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 0124 刑初 393 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汤明君，男，1983 年 4 月 10 日出生，汉族，大学

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现住湖南省长

沙市开福区。2017 年 12 月 13 日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

罪被宁乡市公安局决定对其取保候审，2018 年 6 月 6 日，经宁

乡市人民检察院决定继续对其取保候审。2018 年 7 月 2 日经本

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现在家。

辩护人唐开勇，湖南岳隆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谢卫平，女，1973 年 10 月 3 日出生，汉族，初中

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湖南省，住。2017 年 12 月 12 日因涉

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被宁乡市公安局决定对其取保候

审，2018 年 6 月 6 日，经宁乡市人民检察院决定重新对其取保

候审。2018 年 7 月 2 日经本院决定对其取保候审。现在家。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以宁乡市院公诉刑诉[2018]441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汤明君、谢卫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

罪，于 2018 年 6月 29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

用简易程序，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本院依法

转换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湖南省

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鲁海滨，书记员贺东杰出庭支持

公诉，被告人汤明君及其辩护人唐开勇、被告人谢卫平到庭参

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

民黄某（已判决）于 2003 年经朋友介绍加入亮碧思（香港）集

团有限公司传销组织，成为该传销组织的伯爵级会员，随后发



展叶某初（2003 年加入，已判决）、杨某 1(2006 年加入，已

判决）等人成为自己的直接下线在香港、澳门、珠海从事传销

犯罪活动。从 2007 年开始，黄某、叶某初、杨某 2 又以上线发

展下线，下线发展下线的方式先后发展了周某 1（已判决）、

周某 2（已判决）、龙某 1（已判决）、龙某 2（已判决）、李

某（已判决）、喻某 2（已判决）、徐某（已判决）、刘某 3

（己判决）、刘某 4（已判决）（上述人员均由叶某初其及下

线发展）、刘某 5（已判决）、冯某（已判决）、谭某（已判

决）（三人均为杨某 3 及其下线发展）、杨某 4（已判决）、

喻某 3（已判决）、杨某 5、戴某等人成为该传销组织的骨干成

员，先后在湖南、广东、湖北、广西、安徽、黑龙江、香港、

澳门等地组织领导 20000 余人以经营“亮碧思（香港）集团有

限公司”的相关产品为幌子在香港、珠海从事传销犯罪活动，

涉案金额达 10 余亿元。为了更好的管理其传销团队，其中黄

某、叶某初、杨某 3 三人于 2010 年成立了“THY”传销团队，

负责管理整个传销团队的事务，随后周某 1、周某 2、龙某 1、

杨某 3 等人又合伙成立了“胜利光辉”传销团队（现更名为汇

爱团队）,杨某 3、刘某 5、冯某、谭某合伙成立了“梦想成

某”团队传销组织，其传销组织以上线发展下线，下线发展下

线的“拉人头”方式不断骗取新的人员参加传销，传销骨干成

员则通过发展的下线从亮碧思（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所获得的

人头费获取巨额的非法利润。

被告人汤明君经喻某 2 介绍加入亮碧思（香港）集团有限

公司，其下有被告人谢卫平及钟某、符某、汤某、彭某。目前

是“THY”传销团队分支“胜利光辉”传销团队骨干成员，负责

管理自己以下公爵团队及组织出单。被告人汤明君在该团队中

积极参与管理，发展下线，目前亦是公爵级别。



被告人谢卫平经被告人汤明君介绍加入亮碧思（香港）集

团有限公司，对下有沈某、喻某 4、谢某 1、谢某 2、谢某 3。

目前是“THY”传销团队分支“胜利光辉”传销团队骨干成员，

负责管理自己以下公爵团队及组织出单。被告人谢卫平在该团

队中积极参与管理，发展下线，目前亦是公爵级别。

被告人汤明君、谢卫平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7

年 12 月 12 日主动到宁乡市公安局花明楼派出所投案自首。到

案后，二被告人各退缴 5 万元非法所得。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列举了：

1.户籍证明、到案经过、刑事判决书等书证；2.证人喻某

1、耿某、郭某、刘某 1、胡某、刘某 2、陈某、吴某等人证

言；3.被告人汤明君、谢卫平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证明。

该院认为，被告人汤明君、谢卫平以推销亮碧思公司的商

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经销商资

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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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骗取财物，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且所组织、领导的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累计达

三十人以上且层级三级以上，其行为均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之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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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人汤明君、谢卫平的法定刑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罚金，因其具有如下量刑情节：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系自首。对于自

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二被告人均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

二被告人各退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五万元。



综合以上量刑情节，建议宁乡市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汤明

君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以宣告缓刑）；判处被告

人谢卫平两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以宣告缓刑）。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于 2018 年 8月 14 日向本院提交

变更起诉决定书，补充量刑情节：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系从

犯，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

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于 2018 年 8月 22 日向本院提交

量刑建议调整书，调整量刑建议为：建议判处被告人汤明君、

谢卫平一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以宣告缓

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的规

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汤明君对起诉书、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及罪名无异议。

被告人汤明君的辩护人辩称，被告人汤明君系自首，积极

退赃，且系从犯，且系初犯。请求人民法院从轻处罚，并适用

缓刑。

被告人谢卫平对起诉书、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的犯罪事实

及罪名无异议。

经审理查明：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黄某（已判决）

于 2003 年经朋友介绍加入亮碧思（香港）集团有限公司传销组

织，成为该传销组织的伯爵级会员，随后发展叶某初（2003 年

加入，已判决）、杨某 1(2006 年加入，已判决）等人成为自己

的直接下线在香港、澳门、珠海从事传销犯罪活动。从 2007 年

开始，黄某、叶某初、杨某 2 又以上线发展下线，下线发展下

线的方式先后发展了周某 1（已判决）、周某 2（已判决）、龙



某 1（已判决）、龙某 2（已判决）、李某（已判决）、喻某 2

（已判决）、徐某（已判决）、刘某 3（己判决）、刘某 4（已

判决）（上述人员均由叶某初其及下线发展）、刘某 5（已判

决）、冯某（已判决）、谭某（已判决）（三人均为杨某 3 及

其下线发展）、杨某 4（已判决）、喻某 3（已判决）、杨某

5、戴某等人成为该传销组织的骨干成员，先后在湖南、广东、

湖北、广西、安徽、黑龙江、香港、澳门等地组织领导 20000

余人以经营“亮碧思（香港）集团有限公司”的相关产品为幌

子在香港、珠海从事传销犯罪活动，涉案金额达 10 余亿元。为

了更好的管理其传销团队，其中黄某、叶某初、杨某 3 三人于

2010 年成立了“THY”传销团队，负责管理整个传销团队的事

务，随后周某 1、周某 2、龙某 1、杨某 3 等人又合伙成立了

“胜利光辉”传销团队（现更名为汇爱团队）,杨某 3、刘某

5、冯某、谭某合伙成立了“梦想成某”团队传销组织，其传销

组织以上线发展下线，下线发展下线的“拉人头”方式不断骗

取新的人员参加传销，传销骨干成员则通过发展的下线从亮碧

思（香港）集团有限公司所获得的人头费获取巨额的非法利

润。

被告人汤明君经喻某 2 介绍加入亮碧思（香港）集团有限

公司，其下有被告人谢卫平及钟某、符某、汤某、彭某。目前

是“THY”传销团队分支“胜利光辉”传销团队骨干成员，负责

管理自己以下公爵团队及组织出单。被告人汤明君在该团队中

积极参与管理，发展下线，目前亦是公爵级别。

被告人谢卫平经被告人汤明君介绍加入亮碧思（香港）集

团有限公司，对下有沈某、喻某 4、谢某 1、谢某 2、谢某 3。

目前是“THY”传销团队分支“胜利光辉”传销团队骨干成员，



负责管理自己以下公爵团队及组织出单。被告人谢卫平在该团

队中积极参与管理，发展下线，目前亦是公爵级别。

被告人汤明君、谢卫平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2017

年 12 月 12 日主动到宁乡市公安局花明楼派出所投案自首。到

案后，二被告人各退缴 5 万元非法所得。

在公安侦查阶段以及庭审过程中两被告人均供述各自缴纳

的 5 万元系非法所得，并自愿退缴。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列举了下列证据予以证明，本院予以

确认：

1.户籍证明、2017 年 12 月 13 日，被告人谢卫平自动到公

安机关投案、2017 年 12 月 12 日，被告人汤明君自动到公安机

关投案的到案经过、刑事判决书、公安说明材料等书证；2.证

人喻某 1、耿某、郭某、刘某 1、胡某、刘某 2、陈某、吴某等

人证言；3.被告人汤明君、谢卫平的供述与辩解等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人汤明君、谢卫平以推销亮碧思公司的商

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经销商资

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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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骗取财物，扰

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宁乡

市人民检察院对其指控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汤明君、

谢卫平在共同犯罪中均系从犯，依法应当对其从轻处罚。案发

后，被告人汤明君、谢卫平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了

自己的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可以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综合考虑被告人汤明君、谢卫平在本案中的犯罪事实、性质、

情节、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本院决定对被告人汤明君、谢

卫平适用缓刑。被告人汤明君、谢卫平在公安侦查阶段及庭审

中均表示自愿向公安机关退缴非法所得各五万元，符合本案客



观实际，本院予以确认，并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被告人

汤明君的辩护人唐开勇辩称，被告人汤明君系自首，积极退赃

且系从犯、初犯，请求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辩护意见，本院

在量刑时已予以考虑。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对被告人汤明

君、谢卫平判处一年六个月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以适

用缓刑的量刑建议，本院予以采纳。据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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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

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

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汤明君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宣告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

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被告人谢卫平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宣告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已缴

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二、被告人汤明君自愿向公安机关退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五

万元，被告人谢卫平自愿向公安机关退缴非法所得人民币五万

元，均予以没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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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长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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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丙岩

人民陪审员 何丽玉

人民陪审员 赖冬宁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书 记 员 何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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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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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