说那是搞传销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拿到亮碧思的

产品。郑玉英和潘某梅带我去了两次马坝小坑润鸿山庄吃过两

次饭，两次都有二三十人一起聚集、交流。



28．马秀英陈述：是潘某梅介绍我加入亮碧思的，加入

后，我去过香港培训两次，2012 年 10 月在韶关海皇宫听过一

次，是潘某红叫我去的。

29．张国福陈述：我是胡秀群介绍进亮碧思的，她带我去

香港住了三天，每天都是去亮碧思公司听课，回到韶关之后，

每隔两三天胡秀群就带我去听一次课，地点有在韶关的也有在

马坝的，组织者就是小红姐和小梅姐，在韶关听课的时候也见

到了辉哥和敏姐，我第一次交钱是在韶关辉哥租的一处九楼的

房子里面交的，当时我将两万块钱交给了辉哥。因为一次要求

交 55000 元，我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分开交钱，要将钱交够了

之后才可以听课，要不然他们讲的就都是教我怎样去凑钱。第

二次我又是在武江桥附近一个酒店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交了

15000 元给小梅姐，第三次我是在辉哥租的房子里面交给辉哥

两万块钱，当天辉哥就带我去了律师楼，我就在律师楼签了合

同，合同签好之后就经常有聚会要参加，听那些领导讲课，大

部分讲课的人我知道就有“榴莲”、“小梅姐”、“小红

姐”、“华姐”这些人，讲课的内容主要是叫我们怎么联谊，

就是怎样认识朋友，怎样放线，让刚认识的人对这个有兴趣，

然后就带人去香港看。

（三）辨认笔录

1．张金莲辨认出多次叫其去香港购买亮碧思公司产品和参

加该公司在韶关召开产品宣传商洽会的潘某红、潘某梅。

2．罗婷、曾卫玲、李慧娟、李灵娇辨认出其传销团队的领

导陈某娣。

3．罗伟雄、刘玉莲、吴海燕、赖文君辨认出其亮碧思的上

线潘某梅。

（四）被告人供述



1、柏斯敏供述：我在香港加入亮碧思公司经营，是成功的

范例，李燕在韶关发展下线，有些关于公司产品和其他比较简

单的问题，对李燕所发展的下线给予解答。李燕不是我直接发

展的下线，她是我在香港发展下线再发展的下线，我都记不清

楚隔了多少代的。因为李燕发展了新会员，都是公司的人，公

司派我到韶关为公司收钱，我们是香港人，每天都可以随时出

入关，大陆的游客只能带 2 万元，香港人带钱到香港可以多带

些，自由出关，我们收到会员的钱，在深圳换成港币交给公

司。

公司有规定，成为 20%“经销商”要交 5210 港币，成为

38%“伯爵”要交 62587 港币。会员从 20%“经销商”成为 38%

“伯爵”要签订一份大单，缴纳 62587 港币，但最近我和郑志

辉代收会员 55000 元人民币，是郑志辉定的，两者存在差额，

大约 4000 至 5000 元港币，这部分差额至今每人大概 4000 至

5000 元港币，再乘以郑志辉笔记本等级的人数，这些差额所得

由郑志辉负责支配使用，有部分用于韶关亮碧思会员聚大餐，

每次都是 100 多人，每次要花几万元，这些聚会有十几次。

会员成为“伯爵”时订大单的钱是由郑志辉代收交给亮碧

思公司。因为我和郑志辉是香港人，来往比较方便，而新会员

是大陆人，往来香港不方便，于是亮碧思公司就让我和我老公

郑志辉帮新会员带现金到香港交给“亮碧思”公司。我们代收

这些钱没有开收据，但我们会在律师事务所办理一份授权委托

和见证手续，某某委托谁交 62587 港币给亮碧思公司。是亮碧

思公司叫我和郑志辉来韶关帮公司收钱，大约是 2010 年开始，

我们一共代收过几百个会员订大单的钱，具体人数要看郑志辉

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他记录了已交钱的会员名单，可以根据它

统计出人数。



如果我介绍下线加入亮碧思公司成为“伯爵”，亮碧思公

司就会支付我一笔佣金 9360 港币。我每个月能从亮碧思公司取

得多少佣金是不定的，从几万到二十万港币不等，是依据我的

团队发展新人加入公司和购买商品情况而定，这是亮碧思公司

计算的，每个月的佣金是亮碧思公司“出粮”的，我可以通过

亮碧思公司的网站查询到我的佣金情况，然后每个月 20 日是亮

碧思公司“出粮”日。因为我的团队发展了新人加入公司或者

购买了产品，所以亮碧思公司向我支付这些佣金，我加入亮碧

思公司后一共获得大概有五、六百万港币佣金。

韶关籍亮碧思会员加入时的缴款凭证、货单、业绩单、返

利凭证、会员 IC 卡等资料可以由会员自己保管，但在他们领取

大单和会员 IC 卡时，公司的有些“公爵”或“侯爵”会告诉他

们这些资料带不过关，因为关口查到这些资料会认为是传销。

所以韶关籍亮碧思会员加入时的缴款凭证、货单、业绩单、返

利凭证、会员 IC 卡等资料放在我位于亮碧思公司的“公爵”房

内。

我们有拍摄过一些聚会和车队的宣传片，在香港亮碧思公

司招商会期间播放给新人或会员看，宣扬加入亮碧思公司的成

功例子，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亮碧思公司。

李燕、黄某坤、陈春莲、欧某英、廖某君、刘某忠、李兰

凤、潘秀娣、陈某娣、许某、潘某红、潘某梅及赖某向我都认

识，赖某向、李兰凤是伯爵，李燕、陈春莲是“公爵”，其余

人都是“侯爵”。他们在韶关都是负责发展亮碧思会员。

想要成为“侯爵”至少发展 18 个亮碧思下线，我们都是按

级别来通知会员参加活动，也就是上一级通知下一级，不会越

级通知。我们公司“公爵”以上的人在香港“亮碧思”公司都



有办公室，公司会将通告贴在我的办公室，然后下线就会根据

通告来通知下线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2、郑志辉供述：我是在 2005 年我老婆柏斯敏介绍我加入

亮碧思公司的，她是我的上线，我加入亮碧思公司交了港币

62587 元，是”伯爵”，现在是“公爵”，我发展下线的目的

是得到公司给的佣金，我每发展一个会员成功加入亮碧思公

司，公司会给我佣金 9360 元港币，会员再发展会员成功加入亮

碧思公司，公司会给我佣金 4000 元港币。会员的会员发展的下

线成功加入亮碧思公司，公司会给我佣金 2400 会员港币，再发

展下线成功加入亮碧思公司，公司会给我佣金 1600 元港币，再

发展下线成功加入亮碧思公司，公司会给我佣金 1200 元港币，

再发展下线成功加入亮碧思公司，公司会给我佣金 800 元港

币。

我所知道的亮碧思公司有 5 种职称，分别为会员、“伯

爵”、“侯爵”、“公爵”、“尊爵”等职称，我在三个月之

内做的业绩达到 1000 万元就是“公爵”，三个月之内做的业绩

达到 100 万元就是“侯爵”，一次性交港币 62587 元就是“伯

爵”，交 5000 元就是会员。我在加入亮碧思公司会员时，公司

就会发一张 IC 卡给我，是我介绍的会员就会开一张现金支票到

银行领取。

我在韶关的下线是李燕、黄某坤二公婆，韶关所有参加亮

碧思公司的会员都是李燕、黄某坤二公婆发展的。我约莫知道

韶关有会员 5 至 6 百人，具体有多少我不知道。十里亭有一个

聚集点，电视台附近一个，东堤中一个，二中附近一个，西河

保健院对面一个，马坝一个，乳源一个，这些聚集点是我出钱

租的房子，具体哪些地方还有我不知道了。十里亭这个是我和

我老婆柏斯敏开的，是我负责，电视台附近这个是李燕，东堤



中是许某。韶关市有五个“公爵”，分别是我两公婆，李燕、

黄某坤二公婆，还有一个叫陈春莲。西河保健院对面这个我不

记得是谁负责的，好像叫薪宇，听说在电视台工作的，马坝这

个是叫小红负责，乳源这个是欧建平负责的。

韶关市大约有 30 多“侯爵”，具体数字我不清楚，今天在

我家扣押一张电话单，那些记录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全部是“侯

爵”。我是 2010 年 3至 4月就来韶关发展亮碧思公司的会员，

至今通过发展会员收了会员费 150 至 200 万元人民币。在韶关

找到发展对象，就带他们到香港亮碧思公司，公司有人同他们

上课，首先介绍公司产品，其次如何发展团队，如何发展下

线，然后要交 5000 元购物费，1800 元的培训费，回到韶关要

到莱斯隔离那栋楼（万通大厦）十二楼三昶律师事务所找肖律

师签一份委托书，签了之后要交 300 元人民币律师费，然后交

5460 元人民币给黄某坤，再由黄某坤交给我，我把这些人民币

带到深圳罗湖区港币兑换店兑换港币，我再叫香港的朋友带到

香港，由我把新会员的钱交到亮碧思公司，李燕、陈春莲、许

某、梁碧霞、招财等人收到新发展的会员费都是交给我，我们

要如实交给公司，由公司通过计算后才给现金支票到银行领取

佣金。

梁碧霞也是香港人，我在香港发展她为我的下线，梁碧霞

在韶关发展了李燕下线，李燕跟了一段时间梁碧霞，李燕认为

跟她没什么发展，2010 年，李燕在香港找到我，她说要跟着我

做，我就来了韶关发展。韶关的会员都是李燕发展的，她发展

的会员再多，我只能六代会员中提成利润，第一代我提成 5%，

第二代我提成 3%，第三代我提成 2%，第四代我提成 1.5%，第

五代提成 1%，第六代提成 1%，第七代以下的会员我就没有提成

的利润。李燕和黄某坤发展下线新会员收的 55000 元是交给



我，因为我是香港人，我收到黄某坤、李燕的会员是人民币，

我收到他们的人民币带到深圳换成港币，通过香港朋友带过香

港，再交给公司。梁碧霞也是将收到的会员费交给我，她发展

的会员我也有提成，也是只提到第六代，同李燕的计算方法一

样。

公安机关在我家扣押的笔记本是我的，笔记本内记录的人

员都是会员的名字，打“√”的名字，这些人加入了我香港浩

然国际发展有限公司的人员，这些人员正式在香港成立了公

司，而且公司加入了亮碧思公司。笔记本内打“OK”的人员，

就是交了 55000 元会员购物费的。

韶关市十里亭的聚集点用途是将会员分散，如果有人找

我，就到十里亭聚集点找我，便于交谈，要去聚集点的人会员

是已经发展成会员的，没有成会员不会去聚集点的。

韶关的会员包括“侯爵”新发展的会员，由发展人带被发

展人到香港岛亮碧思公司听公司营销部的人介绍公司产品，其

次如何发展下线的授课，上完课的要交 5000 元购货费，再交

1800 元的培训费，交了 6800 元港币成为该公司的经销会员，

这些会员回到韶关后，要到肖懿律师处签一份委托协议，在签

协议同时交 300 元律师费，然后一次性交 55000 元人民币购物

费，就成为“伯爵”，三个月内做到业绩 100 万元，就成为

“侯爵”，并且要发展会员 13 名，三个月内做到业绩 1000 万

元的是“公爵”。

韶关“亮碧思”会员升“伯爵”的货款都是交给我，然后

由我交香港“亮碧思”公司，我一般叫他们交人民币 55000

元，然后由我在深圳罗湖兑换成港币交公司，其中利润用于团

队活动开支，比如：吃饭、租培训点、加油钱都是从这里开



支。人民币兑换成港币的利润要根据市面兑换行，利润是港币

1800 元至 4500 元之间，这些利润都由我拿着。

韶关的“亮碧思”会员升“伯爵”时，会员订大单后，提

货出来要捐 1700 元港币至 2200 元港币的货交给我保管，主要

是有：红酒和精油，这些红酒主要是吃饭、公司开会饮用，精

油一般是分散给所有的“侯爵”，另外，写字楼、培训点也需

要部分精油，基本上都是用光的。

我们有时 1、2个月组织韶关“侯爵”以上的人集中开会一

次，有时就 2、3个月一次，宣传公司的动向，介绍公司的产

品，让他们介绍新会员。我们在韶关“侯爵”以上的人群中组

织车队，自己称“42”车队，我每个月都给有车的“侯爵”以

上的人发放人民币 500 元汽油费，不开任何票据。

李燕、黄某坤、陈春莲、欧某英、廖某君、刘某忠、李兰

凤、潘秀娣（潘秀文）、陈某娣、许某、潘某红、潘某梅、赖

某向我都认识，其中李燕、陈春莲是“公爵”，李兰凤、赖某

向是“伯爵”，其余的人都是“侯爵”。他们都是负责发展新

会员和协助他们自己组织内部的人。我们在韶关给新会员组织

聚会都是由“侯爵”组织的，聚会地点的租金是我出的，所有

聚会弟弟弟那的租金都一样，都是人民币 1000 元，聚会时吃饭

的钱都是会员自己出的。韶关“亮碧思”手机集群网是李燕负

责办理的。

3、李燕供述：我是 2008 年 9 月至今一直都参与传销，但

是我开始以为是公司直销，现在我知道是传销，是违法。我参

与传销的公司是亮碧思有限公司，是 2008 年 9月经过梁碧霞介

绍而加入的，我现在是“公爵”。该公司最顶层以销售亮碧思

公司精油、化妆品、生活用品及酒类产品，以购买该公司的产

品最低五千元人民币以上而成为经销商，然后发展下线购买该



公司的产品，下线发展下线，如此延续下去，公司在你发展下

线的同时返还部分按比例的利润，成为公司的经销商，从低到

高分为“经销商”、“伯爵”、“侯爵”、“公爵”、“勋

爵”、“尊爵”六个级别，上线从第一层下线营业额中可以提

取 5%，从第二层营业额中提取 3%，从第三次营业额中提取

2%，从第四层营业额中提取 1.5%，从第五层营业额中提取 1%为

获利的佣金。

加入亮碧思公司的意图就是获取下线营业额中提取的佣

金，所以发展越多下线越好。我先是拿亮碧思公司的产品推荐

给别人，说明产品的功能疗效，然后再告诉对方发展下线有比

例的返佣，发展下线越多就获取返佣越多，让对方明白这个道

理，而且要对方到香港亮碧思公司接受授课，如果不成就当去

香港旅游了一趟。

我自己的下线就自己管理，我下线发展的下线就由下线自

己去管理。“公爵”管辖范围就是自己发展的下线职称在”公

爵”以下的都是归我管理，“公爵”的下属有“侯爵”、“伯

爵”、“经销商”。全亮碧思公司的会员有多少我就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韶关有 400 多人，我发展了五个下线，分别是邓伟

明、欧某英、黄某坤、张学英、廖某君，然后这些下线又各自

发展下线，下线又发展下线，一直向下发展延续，我管理的会

员有四百来人。

我发展下线至今共获得提成叁拾万元人民币，这些提成都

是每次公司财务开具一张支票直接给我，然后我就拿着支票到

香港的中国银行去兑换港币现金，这些提成有些被我买亮碧思

公司的产品来自己使用，还有就是我日常生活消费花掉了。

柏斯敏和郑志辉是我们的领导，负责我们在韶关租房子办

聚集办公点的房租和“侯爵”以上有汽车的每人每一辆汽车每



月报销 500 元的汽油费，以及我们租场地搞活动都有柏斯敏和

郑志辉报销费用。

4、黄某坤供述：我是在 2009 年 7 月份左右，我妻子李燕

介绍我加入亮碧思的，她是在 2007 年就已经加入了亮碧思成为

会员，之后再带我到香港并介绍加入亮碧思成为会员。我加入

亮碧思是为了成为亮碧思公司会员，如果有朋友想加入的我就

介绍朋友加入亮碧思公司成为该公司会员，我每介绍一个新人

加入亮碧思公司我都可以到公司领取提成。

亮碧思公司在韶关地区最高层的人是柏斯敏、郑志辉夫妇

俩人。她们主要负责什么我不清楚，总之，我们在韶关所有发

展的会员，所交纳的入会费都是要交给郑志辉，再由他们交到

香港公司。大概是 2009 年底，我们是通过梁碧霞才认识郑志

辉、柏斯敏的，梁碧霞是李燕的上线，她在公司的职称是“侯

爵”，梁碧霞是韶关人嫁给香港人，她在韶关市住在中山路福

达大厦。

我先是发展我妹妹黄七妹加入亮碧思，我妹妹交了两次钱

共五万九千六百元成为会员后，公司就给我提成八千元左右港

币，还发展了我妻子李燕的表妹赖梦云加入，她也是加了两次

钱共五万九千六百元，公司也是给我提成八千元左右港币。还

发展了李燕的姐姐李小梅加入，李小梅也是交了两次钱共五万

九千六百元，我获得提成八千元左右港币，还有华茂清、钟细

福。这几个人都是我妻子李燕经手办理的，但是是我以我的名

义去办。我发展下线的目的是为了介绍新人入会来赚取提成，

每发展一个新人入会，新人交齐了五万九千六百元之后，我就

能获取八千元左右港币的提成。我从 2009 年入会至今，我共领

取了香港亮碧思公司大约九万元人民币左右的提成，提成每月

领一次，每次都是我自己到香港亮碧思公司领取的。



新会员交的会费一般都是交给郑志辉，如果郑志辉没空，

就交代我去收取新会员的会费，我再把钱交给郑志辉，每次我

都是交现金给郑志辉，也有几次是交给柏斯敏的，最后是由郑

志辉将钱带过香港交给公司。因为我妻子李燕在公司的职称是

“公爵”，在韶关来讲是最高职称了，而我是李燕的老公，郑

志辉对我比较信任，所以就交待我在他没空或不在韶关时代他

收取韶关亮碧思公司新会员交纳的入会费。我除了帮郑志辉代

收新会员的入会费外，还帮我妻子李燕等级新加入韶关亮碧思

公司新会员名单和新会员交纳入会费的记录。

亮碧思在韶关约有 300 多会员，每个月郑志辉两夫妻最少

组织一次韶关“侯爵”以上的人员集中开会，强调如何发展下

线，赚取更高的提成。最近一次是在今年七月份在十里亭黄岗

文记山庄，参加人员约有三、四十人，有深圳、东莞等其他地

方的人参加。亮碧思公司在韶关的相关课程、介绍会或推广会

都是由柏斯敏组织策划的，然后柏斯敏会通知我妻子李燕，李

燕再告诉我。

公安机关从我处扣押的一些 A4 纸用手写记录的纸张是我

的，上面记录的都是亮碧思公司韶关会员名单、联系电话及会

员参加香港培训和内地其他地区学习或活动所缴纳的费用的记

录。其中有一张记录：秀文、文忠，34×380﹦12960，退 12

人，意思是秀文和文忠一共带了 34 个人参加香港亮碧思公司组

织的活动每人缴纳 380 元港币给我，共收到 12960 元，后来有

12 个人没有参加，我就退回给没有参加的每人 380 元的费用。

还有，像另外一张记录有：2013、7、14、15、16 正收：龙界

生-廖厚雄：2000、肖丽等，这张纸记录的是我收到韶关新人每

人交来 2000 元参加 2013 年 7 月 14、15、16 日三天在东莞培训

学习亮碧思公司相关课程的费用。再有，像另外一张 A4 纸记录



有：2012-5-1 创一，徐益梅-陈春红：500（创一），400（创

四等，意思是亮碧思公司韶关的新人到香港亮碧思公司参加培

训学习，每人所缴纳的学习费用，创一是三天时间，每两个人

交 500 元，创四是一天时间，每两个人交 400 元。所有这些 A4

纸所记录的内容主要都是亮碧思公司韶关的新人或会员，他们

到香港或东莞等地参加公司培训学习的人员名单和所交纳的相

关费用。这些都是郑志辉交待我做的，郑志辉要我帮他收取亮

碧思公司韶关的新人或会员所交纳的以上相关费用，并将名单

和所交金额登记起来，方便统计和联系。

5、陈春莲供述：我是 2013 年 6 月做“公爵”的，最开始

在深圳做亮碧思，2012 年开始在韶关做，我介绍其他人加入的

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被介绍人对这个公司的产品感兴趣，另一

方面是我可以拿到回扣提成。我每介绍一个人加入，对方需交

给公司 55000 元购买产品费和 5000 元的牌照费，是交到给叫

“辉哥”的男人手上。

亮碧思公司在韶关有多少培训点我不清楚，我所属的下线

就是一般到韶关市区解放路的韶华酒店租用会议室，去向下线

讲解产品作用和用途，以及公司返点提成的知识，这培训点也

不分是谁负责，我是和李燕、柏斯敏、郑志辉、黄某坤他们几

个“公爵”在聊天时，讲起太长时间没有对下线培训的话，就

会组织对下线的培训，这些培训都是各自负责的，就是由我负

责我本人的下线，我没有时间就由我下面的“侯爵”去负责。

一般是一个月左右组织一次。是对港加入的下线进行配村，这

些培训都是讲解“亮碧思”公司返点提成的知识，以及产品作

用和用途。教授课程的人就不固定的，都是对“亮碧思”公司

各种产品体验比较好的会员分开来讲解。因为我与别人的团队

都不认识，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都不知道，我就只是安排我所属



的下线团队来组织培训。我这边开班授课都是许某负责联系，

租金就是按照培训所去的人数来平均分担交付。我这由我组织

安排授课活动的话，就会向李燕、柏斯敏、郑志辉、黄某坤他

们几个“公爵”打招呼。

郑志辉和柏斯敏夫妇他们因为是香港人，往返香港比较方

便，我和陈某娣他们收到下线的会员费用就是直接交到郑志

辉，通过他交到香港公司。香港亮碧思公司的资讯是由郑志辉

和柏斯敏“公爵”在香港与公司总裁开完会后就由郑志辉和柏

斯敏通知我，我再传达给下线。我们在韶关地区的负责人是郑

志辉和柏斯敏，因为他们夫妇是我上线的“公爵”，我做的所

有业绩都是与他们有关的，所以我们都要听他们的。

郑志辉和柏斯敏他们原来在我入会时要求我通知下线统一

交 55000 元人民币，到了 2013 年初时因汇率改变向下线收取省

级“伯爵“的数额就改为 54000 元。“41”QQ 群是由郑志辉和

柏斯敏夫妇开设的，里面的会员都是郑志辉和柏斯敏的下线，

“公爵”和“侯爵”都加入了，里面有香港公司的会员上课培

训的安排时间表，招商会的安排时间等咨询。

郑志辉和柏斯敏在 2013 年初时规定，购买有车的“侯爵”

以上人员，当月他发展的下线最少要完成一个“伯爵”，就可

以在郑志辉和柏斯敏处领取 500 的现金作为加油费用。不是由

公司承担，是由郑志辉和柏斯敏他们支付的。新发展会员缴纳

给香港亮碧思公司的钱都是交给郑志辉，这是他要求我们交给

他，正只会受到这些钱后就会如数带到香港交给公司，帮会员

办理相关省级为 38 的手续。

我的管辖范围就是新人刚来的时候介绍他们认识公司的业

务，让他们加入。一般一个月组织一到两次过去香港公司听课

培训的。韶关的负责人是黄某坤、李燕夫妇，还有敏姐、辉哥



夫妇，他们跟我一样也是“公爵”。韶关共有会员约四百多

个，我们加入了集群网。我的下线介绍其他人进来购买产品，

我就有提成。

8 月 14 日时安排了大约二、三十人新发展会员到韶关市解

放路中国银行旁边的一间酒店会议室开展培训，是对新会员讲

解公司提成方面的知识、产品使用，并让团队内部的人员相互

认识，是李燕、郑志辉、柏斯敏几个“公爵”组织并通知我，

接着由我通知我的下线许某和陈某娣她们再去通知下边的下线

参加此次培训，费用是按总支出，由会员平摊。这些新发展会

员大部分都是“伯爵”，是我本人的下线和李燕“公爵”的下

线。

我从香港亮碧思公司取得利益总数我没有计算过，我 2010

年年中时我开始从香港亮碧思公司领取提成款，一直到被抓获

为止，我从亮碧思公司领取了 40 万港币的收益。但我本人在加

亮碧思公司前期，在香港开设了晋利等五间公司投入了二十七

万元的人民币，在后期就是 2013 年 7月份时，我要冲亮碧思公

司“公爵”为了完成业绩我又投入了十三万的人民币，这些情

况在郑志辉的收款本里都有登记。

按照亮碧思公司的返利模式，只有发展更多的下线和销售

亮碧思公司的产品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利益。我是在每月的 20 日

带上我本人的身份证、港澳通行证、会员 IC 卡到过香港铜锣湾

亮碧思公司 33 楼会计部查询我的提成情况，如果当月有提成的

话，就由会计部开具支票给我到附近的银行提现。入会的资料

都是放在香港亮碧思公司那里，会员 IC 卡就是放在香港富豪酒

店二楼的其中一间办公室内，我们存放的办公室是郑志辉和柏

斯敏向亮碧思公司租用的，在韶关这边由郑志辉负责管理的下

线全部的 IC 卡都是在这间办公室里存放。



6、许某供述：我们韶关籍的会员要成为“伯爵”级别则需

再向郑志辉缴纳 55000 元人民币订大单，而不是公司规定的

62587 港币，这样郑志辉、柏斯敏夫妇利用汇率差从中争取

4000 多元港币。因为郑志辉、柏斯敏发展的“侯爵”会跟新发

展的会员说让他们将钱交给郑志辉、柏斯敏，由他们代为交给

亮碧思公司，再加上在香港的好商会期间我们韶关籍会员的活

动都是郑志辉、柏斯敏负责的；而且这五年来我们发展的会员

交给公司的钱都是交给郑志辉、柏斯敏，不管是李燕、黄某

坤、陈春莲代收的会费最后还是交给郑志辉、柏斯敏。我们就

一直认为郑志辉、柏斯敏是我们的老板、负责人，这慢慢就成

为一种默认。所以我们就这样延续下来了，我们每次都是将现

金交给他们。

郑志辉、柏斯敏夫妇将我们缴纳 55000 元人民币转为港币

将其中的 62587 港币交给亮碧思公司，剩余的 4000 多港币他们

截留下来说是用于团队运作费用。以前他们曾经直接带钱过关

被处罚过，后来他们好像在深圳处理好这些先进再过关。郑志

辉、柏斯敏从每位新人截留的 4000 多元港币收益主要用于，

2011 年左右，他们每月会给韶关地区“侯爵”以上级别的“经

销商”500 元办公室租赁补贴和有车的“侯爵”给 500 元加油

补贴，到了 2012 年 8月开始，只有每月有单出的“侯爵”才能

享受 500 元办公室租赁补贴和有车的“侯爵”500 元加油补

贴。郑志辉、柏斯敏在韶关代收会员嫁给亮碧思公司的会费

时，没有开具票据，什么单据都没有，就是凭之间的信任，同

时郑志辉会在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什么时候交钱。

各自团队会组织会员再国内的其他地区上课。比如郑志

辉、柏斯敏在上“公爵”期间，曾经在韶关组织过 4、5次大型

的会员聚会，他们是通过吃饭的形式进行，地点在流花宾馆会



展中心，聚餐期间穿插讲授如何快速齐架上侯，快速发展会

员。今年 7 月份陈春莲上“公爵”期间，柏斯敏、李燕帮她邀

请了东莞团队的一些“公爵”过来讲授经验，他们也是通过聚

餐的形式进行，地点在欧某英开的农庄和五里亭的文记山庄。

亮碧思公司通过组织我们出国活动拍 DV 作为成功案例的宣传，

并在香港招商会期间放给新人看，吸引新人加入公司。

2013 年 8 月 13 日、14 日是陈春莲组织亮碧思会员到韶关

解放路如家酒店副楼 7 楼集中学习的。8 月 13 日前几天，陈春

莲打电话给我，说组织“伯爵”以上的会员开会学习“拆负

面”和计数，她想订如家酒店，叫我帮忙订两个下午，我说

好，我订好后就告诉陈春莲，陈春莲组织这些活动应该会向郑

志辉、柏斯敏、李燕她们说一声，要他们有空过来帮忙。我第

一天到过如家酒店，我和赖某向一起将收到到培训费其中 300

元交到如家酒店作为场地租赁费用，我就走了。整个过程是陈

春莲和赖某向负责，我没有到现场上课。我听陈春莲说第一天

原先安排欧家程讲课，后来换成贺宁讲课，第二天是赖某向讲

课。我听赖某向说 14 日参加学习的会员都是“伯爵”级别以

上。

郑志辉和柏斯敏不是亮碧思公司的职员，但他们成立的香

港浩然国际有限公司是“公爵”级别的经销商。亮碧思公司的

资讯是直接发到“公爵”级别，所有资讯李燕、陈春莲和柏斯

敏、郑志辉一起知道，但李燕、陈春莲很怕事，每次都要郑志

辉、柏斯敏的意见，慢慢的所有亮碧思公司资讯就变成郑志

辉、柏斯敏通过 Q 群通知我们，我们再通知下线。我所知道韶

关籍会员都属于柏斯敏发展的团队，所以他们的资料都存放在

柏斯敏的办公室，这是柏斯敏要求这样做的。Q 群群主是郑志

辉，Q 群的人都是“侯爵”以上的人员。



亮碧思公司根据不同级别的经销商有不同的激励机制，比

如说新人想加入时其上限会跟她宣传：如果成为 20%经销商发

展下线只能拿 1000 元港币佣金，如果成为 38%“伯爵”发展下

线能拿到 14360 元佣金，而且用 6 万多元港币可以买 8 万多元

的货，所以很多加入时就直接申请成为“伯爵”级别，成为新

任“伯爵”后，对上的“侯爵”或通过其他“侯爵”跟她们说

要快点齐架，意思是快点发展 5 个会员构成自己的第一代下

线，要不如果下线发展会员比你多，“代数”多就会超越你，

你就不能享受发展下线的收益，逼得我们要快点发展下线或自

己花钱买架尽快齐架保住为止，等下线发展下线后，有佣金领

取的时候，她们的上线会告诉她。公司有一个补分制度，每个

人每月要想公司订购 4300 港币的货物才能领取佣金，如果你完

成不了任务就不能领佣金，加入你自己有出单时，每人每月只

要想公司订购 1100 港币的货物才能领佣金，如果你完成不了任

务也是不能领佣金。“伯爵”之间不是可以留电话的，如果对

规则不理解的可以咨询她们的上线，另外她们的上线尽量不让

她们接触公司的负面消息，我认为亮碧思公司的规则是环环相

扣、步步下套，为挣钱或为挽回自己的投入不能不越陷越深。

按照亮碧思公司的赢利模式，会员要想取得高额收益只有发展

会员。

郑志辉、柏斯敏夫妇代收韶关会员 55000 元人民币的大单

费时从中收取的汇率差 4000 多元港币，他们代收的会员大概有

400 多人，这样粗算都有 160 多万港币；领带每位“伯爵”入

会定大单时还要捐给他们 2000 至 3000 港币的货物，这样算货

物就值 100 多万港币。我大概是十四万多元港币的佣金，但我

同时又向亮碧思公司补分九次，花了 3 万多港币。另外我为了

齐架和上“侯爵”，我自己花钱买了 8 个空架，每个架 55000



元人民币，共计 44 万元人民币，所以我至今仍未回本，所得佣

金又再次投入。

我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一家公司，公司名是香港慧怡国

际有限公司，我在香港成立公司也是应亮碧思公司的要求

成立的，如果朋友对亮碧思感兴趣，我就会让他们到香港

亮碧思公司听课。同时我会向我的上线谢淑秀、陈春莲回

报到香港听课的人数，到后来我就用手机发短信告知柏斯

敏、郑志辉、李燕、陈春莲、谢淑秀；最后就通过 QQ 群告

知她们，然后柏斯敏、郑志辉就会与香港亮碧思公司联

系，招商会排班、安排座位、吃住等食物，联系好后柏斯

敏、郑志辉就会通过电话或短信告知我们公司招商会的时

间安排和学习地点，我们就会各自带自己发展的新人到香

港上课，原先人少就是柏斯敏、郑志辉他们联系好香港的

吃住，到后来人多了，就由侯爵、伯爵他们自行安排。李

燕没上“公爵”前，在香港亮碧思公司的培训费交给郑志

辉，是在香港交钱的，李燕上“公爵”后，在香港的培训

费就交给李燕、黄某坤，陈春莲上“公爵”期间，在香港

的培训费交给陈春莲，在香港每天未开招商会前，梁碧

霞、李燕、谢淑秀、邓惠明、廖某君、潘秀娣、欧某英她

们这些大“侯爵”就会对韶关籍新人开会前会，讲述自己

使用产品的心得、亮碧思公司的前景、以及自己成功的案

例来感染新人，增强她们的信心，在香港每天开完招商会

后，柏斯敏、郑志辉、梁碧霞、李燕、陈春莲就会组织韶

关籍的新人开会后会，总结当天招商会的内容、增强加入

信心、解答疑问、调到新人的互动，我们把会前会、会后

会称为“围圈炒会”。招商会期间，她们会把课程安排得

很紧，每天都是到深夜，让新人身体非常疲倦、头脑发



昏。招商会第二天开始，会后会柏斯敏会通过分享的方式

对新人说亮碧思公司是香港的合法企业，加入亮碧思公司

是要经过审批的，而且名额很少，如有意加入的可以尽早

加入。现在交 6400 元人民币就能成为那个，其中有 5 千港

币的货品，1800 元人民币的正能量培训费。一般有意加入

的会员再第二天就加入了。招商会结束后，梁碧霞、邓惠

明、李燕、谢淑秀、陈春莲就会联系包车将与会人员从深

圳运回韶关，她们定好时间后让上线带新人过关，并在罗

湖汽车站集中上车，梁碧霞、邓惠明的下线一台车，李

燕、谢淑秀的下线一台车，陈春莲上“公爵”期间会员较

多，其下线也是一台车，回到韶关后，新人加入亮碧思公

司的工作就由她们的发展上线跟进。

亮碧思公司规定如果非本人到公司缴费成为经销商的，由

他人代办的需要律师事务所办理授权委托书和办理见证书，如

果转让亮碧思公司经销商资格，则一定要到香港的律师事务所

办理见证和授权委托。2010 年 6、7月开始，柏斯敏、郑志

辉、李燕、梁碧霞她们为了能更迅速在韶关发展下线就在韶关

联系了两家律师事务所办理授权委托和见证。同时在律师事务

所签订协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消新人对亮碧思公司的疑

虑。柏斯敏、郑志辉、李燕联系的是浈江区启明路的三昶律师

事务所，梁碧霞联系的是武江区的骑士律师事务所。一开始好

像是 2010 年年底，柏斯敏为了上“公爵”期间，两间律师事务

所办理的委托都授权给郑志辉，因为柏斯敏是郑志辉的直接上

线。柏斯敏上“公爵”后，郑志辉、柏斯敏就将委托事宜交给

韶关的大“侯爵”李燕、陈春莲、谢淑秀、邓惠明他们办理，

帮助她们尽快升级。



带新会员到香港上课时郑志辉和柏斯敏交代的，说让新会

员到香港上课“洗脑”，促使他们加入公司，发展的会员越

多，业绩越高，就可以晋升为更高的级别，提取更高的返利。

欧某英、廖某君、刘某忠、潘秀娣、陈某娣、潘某红、潘

某梅是“侯爵”，赖某向是“伯爵”。柏斯敏、郑志辉在韶关

为总负责人，负责策划、组织，收取会员加入公司的会费、等

级亮碧思在韶关所有的会员名单，并负责组织个“侯爵”体系

业绩统计及租赁各个写字楼费用等；李燕、陈春莲负责组织开

会学习和跟单程序、培养“侯爵”，其他“侯爵”就听柏斯

敏、郑志辉、李燕、陈春莲这四个人的安排做事。

在韶关是李燕发起和决策，我配合李燕多次组织下线聚集

在一起喝茶，唱 K 进行交流。我负责安排交流的地点，曾在韶

关的东海龙宫，近水楼台，湖心宾馆进行过交流，而李燕、欧

某英、涂燕、梁碧霞、谢淑秀、陈春莲则负责对下线进行讲

课。我所知的浈江区东河长途线路局七楼有一个由邓惠明负责

的点，市区北门有三个梁碧霞负责的点，韶关电视台附近李燕

有一个点由刘某忠负责。十里亭有一个点是柏斯敏自己负责

的，武江区有一个点由涂燕负责，谢淑秀在血站附近有一个

点，陈春莲在幸福家园也有一个点，赖韶英（化名薪宇）在保

健院对面有一个点。租写字楼由每个点的负责人租，费用由郑

志辉出，是用来会员之间互相交流、学习，请郑志辉、柏斯

敏、李燕及业绩好的会员来上课。活动是由每个点的负责人组

织，费用 AA 制，但要请示郑志辉，如果他不在就请示柏斯敏，

但是每个月“侯爵”要开一次会，这些费用都由郑志辉出。

我认为亮碧思公司在国内销售亮碧思产品的行为属于非法

传销。



7、陈某娣供述：我是堂妹陈春莲介绍我仅香港亮碧思公司

的，她现在应该是“公爵”级别，我的领导是李燕，她是韶关

地区的领导。我在 2012 年 10 月份的时候就是“侯爵”级别

了。2011 年 2 月底，陈春莲带我过境去香港，在香港铜锣湾富

豪酒店二楼亮碧思公司购买了 5000 元港币的产品。在香港住了

两晚以后我就带着购买的产品和陈春莲一起回到乳源县桂头

镇，当时我还是不相信亮碧思公司的制度和产品疗效。我到桂

头镇的三个月里，我从陈春莲那里了解到了香港亮碧思公司的

相关制度、组织形式、购买产品的回报等相关信息。大约在

2011 年 6 月份，我自己一个人去了香港，在亮碧思公司我缴纳

了 62587 元港币给一个销售人员，对方打了销售单和提货单以

及提供了一个经销商账号给我，交了钱之后我就是公司的“伯

爵”级别了。回到乳源县后，我觉得公司的产品疗效不错，我

有向获得公司提成同时获得购买公司产品更大的折数，我就开

始介绍他人购买产品。

大概在 2012 年 6月份，韶关香港亮碧思公司领导人李燕姐

要我签这些“授权委托书、委托合同、询问笔录”，我当时签

订时候也没有怎么留意内容，这些委托人名字我都不认识，与

我的关系我也不清楚。

发展对象由香港回来，我们这边一般没有安排授课，在发

展对象决定要交钱后，我就会联系他们与辉哥、春莲这些韶关

领导出来吃饭或是喝茶，吃饭时就会聊香港亮碧思公司的产品

的使用和发展下线的前景。新发展会员交纳给香港亮碧思公司

的钱都是交给郑志辉，我是听我的上线领导要求我们交给郑志

辉。郑志辉收到这些钱后就会带到香港交给公司，帮会员办理

相关升级为“伯爵”的手续。他从会费中收取的差额是作为我

们韶关团队费用支出了。



郑志辉和柏斯敏夫妇是我上线陈春莲的负责“公爵”，我

做的业绩都是与他们有关的，所以我们都要听郑志辉和柏斯敏

的。郑志辉和柏斯敏在 2012 年底规定，“侯爵”以上人员，当

月她发展的下线完成一个“伯爵”就可以在郑志辉和柏斯敏处

领取 500 的陷阱作为费用。我在去年开始有这笔费用时我从郑

志辉处领取了大约 3000 元的费用，不是由公司承担，是由郑志

辉和柏斯敏他们支付的。例如业绩好的去法国旅游这些安排和

公司资讯等等，就是由郑志辉和柏斯敏“公爵”通知，我再传

达给下线。

我加入香港亮碧思公司的资料、会员 IC 卡都是放在香港富

豪酒店二楼的一间办公室内，我们韶关这边的会员卡都是在那

里存放，这办公室我不清楚是公司的还是公司配给辉哥使用，

平时我过香港，我有时曾见到辉哥在使用。我的 QQ 号是辉哥的

儿子帮我申请，辉哥当时在韶关开设了一个 QQ 群，内部的成员

都是韶关这边“侯爵”以上的人员，于是我与韶关的上线座谈

时，他们就讲我没有 QQ 号，我说我没文化，不会搞，他们就叫

我找辉哥的儿子，绰号叫“靓仔”，帮我申请了 QQ 号，并加入

辉哥开设的 QQ 群里。

8、欧某英供述：我是在 2009 年的时候通过李燕认识香港

的洁姐，是洁姐介绍我加入亮碧思公司的，2011 年的 9 月份成

为“侯爵”。后来我一共介绍了 17 人加入亮碧思公司。

亮碧思公司在韶关的最高级别是“公爵”，我知道的韶关

的“公爵”有柏斯敏、李燕、陈春莲。“公爵”在韶关是最高

级别，然后依次为“侯爵”、“伯爵”、“经销商”。“公

爵”负责韶关亮碧思公司的全部会员的管理和联络。“公爵”

有亮碧思公司的最新的信息就通知我们“侯爵”，开然后再由

我们“侯爵”通知相关的“伯爵”。



我们平时在香港和韶关的活动都听从柏斯敏和李燕的安

排。每个月我们侯爵以上的人员聚会都会在一起，主要讨论和

安排工作，主要是如何做好业绩。聚会的地点不确定，有时候

在柏斯敏、李燕的家里，有时候在饭店。韶关所有培训点的租

金都是郑志辉负责承担。参加亮碧思组织的在韶关都是用 41QQ

群联系的，是柏斯敏和郑志辉 2 人发展的。都是李燕通知我们

会员参加活动的，我们“侯爵”一般都不在培训点搞活动，都

是去饭店的，吃饭和开会一起的。开会一般都是将亮碧思公司

的资讯，有时讲下组织的运作，发放培训点的租金等，培训点

的工作主要是培训点负责人负责。我经常去保健院对面和武江

桥头汽车站对面的培训点，哪里是赖韶英和邓南远负责。组织

活动的费用由郑志辉负责。一般业绩好的“侯爵”才有 500 元

的油费，我也拿过几次，但不是每个月都有，这些费用是由郑

志辉出的。

我的上线李燕告诉我发展 5 个人成为一代，然后要发展到

100 万元的业务就可以升到“侯爵”级别，为了晋升“侯爵”

我就开始发展下线，我发展的下线有张雄英、朱福莲、赖韶

英，为了上级别，我自己分别以香港星辉无限公司、香港永俊

无限公司、我侄媳姚静静的名义购买了三份。后来张雄英、朱

福莲、赖韶英又再发展下线。这样推算我大约有 24 个下线。

9、潘某红供述：是樟市的“华华”介绍我加入香港亮碧思

公司的，她叫华树娣，她的上线是邓惠明，邓惠明的上线是李

燕，李燕的上线是香港人柏斯敏。

我的团队是由我负责，柏斯敏丈夫辉哥每次给 500 元给

我，我拿这 500 元召集我的团队小部分人去喝茶。在马坝我负

责一个培训点，地点在马坝镇沿娣三路四楼，大约是 2011 年 7

月份开始租的，租金加水电费约每月 650 元，到 2012 年 6月份



因房主要卖方子就没有租了，然后又在这条街租了一间房，租

了两个月后因房子太差又没有租了。设培训点的作用主要是我

发展的下线人员有时聚在一起加深感情，谈一谈各自发展下线

的情况，租金由辉哥拿给我，由我交给屋主，每个月约 1000

元。他从 2011 年 9月份左右开始每月支付 1000 元给我作为我

和潘某梅在马坝培训点的场地租金，到 2012 年 8月因业绩不好

就没有了。

我们团队的人参加过李燕组织的几次活动，都是聚在一起

吃饭，吃饭地点在近水楼台和东海龙宫饭店，每次活动都是李

燕姐通知我，然后由我通知我团队的人，每次活动都不用我们

自己出钱。我参加的活动都是由李燕姐组织、策划的。柏斯

敏、郑志辉、李燕、黄某坤、陈春莲他们五个人是亮碧思的

“公爵”，我只知道郑志辉负责收取加盟费和支付培训点的费

用。柏斯敏、郑志辉他们说会员缴纳会费多出几千元港元的差

额作为团队运作的费用，例如集中吃饭等。

10、潘某梅供述：我是 2011 年 7月份通过我姐潘某红介绍

加入亮碧思，然后介绍别人加盟公司，我自己从中获取一定的

提成，我发展的下线共有 20 多人。我姐潘某红的上线是邓惠

明，邓惠明的上线是李燕，李燕的上线是柏斯敏。

是李燕和辉哥打电话通知我组织下线去参加香港亮碧思公

司的推介会的，还有在 Q 群内也有通知。敏姐、辉哥、李燕两

夫妇死人是韶关亮碧思公司的“公爵”，辉哥主要负责收钱，

李燕主要负责召集我们搞活动，吃饭。亮碧思公司无在内地对

会员上课，就是柏斯敏回来时就组织我们聚会，聚餐，了解各

人参加公司的心态情况，鼓励我们能多发展些人加入。

我在发展到有下线“伯爵”时，在收到有下线“伯爵”的

五千会员时，我就从我的货单拿五千元的货物给下线“伯



爵”，也就是说得到下线“伯爵”的货款五千元。而我的下线

“伯爵”再交五万五千元给郑志辉，过一个月我就会得到亮碧

思公司支付的佣金 9360 元港币。我们开始不清楚交给柏斯敏、

郑志辉的会员入会费有余额，就去反映，后来柏斯敏、郑志辉

就说每个人多出的 4 千元人民币作为团队运作的费用，例如集

中吃饭等。

在 2012 年郑志辉、柏斯敏给了我姐潘某红几个月，每个月

一千元人民币的餐费费用，以后就没有了，因为如有都会叫我

去聚餐的。

在香港亮碧思公司培训费交给柏斯敏、郑志辉，是在香港

交钱的；李燕上“公爵”后，在香港的培训费就交给李燕、黄

某坤；在香港每天未开招商会前，梁碧霞、李燕、谢叔秀、邓

惠明、廖某君、潘秀娣、欧某英她们这些大“侯爵”就会对韶

关籍新人开会前会。招商会结束后，梁碧霞、邓惠明、李燕谢

叔秀就会联系包车将与会人员从深圳运回韶关，她们订好时间

后，让上线带新人自行过关。

11、赖某向供述：2010 年的时候许某介绍我加入了亮碧

思，我成为了许某的下线。我发展了六个下线，对下线不用怎

么管理，就是教他们如何销售，如何发展身边朋友、亲戚加盟

到亮碧思。亮碧思在韶关的负责人是李燕“公爵”，所有在韶

关加入亮碧思的人都是李燕的下线，大概有五、六百人。

我是在韶关市解放路如家酒店 7 楼会议室被传唤的，我当

时在给大概 50 人上课，教他们如何销售亮碧思的产品以及如何

发展下线。听课的人是陈春莲通知来的。来上课的全部是陈春

莲的下线，她能从下线获得公司提给她的佣金。

之前也组织过类似的授课，但我只是参加，不是我授课。

分别在幸福商务酒店、矿山公园、东海龙宫等地进行活动聚



会。每次大约也有 5、60 人左右，活动的内容都是传授销售经

验，筹集资金。我记得幸福商务酒店那次是去年年头时候组织

过 2、3次，东海龙宫是去年年底组织去过几次，矿山公园今年

5、6 月份 2、3 次。

李燕和黄某坤在韶关负责调解亮碧思在韶关的新会员对加

盟遇到困难，具体是指新会员家人反对、筹钱及人际沟通遇到

的问题。他们一般都是说服新会员家人，如果没钱就说服他们

的家人借钱新会员加盟。许某是负责她自己团队会员的事情，

比如说会员的家人反对，她就去说服人家，比如说新会员没钱

加入，那她就教新会员以创业借口向朋友借。

12、廖某君供述：我的上线是李燕，她现在已经是“公

爵”的级别的，她的下线还有邓惠明、黄某坤、欧阳威群、欧

某英、她妹夫刘某忠。亮碧思公司的会员再韶关有几百人。韶

关最高级别的是“公爵”，有李燕、陈春莲。

亮碧思公司在大陆看来这些是传销的模式，因为我要发展

更多的下线，才能赚更多的钱，2011 年我发展的下线做到业绩

超过 100 万，我终于升级到“侯爵”等级了，2013 年 3 月份左

右，我意识到这些传销组织的模式太辛苦了，如果我这个月没

有发展到人头，我的下线发展到下线了，我每个月要交 4000 多

港币去买货，这样我的压力又大，我的家人又不同意，我就退

出去了。

韶关应该有十多个亮碧思公司的培训点，我所去过的在升

平路、保健院对面、武江桥头、帽子峰、启明路这些地方都

有，很多地方我没去过。升平路是由周学英负责，保健院对

面、武江桥头都是欧某英、涂燕、欧家程负责，帽子峰是李燕

和她妹夫刘某忠负责的，启明路是邓惠明负责的。这些培训点

是方便“伯爵”与“侯爵”之间的交流，开会，教他们如何发



展下线。分散成立是因为人数太多，也有考虑怕政府发现，在

这边我们亮碧思是非法组织。韶关所有培训点的租金都是郑志

辉负责承担。

都是柏斯敏和郑志辉通知我们的，我们“侯爵”一般都不

在培训点搞活动，都是去饭店的，吃饭和开会一起的。开会一

般都是将亮碧思公司的资讯，有时讲下组织的运作，发放培训

点租金等，培训点的工作主要是培训点负责人负责，我没有发

展到很多下线，柏斯敏没有给培训点我。

柏斯敏安排了我与 5 个人签下授权委托书，这些人我都不

认识，也不知道是谁的下线，是柏斯敏安排的。

13、刘某忠供述：我是在 2011 年的 11 月份我老婆的姐姐

李燕介绍我加入亮碧思的，现在是“侯爵”级别，我加入亮碧

思的意图就是想成为会员后多发展下线多拿提成。据我所知韶

关应该有亮碧思会员三百多人，柏斯敏、郑志辉、李燕三人是

“公爵”。李燕在韶关负责将新发展的人员带到香港亮碧思公

司接受培训和说服他们签订协议，加入亮碧思公司。亮碧思公

司在韶关的最高层是两个香港人，柏斯敏和郑志辉，他们两人

是一对夫妻，级别都是“公爵”。我会带新会员去找黄某坤，

再由新会员将入会费亲手交给黄某坤，至于黄某坤收到入会费

后再怎么交到香港亮碧思公司的，我就不清楚了。

我参加过二次韶关亮碧思产品推广会，分别是今年 4 月、5

月份二次，在始兴和大塘山脚，每次都是十几个人，是潘秀文

组织联系我们去的。推广会的目的就是以上课的行使教会员如

何发展下线以提高会员提成及业绩提成，是潘秀文帮我们上

课。



韶关电视台的培训点是李燕和黄某坤负责，我们每个月

“侯爵”以上的都要组织一次活动，每次都是由郑志辉和李燕

组织。

14、潘秀娣供述：我介绍他人到香港购买亮碧思的产品，

然后我提前和公司讲我介绍了谁过去购买了产品之后，就会确

认我介绍的人为我的下线，发展下线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公司会

员提成及业绩提成。

韶关市解放路如家酒店那次推广会是一个叫“燕姐”的人

打电话叫我去参加的，我不知道谁组织的会议，会议现场是

“好姐”负责主持的。亮碧思组织产品推广会的目的就是以上

课的形式教会员如何发展下线以提高会员提成及业绩提成。

（五）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示意图、照片，证明 1.2013 年

8 月 14 日韶关市公安局浈江分局民警接报后，在浈江区解放路

40 号如家酒店附楼 7 楼会议室抓获一批组织传销活动的人员，

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2.乳源瑶族自治县公安局民警对位

于乳源县桂头镇必桂路三和门业三楼陈某娣的家进行勘查取

证。

（六）视听资料，有李燕升“公爵”宴光碟、韶关亮碧思

传销组织聚会视频、42 车队宣传视频、聚餐视频、旅游视频组

成，证明该组织使用这些视频作为宣传工具，让下线及新人觉

得亮碧思公司很有财力，团队领导人员很成功，引诱、鼓励下

线发展会员。

以上证据均经当庭宣读、出示、辨证、质证等法庭调查程

序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并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论意见，本院综合评析如下：

1.根据国务院《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的规定，传销是指

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



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

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

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根据查

明的事实，本案被告人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

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

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骗取财物，其行为系传销行为。本案中，柏斯敏、郑志辉等被

告人要求参加者在支付相关费用后方可取得经销商等资格，加

入者之间按照参加的先后顺序形成上下线关系，再根据下线发

展每一名下线来确定上线的返利金额，返利金额也相对固定，

这是典型的以发展人员数量获得固定回报的返利模式，这与单

纯以商品销售业绩为依据的不确定返利模式具有本质区别，上

述事实有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书证、物证予以证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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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的规定，被告人组成的团队在韶关发展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

以上且层级达三级以上，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

2.虽然无证据证实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在韶关直接发展

了下线，但韶关的传销人员均将购买商品的费用交给两人并带

至香港交给“亮碧斯”公司，由郑志辉登记，港币、人民币的

汇率差价也由柏斯敏、郑志辉掌握，业绩较好的“侯爵”还由

两人发放培训点租金和油费，在香港租用办公室保管会员资

料，其余被告人及证人均指认两人是韶关的负责人、策划人，

从这一系列的行为来看，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系在该传销组

织中起管理、协调作用的人员，应当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对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称其系香港人，不了解内地法律

的辩解，因其犯罪地在中国内地，即属内地法律管辖，故对其

上述辩解意见不予采纳。该传销组织以夸大经营项目及盈利前

景，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的手段，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购买

商品的费用中非法获利，至于其商品的真实性、质量等问题不

是界定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因此对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

予采纳，但鉴于该传销组织有真实商品，能够挽回参与人员一

定的经济损失，可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3.被告人李燕、陈春莲、黄某坤、许某、欧某英、廖某

君、潘某梅、潘某红、潘秀娣、陈某娣、刘某忠、赖某向在传

销组织中承担培训、组织活动、讲课等职责，对传销活动的实

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到关键作用，也应当以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上述被告人均当庭表示

自愿认罪，且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对被

告人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也予以采纳。

4.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郑志辉、柏斯敏共经手收取

了 1213 名“亮碧思”传销组织会员的会费，其中 877 名会员每

人向其缴纳了人民币 55000 元，336 名会员每人向其缴纳了人

民币 54600 元，总计代收会员费人民币 66580600 元。经合议庭

对从被告人郑志辉处扣押的笔记本进行核对，被告人郑志辉、

柏斯敏、李燕等人在韶关共发展了 1241 名“亮碧思”传销组织

会员，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

共计 68046400 元。对被告人郑志辉辩称有部分会员费直接交至

香港公司，而未经郑志辉手，有部分会费已退还。经查，郑志

辉多次稳定供述其笔记本中注明“OK”的人员交了 55000 元会

费，经核对，统计核实该笔记本时未统计“已取”的人数及金

额，且韶关会员直接将会费交至香港公司亦是间接收取传销资



金，应当统计在犯罪数额之中，因此本院认定各被告人在韶关

发展“亮碧思”会员是 1241 名，直接或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

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共计 6804600 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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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

重”，依法对被告人应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徒刑，并处罚金。

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

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

告人李燕、陈春莲、许某、廖某君、潘某梅、潘某红、潘秀

娣、刘某忠、赖某向、黄某坤、欧某英、陈某娣在共同犯罪中

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且归案后能自愿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本院对上述被告人减轻处罚。被告人黄某坤本人发展下线

较少，且主要协助其妻子李燕进行协助工作，被告人欧某英、

陈某娣归案后能自愿认罪，确有悔罪表现，宣告缓刑对所居住

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本院决定对上述三名被告人适用缓

刑。

本院认为，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李燕、陈春莲、许

某、廖某君、潘某梅、潘某红、潘秀娣、刘某忠、赖某向、黄

某坤、欧某英、陈某娣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购买商

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以发

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返利依据，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且其组织内部参与

传销活动人员在三十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其行为均已构

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对上述被告人的指控，事

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对被告人柏斯敏、郑志辉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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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第一、四

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及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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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二条第（二）项、第

四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对被告人李燕、陈春莲、许

某、廖某君、潘某梅、潘某红、潘秀娣、刘某忠、赖某向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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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

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及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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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二条第（五）项、第四条第（一）、（二）项

之规定，对被告人黄某坤、欧某英、陈某娣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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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

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一、三款及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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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第二条第（五）

项、第四条第（一）、（二）项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

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柏斯敏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二〇一三年八月

十五日起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止。）

二、被告人郑志辉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刑期从二〇一三年八月

十五日起至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止。）



三、被告人李燕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刑期从二〇一四年

五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五日止。）

四、被告人陈春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刑期从二〇一三

年八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止。）

五、被告人许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刑期从二〇一三年

八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四日止。）

六、被告人廖某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二〇一四年

五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一日止。已剔除原羁押 35

天。）

七、被告人潘某红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二〇一三年

八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四日止。）

八、被告人潘某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二〇一三年

八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一六年二月十四日止。）

九、被告人潘秀娣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二〇一四年

五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十、被告人刘某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二〇一四年

五月十六日起至二〇一六年十月十二日止。已剔除原羁押 34

天。）



十一、被告人赖某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刑期从二〇一三

年八月十五日起至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止。已剔除原羁押 34

天。）

上列十一名被告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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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金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交，上缴国库。

十二、被告人黄某坤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已

缴纳）。

十三、被告人欧某英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已

缴纳）。

十四、被告人陈某娣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六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罚金已

缴纳）。

上列三名被告人的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

算。其缴纳的罚金，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

过本院或直接向广东省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

诉的，应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欧倩余

审判员 甘广建

审判员 王 伟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十日

书记员 谢 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