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 0703 刑初 425 号

公诉机关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秦某玲，女，1972 年 3 月 16 日出生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全州县，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户籍在广东省江门市蓬江

区。2017 年 12 月 28 日因本案被拘传，同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2 月 3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江门市看守所。

辩护人梁景山，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某刚，男，1971 年 1 月 15 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

市历城区，汉族，文化程度小学，户籍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

区。2017 年 12 月 27 日因本案被拘传，次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2 月 3 日被逮捕。现羁押于广东省江门市看守所。

辩护人刘杨，广东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于 2018 年 6月 29 日以江蓬检诉

刑诉（2018）371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犯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审查后，于同日

立案受理，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8 年 7月 27 日、9 月 6 日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

指派检察员容丽芬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及其

辩护人梁景山、刘杨到庭参加了诉讼。期间，江门市蓬江区人

民检察院向本院申请延期审理一次。现已审理终结。

门市蓬江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1 年年底至 2013 年年

底，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先后加入了亮碧思集团（香港）有

限公司（英文名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ＲＯＷＮＨＯＬＤＩＮＧＤ

Ｓ（ＨＫ）ＬＴＤ，又称“ＤＣ公司”，下文简称亮碧思公

司），成为独立经销商。2012 年以来，被告人秦某玲伙同侯侯



某、张某 1、袁某（三人均在逃）、苏某刚等人开始在广东省

江门市、中山市等地以引诱他人购买亮碧思公司精油、化妆品

及酒类产品成为经销商的方式发展下线进行非法传销活动。亮

碧思公司经销商从低到高分为初级经销商(20)、爵士(29)、伯

爵(38)、侯爵(41)、公爵(42)、勋爵(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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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下线营业额中可提取 5%作为提成，从第二层下线营业额中

可提取 3%，第三层提取 2%，第四层提取 1.5%，第五层以下则

提取 1%。另，每介绍一人成为初级经销商就能获得 1000 元港

币的奖励，介绍一人成为爵士就能获得 4000 多元港币的奖励，

介绍一人成为伯爵就能获得 9361 元港币的奖励，级别越高和下

线人员越多，获得的奖励、提成就越高。

被告人秦某玲加入亮碧思公司成为伯爵级别后直接发展了

被告人苏某刚、黄某 1 等人为其下线，晋升为公爵级别。被告

人苏某刚加入亮碧思公司后不断发展下线并晋升为公爵级别，

直接发展了夏某 1、罗某 1、晋小群、岳宇齐、胡某为其下线，

间接发展了被告人安某、韩某、张某 2（三人均另案处理）为

其下线。为了推进江门地区亮碧思公司传销活动，被告人秦某

玲、苏某刚和韩增朝、张美锋、杨续红（在逃）、安小娟等人

以江门市蓬江区江会路正平科技大厦“蔡李佛养生馆”和江门

市蓬江区港口一路 105 号美景豪庭 405 室以及各人居所为宣传

和组织场所，组织产品分享会、推广会，亲自担任讲师向他人

推广传销产品、宣讲传销奖励制度。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

韩某等人代理下线或者将下线直接带到亮碧思公司缴费入会，

组织传销人员到亮碧思公司参加培训。2017 年 12 月 28 日，民

警接报后将在江门市蓬江区港口一路 105 号美景豪庭 405 室活



动的被告人秦某玲、安某、贾某、李某 1、黄某 2、郭某等人查

获。到目前为止，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二人直接或间接发展

下线达 100 人以上，形成多层级上下线关系。

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无视国家法律，组

织、领导以推销商品为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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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的数量和交易金额为返利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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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为已触犯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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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秦某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事实表示异议，不认

罪，辩称亮碧思公司在香港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公开经营，且

自己认为其产品有效所以推荐他人购买，所以自己的行为不符

合犯罪的构成要件。

被告人秦某玲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秦某玲主观

恶性较小，因为文化程度等问题，无法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

以为只是纯粹的返利；2、秦某玲系初犯；3、秦某玲在亮碧思

公司的地位低，主要是间接发展下线，获利只有七万港元左

右，情节较轻；4、本案的性质与常见的传销组织有所区别，社

会危害性轻微；5、秦某玲家庭情况特殊，自己常年患有疾病，

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建议对其判处缓刑。

被告人苏某刚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事实表示异议，不认

罪，辩解如下：1、自己只知道 DC 公司，不知道起诉书所指控

的亮碧思公司；2、自己没有组织活动的权力，也没资格担任讲

师，不是领导，没有任何收益；3、肥清先于自己加入公司，韩



某不是自己介绍加入的；4、自己介绍朋友买货的目的是自用，

都是自愿买货；5、公司不存在缴纳会费的情况。

被告人苏某刚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本案所涉及

的传销活动与典型意义上的传销有所区别，苏某刚的犯罪行为

应当区别对待；2、本案传销活动产生的社会危害性明显轻微；

3、苏某刚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只是因为对法律的不理解

而做出辩解；4、苏某刚系初犯，建议对其判处一年左右的有期

徒刑，并适用缓刑。

审理查明，2011 年年底至 2013 年年底期间，被告人秦某

玲、苏某刚先后加入了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英文名

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ＲＯＷＮＨＯＬＤＩＮＧＤＳ（ＨＫ）ＬＴ

Ｄ，又称“ＤＣ公司”，下文简称亮碧思公司），成为独立经

销商。2012 年以来，被告人秦某玲伙同侯侯某、张某 1、袁某

（三人均在逃）、苏某刚等人开始在江门市、中山市等地以引

诱他人购买亮碧思公司精油、化妆品及酒类产品成为经销商的

方式发展下线进行非法传销活动。亮碧思公司经销商从低到高

分为初级经销商(20)、爵士(29)、伯爵(38)、侯爵(41)、公爵

(42)、勋爵(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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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线从第一层下线营业额中可提取

5%作为提成，从第二层下线营业额中可提取 3%，第三层提取

2%，第四层提取 1.5%，第五层以下则提取 1%。另，每介绍一人

成为初级经销商就能获得 1000 元港币的奖励，介绍一人成为爵

士就能获得 4000 多元港币的奖励，介绍一人成为伯爵就能获得

9361 元港币的奖励，级别越高和下线人员越多，获得的奖励、

提成就越高。



被告人秦某玲加入亮碧思公司成为伯爵级别后直接发展了

被告人苏某刚、黄某 1 等人为其下线，晋升为公爵级别。被告

人苏某刚加入亮碧思公司后不断发展下线并晋升为候爵级别，

直接发展了夏某 1、罗某 1、晋小群、岳宇齐、胡某为其下线，

间接发展了被告人安某、韩某、张某 2（三人均另案处理）为

其下线。为了推进江门地区亮碧思公司传销活动，被告人秦某

玲、苏某刚和韩增朝、张美锋、杨续红（在逃）、安小娟等人

以江门市蓬江区江会路正平科技大厦“蔡李佛养生馆”和江门

市蓬江区港口一路 105 号美景豪庭 405 室以及个人居所为宣传

和组织场所，组织产品分享会、推广会，亲自担任讲师向他人

推广传销产品、宣讲传销奖励制度。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

韩某等人代理下线或者将下线直接带到亮碧思公司缴费入会，

组织传销人员到亮碧思公司参加培训。2017 年 12 月 28 日，民

警将在江门市蓬江区港口一路 105 号美景豪庭 405 室活动的被

告人秦某玲及安某、贾某、李某 1、黄某 2、郭某等人查获。至

案发时为止，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二人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

已达 100 人以上，形成多层级上下线关系。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的证人韩某、安某、壬永克、罗

某 2、柳某、严某、李某 2、何鲲鹏、黄金玲、黄某 3、张某

3、夏某 1、邹某、韦某、李某 3、李某 4、吕某、叶某、吴

某、徐某、罗某 1、夏某 2、赵崇酬、黄某 4、李某 5、廖某等

人的证言及辨认笔录，现场勘验笔录及照片，抓获经过、户籍

资料、扣押笔录、扣押清单、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转账截

图、DC 公司层级关系图、奖金制度图、挑战申请表、货单、会

员卡复印件、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新经销商专用声明

书、购货承诺书、购货单、通告、提货单、支票复印件、银行

流水清单、亮碧恩(DC)公司传销人员层级关系图等书证，被告



人秦某玲、苏某刚的供述、辩解、辨认笔录及身份材料等证据

予以证实，上述证据均能互相印证，取证程序合法，本院予以

确认。

关于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对亮碧思公司性质的辩解。经

查，一方面对于亮碧思公司的传销性质，已有工商部门做出认

定。另一方面，从证人证言及书证所反映的被告人秦某玲、苏

某刚之行为来看，二人虽然打着购买实体产品的幌子，但行为

的本质还是从他人购买会籍的过程中收取“奖励”。正如被告

人苏某刚在庭审中所言，其自己购买的产品，不是送人，就是

自己使用，并没有对外销售。而被告人秦某玲曾辩解说产品对

外销售，但得不到本案中其他证据的印证。从现已查明的案件

事实来看，在该体系中相关人员的获利，均来自于发展下线所

获得的“奖励”，至于后期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二人开始包

车组织人员前往香港公司听课，鼓动他人加入，一方面为传销

组织的扩展提供了帮助，另一方面自己也从中赚取利润。综上

可见，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的犯罪行为紧紧围绕着亮碧思公

司这个本质上的非法传销组织，其行为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的犯罪构成。

关于辩护人所提出的二被告人的从轻处罚情节。经查，首

先本案中的非法传销组织，系以合法公司的外衣作为掩护，在

犯罪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欺骗和返利引诱的方式实施犯罪，与

另一种控制人身自由型的非法传销组织相比，在行为的危害程

度上略有不同，因此辩护人提出相应的从轻处罚之意见，本院

予以采纳。其次，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二人本质上并不是亮

碧思传销组织的核心成员，对该公司的决策发展不具有影响

力，二人的行为主要是对传销组织的发展壮大提供帮助，属于

帮助犯，应当以从犯论处。最后，辩护人提出二被告人因文化



程度限制及政府文件未向社会公众公开的原因而犯罪，但法律

作为社会规范的底线，对每一名公民都是平等的，知识水平不

应作为量刑的参考情节，而本案中传销公司的行为，与近年来

在社会媒体中不断曝光的非法传销行为具有同质性，二被告人

贪图利益，直至案发仍然进行着积极的发展下线之犯罪行为，

犯罪故意明确。辩护人的这一辩护意见，与案件事实及法律规

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无视国家法律，参与以

购买商品为名，要求参与者以缴纳费用的方式获得成为所谓

“经销商”的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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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诱参加者继续发

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犯罪活动，其行

为已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秦某

玲、苏某刚的犯罪事实基本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

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其建议对被告人秦某玲、苏某刚判处

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量刑建议符合法律规

定，本院予以采纳。辩护人提出对二被告人适用缓刑，但二被

告人对其主要犯罪事实的供述前后不一，且相关人员的经济损

失未能得到补偿，故本案不具备判处缓刑的条件。被告人秦某

玲、苏某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对于从犯，应

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被告人秦某玲能够主动全额预缴

罚金，可以酌情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

百二十四条之一、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二十六条第一

款、第二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秦某玲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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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27 日止，罚金已预缴。）

二、被告人苏某刚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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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27 日起至

2019 年 2 月 26 日止，罚金限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予以缴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

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江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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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磊

人民陪审员 李翠金

人民陪审员 莫根泉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叶晓燕

书记员余晓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