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 1971 刑初 189 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罗伟华，男，1983 年 9 月 29 日出生，广东省陆河

县人，汉族，初中文化，务工，户籍所在地为广东省陆河县，

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7 年 4月 10 日被羁押，

同年 4 月 11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5月 18 日被逮捕。现押于东

莞市看守所（上桥）。

指定辩护人温文裕，广东方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丽凡，女，1983 年 11 月 20 日出生，广东省陆河

县人，汉族，高中文化，务工，户籍所在地为广东省陆河县，

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7 年 5月 23 日被羁押并

被刑事拘留，同年 6 月 29 日被逮捕。现押于东莞市看守所（上

桥）。

指定辩护人李江，广东海法（东莞）律师事务所律师。

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东一区检诉刑诉[2018]12 号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于 2018 年 1月 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并组成合议庭，于 2018 年 3月 29 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

案。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施智威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罗伟华及其辩护人温文裕、被告人罗丽凡及其辩护

人李江到庭参加诉讼。诉讼期间，因案情复杂，公诉机关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申请补充侦查，本院于同日准许公诉机关的

申请，后经公诉机关申请，本院于 2018 年 4月 27 日恢复本案

审理并重新计算审限。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称，香港 FRANCE 公司以推销化妆品等产品为

名，组织大陆人员自费到香港参加培训，并要求入会人员缴纳

港币 5000 元购买产品，即可成为该公司 20 级会员；缴纳港币

62587 元即可成为该公司 38 级会员；38 级会员发展 5 名 38 级

会员，三个月内做成港币 100 万元的业绩即可成为 41 级会员；

41 级会员发展 5 名 41 级会员，并在三个月内做成港币 1067 万

元即可成为 42 级会员。该公司采取上级发展一名下级 20 级会

员提成返利港币 1000 元；发展一名下级 38 级会员提成返利港

币 14300 元，同时每发展一名 38 级会员，各级的上线可从中依

照 5%、3%、2%、1.5%、1%的比例进行提成。

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系夫妻关系。2013 年，罗伟华、罗

丽凡夫妇在他人的介绍下加入香港 FRANCE 公司，并成为该公司

的 41 级会员。罗伟华、罗丽凡自成为香港 FRANCE 公司会员

后，在东莞市常平镇、横沥镇、企石镇等地发展多名下级会

员，该二人为发展下级会员多次组织大陆人员前往香港参加

FRANCE 公司的推介会，同时负责安排和管理所发展下线会员的

培训工作、收取培训费用、组织活动等工作。期间，罗丽凡、

罗伟华共计发展 FRANCE 公司会员人数 30 人以上且层级在 3 级

以上。

2017 年 4 月 10 日 19 时许，公安机关在常平镇汇美酒店对

面一茶餐厅门前将罗伟华抓获归案。5 月 23 日 10 时 40 分许，

公安机关又在深圳市深圳湾出境处将罗丽凡抓获归案。

公诉机关就其指控的犯罪事实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材

料：

（一）鉴定意见



电子证据检验报告：证实罗伟华、张某 1、梁某 1 的使用

的手机的通讯录、短信息、通话记录和微信等通讯资料进行恢

复和提取的情况。

（二）物证

涉案的传销产品、收据等。

（三）书证

1、抓获经过：证实罗伟华、罗丽凡均系被动归案。

2、扣押清单：证实扣押高某聊天记录一份、交易记录一

份；扣押黄某 2 薰香露 6 瓶，化妆品 9 瓶，A4 纸 10 张，酒 2

瓶；扣押罗伟华宣传资料 3 份，收据 2 张（付款人罗丽凡），

表格 4 张，苹果 6PLUS 手机一台；扣押张某 1 手机一台，会员

卡 2 张（姓名张某 1、张某 10）、笔记本一本，图标一份（张

某 1 登记的人名制作成的图标）；扣押梁某 1 手机一台；扣押

赵某 2 手机一台。

3、户籍证明等：证实作案时罗伟华、罗丽凡均已满十八周

岁，在辖区内没有前科。

4、罗伟华、罗丽凡传销组织结构图：根据目前证据得知罗

丽凡的传销层级超过三级以上，人员数名不少于 37 人，但罗伟

华尽管传销层级超过三级以上，但其下线传销人员数名仅有三

人。

（四）证人证言

1、张某 1：公安笔录：2016 年 6、7 月份，我通过表弟陈

某介绍加入香港公司，找华某（因他对那边熟悉一点，经辨认

是罗伟华）安排到香港考察产品，如红酒、奶粉、化妆品、保

健品等，于 7、8月份再去香港公司交了 5万多元人民币购买产

品，成为公司会员，能 8 折提货，共提了 3 万多元货，还有 2

万多元货没提。公司有时会有人给我们介绍产品和市场。



我带过高某和妹妹张某 2 去公司购买产品，她们应该是会

员，但不知她们是什么等级。高某于 2016 年 7、8 月份也购买

了 5 万多元货，张某 2（以其丈夫的名义拿货）于今年年初购

买了几千元的货，后面有没有购买我不清楚。我每介绍一个人

过去买货，公司会按她们购买货金额不同的程度给我相应的货

值用于购买商品，但不是直接返现，不清楚她们是否有发展下

线会员。我知道公司会员有 38 级和 41 级，还有一次购买几千

元产品，以 8 折拿货的应该不算是会员。

在我包里发现的几张 A4 张，上面记载有出香港学系统（是

指去学怎么卖商品）的人员名单、出香港提升（是指去香港学

习卖产品）的人员名单、炒 SK 种子（是指想要过去香港看产品

的人）的人员名单等，这些名单是我写的，都是这些人通过微

信发给我，我统计好再发给华某，让华某安排去香港的住宿。

我是帮华某做统计的，华某有时会通过微信召集会员一起去香

港购买产品，有时会召集三、四十人，有时是一、二十人，华

某负责安排酒店住宿，住宿费用自付。我自己记有图表，图表

上的名字都是我的亲戚朋友，他们都是已经买了货的，我是自

己登记让自己好记，图表上记着 38 数字是没有意义的，因如果

去香港后有人成为 38 级会员，我才会有一点货值的回扣，所以

我就自己闹着玩记着。

检察笔录：从我包里缴获的几份表中，写着“出 KS”是指

有人要求带去香港看货，如“七月份上 41”那张纸上写的“香

凤晓旋晓君出 KS”就是她们三人都要带人去香港看货，如果被

带去的人购买产品的话，那她们三人就会获得一点折扣返利。

“晓旋齐架秀凤齐架鑫原齐架”是指他们购买货数额已经累计

达到 38 级的级别。“浩然培涛文培出 KS 准备两个架的钱”是

指他们三人要带人去看货，其中二人还准备了两个人要购买产



品的钱。“SK 要炒的种子”是指去了看货，但不知道他们有没

有购买产品。“要炒的 41”是指他们中有人要买货，或他们自

己要买货，有可能升到 41 级。“出香港学系统”是指要去香港

看产品、场地。“出香港提升”是指之前的会员去更新产品知

识。

张某 4 是跟我去购买产品的，她还以她弟张蔚某的名义购

买。那张结构图上有名字的人都去香港看过货，有些人是近一

个月才去公司的，如张蔚某介绍的他的几个同学，就不知道他

们有没有购买。我知道有购买的包括：海珠、壮某（他和张某

2 共用一个会员）、少浮、蔚敏、玉芝、妙婷、志强、鑫原、

晓君、秀凤、泽明、晓旋、蔚某、浩然、树嘉、晓盛、国某、

海旋、浩东、清海。（注：包括自己共 21 人）

我是通过陈某 9 认识罗伟华，我和罗伟华、凡姐几个有一

个微信群，华某和凡姐会在群里发布一些公司开会、活动、培

训等方面的信息，我收到信息一般会跟我下面的人说，让他们

去参加培训，我们去香港只要住宿，都会先跟华某说，让华某

帮忙订房间。

我在香港见过梁某 1 几次，但不清楚他与罗伟华的关系。

辨认笔录：辨认出罗伟华就是华某，辨认出高某、陈某

2。

2、梁某 1：供认参与传销。

公安笔录：我之前跟罗伟华和冯某到香港亮碧思公司参加

培训，加入该公司，并带了几个下家加入。公司规定在销售产

品的同时，可以拉人加入成为会员，拉人头进公司可以收取提

成。我们平时通过微信朋友圈炫富，加周围的陌生人为好友，

在聊天过程中让他们加入公司成为会员。公司安排人员给我们

上课，介绍公司运作合法、传授成功经验、教导如何发展会



员，如何借钱等，每次去香港都要待 4、5天，吃住自付。我们

回来之后就会发展一些亲戚朋友加入公司，要成为会员先要交

5000 元港币给上家，上家把钱交给公司帮你购买 5000 元的

货，你就会成为 20 级会员，然后再交 62587 港币给公司，公司

就会给你 8 万元港币的货（会员有折扣），这样就成为 38 级会

员，38 级会员拉 5 个下家到自己名下，5 个下家 3 个月内做够

100 万（或每人 8 万，拉 13 个人以上，就有 100 万以上），自

己就可以升级为 41 级（可以 5.9 折拿货）；成为 41 级后，下

面有 5 个 41 级的下家，又在 3个月内做够 1067 万元，就可以

升级为 42 级，42 级下面有 5 个 42 级下家，在 3 个月内做够 1

个亿的就升级到 43 级，43 级到顶。38 级会员推荐一个 38 级的

会员加入可以获得 9360 元港币的提成。

我于 2013 年成为 38 级会员可以 6.2 折提货，我的下家有

我父亲梁某 2、女友陈某 3、女友朋友陈某 4，另我还拿别人的

身份（母增军萍和一姓罗的男子）自己花钱买了两个下家名

额，以提高自己的等级。我刚加入是 38 级，凑够 5个下家，我

总共投入 30-40 万港币，陈某 4 有 4 个下线，累计共购买了约

60-70 万元港币，我和下家在三个月内做够了 100 万元，所以

我升级为 41 级会员。但我半年前已退出不做了。

罗伟华是 41 级会员，是冯某的上家，冯是我的上家，后冯

不做了，我就直接跟着罗做，罗的上家是香港人，具体是谁不

清楚，赵某 2 是罗的下家，赵是 38 级会员，后转让给张某 6，

双方还到香港律师楼办了公证，钱也给了赵，不知道给了多

少。罗伟华下面有大概 30 个会员，他是负责管理常平一带的会

员团队，罗伟华和罗丽凡是夫妻，常平的团队是他们夫妻管理

的，罗伟华是听罗丽凡的，罗伟华出面管理较多。张某 1 的下

家也是由罗伟华负责管理。罗伟华有叫张某 1 帮忙收钱和带人



到香港考察学习。罗伟华给我们这边要去香港考察学习的人预

定酒店、代收房费，通知其他下线的人去香港上课；有时组织

我们吃饭唱歌，罗伟华期间会发表讲话，内容都是鼓励会员发

展下线；还给约一些其他团队混得比较好的人到香港给我们讲

课传授经验。

因我很早就加入罗丽凡的团队，跟着罗伟华做事，所以这

个团队里谁发展了谁、谁是谁的下线我都清楚，同时会员要发

展下线都是要带去香港考察，如果被发展的下线去了两次香

港，就可能证明已经被发展成公司会员。张某 1 是我去香港公

司时认识的，他是 41 级会员，他的上家是他表弟陈某 9，上面

还有陈某 5、陈某 6、陈某 4、陈某 7（我前女友）、我、冯

某、罗伟华的弟弟、罗丽凡。他的下家我知道的有他妹妹张某

2、妹夫壮某、张某 3、张某 4、陈某 8。张某 1 也是我的下

线，但我们上下级之间隔了很多个人，所以他加入和发展下线

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提成的。

检察笔录：与公安笔录基本一致。我跟罗伟华做了 3 年，

很多事都很清楚，常平这一带的会员都是罗伟华、罗丽凡夫妇

在管理，他们主要是通知会员到香港考察学习、帮忙安排酒

店、代收房费，有时也会叫我帮忙收一下钱；他们还组织会员

吃饭、唱 K，期间罗伟华会发表讲话，鼓励会员发展下线、开

展业务；罗还会找一些其他团队混得好的人给我们讲课，传授

经验，公司也会安排人讲课。会员去公司看产品、学习和培训

都是他们夫妇安排的。我们这条线混得好的就他们夫妇，他们

是最顶层的，又买车又买房，其它人都是欠债的。我是罗伟华

的下线，张某 1 是我的下线，但我们之间隔了好几层，所以张

某 1 可能不知道罗伟华夫妇是这条线的最顶层，是他的间接上



线。因张某 1 的事都是罗伟华来管，我和张又隔几层，所以他

的事我都没管，也没有获得他的提成。

我于 2016 年 12 月份离开时，罗伟华夫妇有约 40 个会员，

我离开之后也叫了一些人离开，如陈某 4 等人就都不做了，所

以会员可能不到 30 人，只有张某 1他们还在做。

梁某 1 绘制的组织结构图：该图标显示罗丽凡的下家有两

人分别是罗伟华和冯某，其中罗伟华的下家据梁某 1 所知有赵

某 2（41 级）、胡某（38 级）、张某 5（38 级）；冯某下家有

22 人。

3、赵某 1证实我认识罗伟华后知道他在番醒（音似）公司

拿货卖，我就跟他到公司拿货，我不清楚罗伟华有没有拿提

成，但按该公司的制度罗伟华是要拿好处的，拿多少我不清

楚。公司有 AV 奶粉，法国红酒、EB 牌化妆品，货物的出货价

比进货价多几十元人民币。因交 5 万元可享受 8 折优惠，我第

一次到公司拿货就交了 5 万元成为 38 级会员，我拿了 1万元左

右的货卖出去。该公司除了卖货，如果有介绍新人到该公司拿

货，介绍人可拿到提成，我不清楚提成金额，我没有介绍新人

到公司。

2016 年 4 月张某 6 通过微信添加我为好友，他知道我从香

港购货到大陆转卖赚中间差价。同年 11 月张某 6向我购买奶

粉、洋酒、香水，我到公司拿货，他跟我去看货。回到东莞

后，张某 6 微信转了一万元给我，我把货物拿到他在常平镇天

鹅湖附近的出租屋交给他。后因我不想做了，我把我的会员资

格和剩余 4 万元的货转让给张某 6，当时我们还在香港的律师

楼做了公证，张某 6 需要支付 5 万元，但目前他只给了我 1 万

元，之后我们没结清货款他就删了我微信和拉黑我的电话号

码。我不清楚公司有多少会员。我没有带张某 6 到公司培训，



我去拿货时听到旁边房间有人讲课。张某 6 有和我一起去拿过

货，拿了多少我不记得了。张某 6 认识罗伟华、谢某、胡某。

我们带人去香港，通行证和到香港开销都是各自负责。我从

2014 年开始卖奶粉、洋酒、香水这些货，只卖过给张某 6，没

有卖过给其他人。

辨认现场笔录：指认 2016 年 10 月份张某 5 从香港回来后

住宿的地方为横沥镇横沥供电分局对面的友好旅店。

4、陈某 1证实 2016 年 10 月 25 日和 26 日，我通过支付宝

二次共转了 19000 元给张某 1，让张帮我购买护肤品（没有指

定购买的护肤品牌子，让张觉得哪个牌子好就买哪个）。后来

张在香港只帮我购买了 12000 元，还给我 7000 元，并告诉我已

经是 38 级会员，但我不清楚会员的权利和好处。其没有发现其

他会员。我支付宝账号为 13×××56，昵称 aa00 英；张某 1

支付账号为 13×××25，昵称为疯狂的 NFly。

公安给我指认的图表上有我的名字，月英是我，小东是我

表哥秦小东，丰就是张某 1。

指认资料：指认张某 1 的层级架构图（包括张某 1 有 30

人）。

辨认笔录：辨认出张某 1 的情况。

指认照片：指认其支付宝的转账记录，其中与张某 1 有多

笔转账记录。

5、高某（女，25 岁）：证实张某 1 带我加入一法国供应

商作为 38 级的会员（加入会员的经过与纪某的经过一致），张

某 1 是我的上线，张某 1 把我交的钱给了梁某 1，说让梁帮忙

换港币。会员有 6 个组别，最低是 20 级，需要交 5000 元拿货

入会；29 级忘了要交多少钱；38 级要交 62000 多元；41 级交

30 多万港币，也可以通过成为 38 级会员，发展 6 个 38 级会



员，再参加挑战来达成 41 级。所谓挑战就是这个 38 级会员的

带领的团队 3 个月内拿货达到 100 万港币就可以成这 41 级会

员。以此类推，41 级会员发展 6 个 41 级会员，三个月内拿货

1000 万港币就可以成为 42 级。43 级会员就是 42 级会员发展 6

个 42 级会员，3 个月内拿货一定数额的量（具体数额不清楚）

就可以成为 43 级。组别越高对应的拿货折扣就越高。

发展下线会员可以拿提成，我知道的是发展一个 38 级会员

可以拿 9000 多元港币提成加上经营权 5000 元港币，共 14300

多元港币。下线不断发展 38 级会员可以分别提成 5%、3%、

2%、1.5%、1%。如果发展的下线为 20 级、29 级会员，上线只

能拿到 5000 元港币。还有就是如果发展的下线级别比上线高，

上线只拿 5000 元港币，不能拿到提成。

我成为会员后去过香港十几次，有时是去拿货，有时是去

学习。学习的内容就是如何将这个生意做得更好，以及如何发

展下线。

公司的会员还有华某、凡姐，他们是夫妻（都是 41 级）、

塘哥、连姐和霞姐。我发展了我男友张某 11 为我的下线，张某

11 听了我的介绍后想成为会员，但他入会的 50000 多元是我出

的。“月英”是张某 1 的下线，比我入会早。张某 1 有通知我

们去香港参加培训，主要是学习如何开发下线。

华某和凡姐负责管理常平镇的会员，基本上是华某在管理

和安排，我们去香港之前都是由华某安排好住宿，由华某或华

某安排的一名 41 级会员带我们去，负责收取住宿费、临时开课

培训费和管理我们，主要是督促我们去参加培训。平时有组织

唱 K、烧烤、吃饭等活动，可能是华某组织的，但都是张某 1

通知我参加，参加的都是会员，多时有 20 多人，少时有 3、4

人，华某参与时会员会多些，活动的内容一般都是讨论如何发



展下线会员、如何销售产品，华某在这些活动中有教我们如何

发展下线会员。

确认资料：确认其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工作计划表等。

6、张某 2（暂住常平镇，38 级会员）：证实 2017 年春

节，我哥张某 1 介绍我做产品进口生意，安排我们夫妻去香港

学习，每人交 5000 元吃、住、培训费，培训 4天。经过培训我

就决定做经销商，购买了 57000 元货物，货暂存在香港公司，

需要时再提货。我发展纪某和我一起做进口生意，4 月 5 日纪

经过在香港学习培训（交了 5000 元给罗伟华）后，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把 57000 元给我（我作为推荐人）让我帮他购买产品

成为经销商，我把钱给了罗伟华帮忙兑换港币。我发展的人购

买商品，我会有提成。

公司分为 20、38、41、42、43、44 个级别，级别越高拿货

的折扣越高。38 级拿货打 7 折。在我住所里扣押了一张纪某的

表格，一张我准备发展为经销商的人员信息单据（里面我写了

教人凑钱之类的话），一本笔记本（里面有我想发现为经销商

的人谈话的草稿及产品的情况）。

我哥张某 1 是我的领导，进口生意是一层层呈金字塔形

的，不管是我发展的经销商还是我发展的经销商再发展了下一

个经销商，我都有提成。

确认资料：确认其被扣押的笔记本情况。

7、纪某（男，31 岁）：证实我和张某 2 是旧同事，通过

微信我看到张某 2 经常炫富，后张某 2 介绍她哥张某 1 给我认

识，又介绍罗伟华给我认识，说要跟他们做生意，要提前给罗

伟华送烟、请吃饭。吃饭期间，罗让我转账 5000 元给他或张某

1 作为我去香港听课、住宿及看产品的费用。我把钱微信转给

张某 1。4月 4日我和张某 1兄妹及罗伟华到香港旺角的酒店住



下，次日到公司看产品、到培训基地听课，现场有一百多人，

他们向我们讲授如何发财致富、如何升级为最高级别的代理

等，一共分为 20、38、41-43 级，每个级别有不同折扣，一共

听了 4 天，期间，跟罗伟华的老婆凡姐、张某 2 的表哥东某、

豪哥有接触，听他们介绍，红姐是我们这条线的最高领导，相

当于董事长。

张某 1 兄妹和罗伟华说要购买 5000 元（折合人民币 4700

元）产品，我就属于最低级别的会员，享受产品 8 折。我刷卡

转了 4700 元给罗。包括我共几十人听完课后一起回到常平汇华

酒店继续听课，他们教我们怎么向亲戚朋友拿钱，如何打开市

场等。我就让我太太转了 7 万元给我，我取现 62000 元，给了

61000 元给张某 2 作为 38 级的代理费，张某 2 把钱给罗伟华。

他们要求我拉到 5 个人到团队里，3 个月做到 100 万元产品就

可以升到 41 级代理。张某 2还跟我说团队盈利就是靠拉人头进

来赢利，产品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幌子。在张某 1 等人对我进

行培训时被民警抓获。

我是张某 2 的下线，张某 1 是张某 2 的上线，凡姐、东某

他们都是张某 1 的上线的级别。豪哥是跟罗伟华同一级别，但

他是另一条线的高层领导，罗伟华是我们这条线的常平地区的

最高领导。

2017 年 4 月 1 日我在揭阳市老家先微信转账 5000 元给张

某 1，4月 7日 17 时 19 分在香港旺角我拿信用卡（深圳福田区

卡户的广发银行卡）在罗伟华的私人的银行 POS 机刷卡 4700

元。另外 62018 元是取出现金交给张某 2，她又当面转交给罗

伟华的，该现金是在常平镇旺角茶餐厅 2 楼当面交付的，取现

卡是深圳农村商业银行卡。



2017 年 4 月 10 日 20 时，张泽妹及她的表哥与我去常平镇

步行街一商场内百花时代广场一楼的潘多拉餐厅对我进行产品

培训课程（平常的聊天），培训期间民警把我们几人查获并带

来企石分局审查。

香港那边培训的有四五百人，产品这边培训的也有几十

人，但我都不认识。

辨认笔录：辨认出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及张某 1、陈某

9、张某 2、高某、黄某 1。

转账记录：证实纪某通过微信、银行转账等方式转账给张

某 1、罗伟华等情况。

8、陈某 10（女，23 岁）：证实我通过朋友陈某 11 在香港

一公司购买了 5000 元港币的化妆品，成了 20 级会员。陈某 11

是 38 级会员。讲师称一次性购买 5000 元产品成为 20 级会员，

购买 50000 元产品成为 38 级会员，如何成为 41 级会员我就不

清楚。20 级会员再卖出 5000 元产品可以返点 1000 元，38 级发

展下线可以提成几千元，具体不详，41 级会员如何获利不清

楚。陈某 11 介绍张某 4是她的上线，我见过张一次，不清楚陈

某 11 的下线和张某 4的上线。

9、陈某 11（38 级会员）：证实我通过朋友张某 4 到香港

听课，购买了 5000 元港币产品，成为他们的 20 级会员，之后

我又交了 50000 元港币成为 38 级会员，后我发展我的下线会员

陈某 10，陈某 10 称没钱成为 38 级会员，只是购买了 5000 元

港币的化妆品，我从我的产品中提了货给她，我为了做业绩自

筹了 25 万元港币虚拟自己发展了 5个下线，其中一个挂在陈某

10 名下，另挂在我弟陈某 14 和一些亲友名下。后我发现不对

劲，钱又拿不回来，我就跟张某 12 商量，陈将其中的 5000 元

货卖给他的朋友鑫某，鑫某就成了 20 级会员，他们都有去过香



港。公司的讲师有介绍产品和会员制度，一次购买 5000 元港币

的产品成为 20 级会员，可以 8折拿货，发展一个 20 级会员就

会给提成 1000 元；再购买 5万元产品就成为 38 级会员，38 级

会员发展 38 级会员，获得提成 14000 元，下线再发展 38 级会

员，自己还会获利几千元提成，3 个月自己和自己的下线有 100

万元的销售额就可以成为 41 级会员。张某 4应该是 38 级会

员，不清楚她的上线和其他下线情况。

10、张某 7（男，21 岁）：否认到香港购买产品，我只是

和张某 8 去香港玩了两三天，和张某 8 在一个超市内购买了一

瓶红酒。我骗我爸说是跟张去香港做生意。

11、张某 8（男，21 岁）：证实我通过朋友张蔚某到得香

港听课，筹集了 50000 元人民币以我姐张某 9 的名义（不足 21

岁不允许购买）购买产品，成为 38 级会员，后我带张某 7过去

香港看，张听课后也购买了 5000 元产品，我从持有的货里提给

张某 7，后有人微信转了 5000 元给我，张蔚某说是张某 7 购买

产品的钱。

张蔚某是 38 级会员，不清楚他的上下线清楚。有讲师介绍

公司会员制度、会员升级及发展下线获得提成的规定。还教我

们如何发展下线，比如和别人聊天时确认对方是否真的想做生

意，确定后不要先告诉对方怎么做而是带到香港来听讲课，由

讲师来讲解，也有人教授在微信朋友圈发一些高大上的饮食娱

乐照片，吸引别人询问以便拉别人进来，还要求我们只能单独

和上线联系。

12、黄某 2（38 级会员）：证实 2016 年 10 月，我通过华

某（经辨认是罗伟华）和凡姐介绍从事外贸生意，就是他们带

我到香港参加招商会认识供应商和培训，再从供应商处拿货回

大陆卖。货物包括护肤品、化妆品、保健品，我只知道是法国



的产品，不清楚产品和供应商的名字。我到香港参加招商会需

要交 5000 元作为路费、餐费和住宿费。招商会和培训的内容包

括介绍产品的公司和内容、经销商的拆账和利润、香港大陆两

地相关的法律法规、董事长（就是 42、43 级）做产品的经历

等。我是 38 级会员，但我只交了 2万多元，还打不到 38 级，

是凡姐给了一个 38 级的户口，我才成为 38 级经销商。凡姐好

像是 41 级，华某应该也是 41 级。凡姐先做这个的，华某后面

才加入的。

拆账是指把经销商从低到高分为 20、29、38、41、42、43

级六个等级，利润是不同等级的经销商可拿到不同的折扣（如

20 级、43 级可分别以 8折、6.7 折拿货），并通过港币和人民

币 1:1 销售赚取汇率差价。

经销商的分级：三个月内拿货 4000 元、29000 元、62587

元港币可分别成为 20、29、38 级经销商，41、42、43 级一般

不会通过直接拿货来成为这些级别的经销商，而是通过发展团

队下线的拿货量（分别为 100 万、1067 万、上亿港币）来达

到。

如果发展的是 20 级经销商，那这个下线直接向我拿 4000

元港币的货就可以，我就可以通过折扣赚钱；如发展 38 级经销

商，我就可以拿到 14300 港元的回扣，其中 9300 元是发展经销

商的回扣，5000 元是经营权的收费，就是我有赋予别人经营权

的权利。一般做到 42、43 级董事长级别以上就不用做别人下

线，直接靠下面团队赚钱。

我分两次交了 25000 元人民币现金给凡姐拿货，凡姐给了

我一个 38 级的户口，让我成为 38 级经销商，我只签了一份表

格，其他都是凡姐帮我处理。供应商发给我一张卡，我的卡由



凡姐保管，我要去到香港才能拿到货，卡内可查询我剩余的拿

货款。

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凡姐和华某带我，并全程陪同，他们两

人应该是 41 级，之后我去了 5、6 次，基本以学习为主。学习

是按华某和凡姐的通知，我自己去到香港的公司和凡姐汇合。

学习主要是交流如何开拓市场、销售产品、发展会员等。

培训时讲师告诉我可以发展自己的团队，零售、开实体店

来推广产品，华某和凡姐也有教过我发展会员，我尝试发展下

线但没有成功。

我和华某、凡姐平时电话、微信联系比较多。在组织里，

我只认识凡姐和华某，因为香港那边上课时规定了不能有相互

的微信、联系方式等，香港公司没有联系电话，每次活动都是

凡姐通知我的。

辨认笔录：辨认出罗伟华就是华某。

指认照片：指认其发展下线与他人的聊天记录，被扣押的

涉案产品等。

13、谢某（男，25 岁，38 级会员）：证实 2016 年 6 月，

罗丽凡带我去香港了解产品和在香港富豪酒店培训学习 4 天。

我在香港酒店交了 5000 元港币现金给前台成为会员（第一份笔

录称是交给罗丽凡），总部发给我一张会员卡和收据单，可八

折拿货，半个月后我在前台充了 6 万多元港币，会员卡内可拿

8 万多元的货，会员级别升到 38 级，可以 6.2 折拿货。我要货

时，就去总部前台填资料，前台根据我的级别从我会员卡内扣

钱并开单给我，我到仓库拿货或者总部通过物流发货给我，我

拿完 8 万元的货后就没有再充钱了，我有将货物销售出去。

罗丽凡他们的传销模式是成为会员以折扣拿产品，拿货越

多积分越高折扣越大，还有自己发展下线会员，发展一人有



1.4 万元港币回扣，如果我的下线再发展下线，我要有提成就

需要再入货。罗丽凡介绍我加入会员，我是她团队的成员。罗

丽凡是 41 级，是推销产品的负责人和我们团队的领导，她有一

名叫红姐（50 岁左右，香港人，42 级）的上线。我们团队内还

有杰哥（真名好像叫梁某 3，41 级）、陈某 12（杰哥女朋友，

41 级）、表哥（即张某 1，好像是 41 级，后称 38 级）、发仔

（42 级）、涛哥（42 级）、华某（即罗伟华，罗丽凡老公，41

级）。我只知道杰哥和陈某 12 是罗丽凡发展的下线，负责培训

工作；我在香港培训时见过华某安排培训人员相关工作。我没

有发展下线，我女朋友钟某不是会员。我没有资格加入组织的

微信群。罗丽凡没有安排我具体工作，在 2016 年 10 月时让我

帮她带叫张某 5 的男子到香港培训学习。

这个传销组织在香港的牌照名为“Francine”，大陆没有

牌照。我去培训时最少有 700-800 人，罗丽凡这条线约有 30

人，第一次罗丽凡带我去香港培训学习注册成为会员，组织安

排住宿，其他费用我自己负担；后来近 10 次都是我按照罗丽凡

的通知一个人到香港指定地点培训，所有费用都是我自己承

担。

华某平时在香港那边负责安排那些培训人员相关工作。

辨认笔录：辨认出罗伟华就是华某、张某 1 就是“表

哥”；张某 2、赵某 2（胡某老婆）是会员之一。

14、胡某（男，29 岁，38 级会员）：证实 2014 年 3、4

月，我女朋友赵某 2 带我到香港铜锣湾一家公司（不记得公司

名）考察，我交 5000 元考察费给公司后他们安排我食宿，我在

公司考察学习 4 天。第二次我到香港按当时的汇率交了 5 万多

元成为会员，公司给我一张卡，卡内的余额需要我亲自到公司

查询，我可拿 8 万元港币的保健品、酒水等商品。我和赵某 2



都是 38 级，可 6.2 折购买，我拿过一次约 3万元港币的货。后

我都是按公司通知去香港培训，公司向我们介绍商品、发展下

线等，我共去了香港十次左右。

公司的级别晋升是投入 5000 元可成为 20 级会员，投入 5

万多元人民币可兑换成港币 8 万元，成为 38 级会员且必须拿

1.5 万元港币的商品，三个月内本人及下线共计 100 万元港币

可成为 41 级会员。投入的钱不可以退，无论什么级别投入的钱

都要拿货。我每发展一个下线可得 1.3 万元港币，我的上线赵

某 2 因我每发展一个下线可得 4 千元港币，如我的下线发展下

线，我和赵某 2 还会得到相应奖金。我为了得到佣金，我用我

父亲胡某 1、母亲苏某、弟媳李某（音）、姑姑胡某 2、罗伟华

父亲的身份开了 5 个下线，共计投入 30 多万元，拿回 5万多元

佣金，同年 8、9月我觉得没钱赚就没有继续做。赵某 2的上线

应该是罗伟华或者凡姐，他们两人是夫妻，我不清楚他们的级

别，我只知道有他们和赵某 2、阿某、华某的男子。赵某 2 除

了我之外还有 5 名下线，我只知道阿某。该公司没有网站或手

机软件，在香港铜锣湾有两个地点，内有工作人员几十人、新

来的人和会员共有 1000 多人。

批示一些组织活动是罗伟华通知赵某 2，赵再通知我参加

的，就是大家出来吃饭聊天的。

辨认笔录：辨认出罗伟华就是其在香港公司见过的男子；

张某 1 可能是公司会员；辨认出赵某 2 就是其女朋友，也是其

上线。

15、钟某（女，22 岁）：证实我在深圳工作和生活，没有

参加网络传销活动。我只知道我男朋友谢某是做食品零售批发

生意，不清楚他的门店位置，也没有向他买过零食。我们大概



一个月见面一、两次，我不清楚他是否有加入传销组织，他没

有说起网络传销的事情。

16、张某 5（男，29 岁）：陈述 2016 年 6、7 月，赵某 2

通过微信附近的人添加我为好友，我们聊熟后她说介绍生意给

我做，我答应后她就让我转 5000 元给她作为香港考察吃住的费

用，同年 10 月 12 日我通过微信转账 5000 元给她。我从企石镇

出发到常平火车站，与赵汇合后发现还有一些去考察的人，加

上赵某 2 团队一共有三、四十人。赵某 2 不让我们相互联系，

我只可以和她单线联系，我偷偷记下我老乡兰姐的电话（女，

惠州人，约 45 岁），她的上家是叫水仙的女子。我们在香港铜

锣湾的富豪酒店上了三天课，课程内容都是加入团队后如何发

达。我们回到常平后，赵某 2 带着我和十多人在横沥一家旅店

给我们上课，告诉我们如何向亲友借钱和让我列出可借钱的名

单，她还微信发给我们一些资料，我向亲友借钱后将钱汇给赵

某 2 用于购买产品或缴交加盟费。我回到企石后赵某 2 还不停

用微信让我多交钱和拉人发展下线，我除了转过一些钱外没有

发展下线。2016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我共四次

通过微信转账给赵某 219500 元，三次通过支付宝转账 47100 元

给罗伟华。我第一次转钱在企石镇东山市场附近的一间临时出

租屋。

我是 38 级的代理商，主要是代理英文牌子的保健品，可

6.2 折拿货，拉 5 个人到团队后三个月做到 100 万产品就升到

41 级，可 5.9 折拿货，级别从低到高有 20、38、41、42、43

级。我没有拿过货，我提交给公安机关的产品都是他们给我试

用的，他们说产品可以网络营销。赵某 2 称拉一个人进团队交

港币 8 万元，可给我提成 13600 元，其实就是靠拉人头来盈

利，产品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幌子，我没有拉过人入会。赵某



2 和罗伟华的上线是在香港给我上过课叫张某 13 的女子，50 多

岁，团队的董事级别。罗伟华是赵某 2 的上线，赵某 2 让我把

钱转给他。

慢慢地我就感觉他们是在做传销，2016 年 11 月底我和他

们断了来往。我在网络的贴吧上查到当时和我一起去香港上课

的罗伟华和赵某 2 团队骨干人员：杰哥（男，27、28 岁，湖南

人）、丹姐（女，26、27 岁，杰哥女朋友）、东某哥（男，30

岁，潮汕人）、凡姐（女，30 多岁，罗伟华老婆）。从香港回

来后，赵某 2 让叫谢某 1（30 多岁，自称广东陆某）的男子监

督我怎么借钱，他跟了我几天，我将借到的钱陆续转给罗伟华

和赵某 2。

2016 年 11 月 21 日，罗伟华和赵某 2 团队组织人员到横沥

镇水边靠近企石镇的一个烧烤场聚会，当时一起的有三、四十

人左右。

辨认笔录：辨认出罗伟华；梁某 1、陈某 9、陈某 13 是传

销组织的骨干；辨认出赵某 2。

指认微信、支付宝转账记录照片：指认赵某 2 的朋友圈情

况以及张某 5 通过支付宝转账给赵某 2 和罗伟华。

指认照片：张某 5 收到的赵某 2 发给其的发展下线的套路

范本。

（六）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

1、罗伟华：否认参加传销组织，辩称只是帮他人到香港购

物和帮他人到香港预订酒店，没有从中获利。

我约两年前在香港铜锣湾见一个批发部围着很多人在看产

品介绍，我见产品不错就买一点给家人用，后铜锣湾的不做

了，就到香港旺角那批发部购买，购买产品都要登记成为会



员，按购买数额分级别，不同级别有不同优惠，如 20 级、38

级、40 级等。我是 38 级会员，即购买产品可以打 6.2 折。

批发部有人宣传产品，大家围着听，有时大家坐在沙发上

听，有时像是老师讲课那样坐在一边听。没人介绍我在那两个

批发部购买，我也没有介绍别人成为会员购买。我有帮他人在

批发部购买产品，但没有获利，也没有返利。罗丽凡（我妻

子）、张某 1、张某 2、赵某 2、谢某应该是 38 级会员，小纪

（指纪某）是想到香港购买产品的，他把钱给我让我帮他换成

港币和帮他订酒店。我没有组织或协助组织他人去香港，只是

有些朋友让我帮忙订酒店，我就帮张某 1 订过一、二次，帮小

纪订过一次，花销都是自付的。我在批发部见过肥丹和梁某 1

购买产品。

我叫妻子罗丽凡建了一个“生意兴隆”的微信群，群里成

员都是一些去香港买货的人，是我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和我

们一起去买货的人，而且对香港比较熟悉，该群是用来传达香

港公司产品说明会之类的内容。一些香港公司的通告都是我叫

罗丽凡在群里发送的。

检察笔录：拒不供认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也没有组织

或协组织大陆的人去香港公司看产品。因我经常去香港，他们

认为我对那边比较熟，叫我帮忙订酒店，我只帮张某 1 兄妹和

小纪订过酒店。妻子罗丽华是其上线，二人都是 38 级会员。

当庭自愿认罪。

2、罗丽凡：我曾在亮碧思公司购买过产品，第一次一次性

以 8 折购买了 5000 元产品，公司有登记我的名字，不知道有会

员制度，只知道购买越多越便宜。后我的朋友黄某 2 主动问

起，我就告诉她去公司购买，后我也有和她一起去购买。我介

绍她去，公司没有给我好处。公司有一些产品说明会，讲解产



品的功效和成分，也会发资料给我们看。我丈夫罗伟华也有在

公司购买产品。我们都是 38 级会员。

公诉机关结合上述事实及证据，诉请本院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的规定，以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对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定罪处罚，并结合二被告人的

犯罪情节、认罪态度等，提出对二被告人适用判处十个月至一

年十个月有期徒刑的量刑建议。

被告人罗伟华庭审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当

庭自愿认罪，但对指控的事实有如下辩解意见：第一、他本人

的层级在 38 级，但 38 级里也存在层级区别。第二、他直接发

展的下线只有 3 名，但下线再发展下线，他也可以获得提成。

第三、下线会员均是自愿入会，他没有采取胁迫手段。

被告人罗丽凡庭审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不持异议，当

庭自愿认罪，但对指控的事实辩称自己是 38 级的会员，平时主

要负责带孩子，有配合罗伟华发展下线，但自己直接发展的下

线只有黄某 2。

被告人罗伟华的辩护人当庭提出如下辩护意见：第一、被

告人罗伟华不是传销活动的组织者与策划者，起次要作用；第

二、被告人罗伟华没有故意骗取他人财物；第三、被告人罗伟

华没有胁迫他人入会；第四、被告人罗伟华系初犯、偶犯。综

上，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被告人罗丽凡的辩护人当庭提出如下辩护意见：第一、被

告人罗丽凡组织的人数较少，刚达起刑点；第二、本案不存在

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第三、参与传销的人员流动性较大；第

四、被告人罗丽凡不是组织者，起次要作用；第五、被告人罗

丽凡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综上，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公诉机关当庭出示的证据，经控辩双方质证

查实，证据来源合法，证据内容客观、真实，且上述证据互有

关联，能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的定案根据。公诉机关据此

指控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公安机关在抓获被告人罗伟华时在其本人身上缴

获作案工具苹果 6PLUS 手机 1 部，在罗伟华住处缴获宣传资

料、收据、表格等涉案物品一批，在其他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

处缴获作案工具苹果牌手机 3 部、会员卡、笔记本、图表等涉

案物品一批。

上述事实，还有搜查笔录、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等证据

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无视国法，组织、领导

以推销商品为名，诱使参与者以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

格，并按照参与者缴纳费用的多少组成层级（二被告人组织参

与传销活动人员在 30 人以上且层级已达 3级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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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人的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

罗伟华、罗丽凡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鉴于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当庭自愿认罪，本院酌情对二

被告人从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当庭辩称自己系 38 级的辩解意

见，本院认为，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在传销活动中处于 41 层

级的事实，有多名证人的证言、微信聊天记录等客观证据予以

佐证，故，本院对二被告人的该点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二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不是组织、领导

者，起次要作用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罗伟华、罗丽

凡共同承担东莞市常平镇一带传销参与人员出境学习、培训、

聚会等活动的管理、协调职责，又在下线会员购买产品或者发

展下线中获得提成，属于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二被告

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均起主要作用，故，本院对二辩护

人提出的该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二辩护人提出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没有骗取财物的

故意的辩解意见，根据 2013 年 11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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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

掩饰计酬、返利真实来源，以推销商品的名义从事传销活动，

从参与传销活动人员购买产品的费用中非法获利，应认定为骗

取财物。故，本院对二辩护人提出的该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二辩护人提出的其他辩护意见，上文已有阐述，在此

不再赘述。

公诉机关结合二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等，提出对

被告人罗伟华、罗丽凡适用判处十个月至一年十个月有期徒刑

的量刑建议，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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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四十七

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罗伟华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000 元。

（刑期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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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10 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9 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向本院

缴纳，上缴国库）。

二、被告人罗丽凡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150000 元。

（刑期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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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3 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22 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一次性向本

院缴纳，上缴国库）。

三、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 4 部苹果牌手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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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或者直接向东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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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雯

人民陪审员 罗治漳

人民陪审员 李志敏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

书 记 员 叶慧欣

杨洁华

（附页）

本案适用的法律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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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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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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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

据犯罪情节决定犯罪数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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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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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