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5）东三法刑初字第 355 号

公诉机关东莞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贾超，男，汉族，大专文化，系东莞市××实业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为辽宁省朝阳市双塔区）。因

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4 年 3月 20 日被羁押，同

年 3 月 21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4月 26 日被逮捕。现押于东莞

市看守所（上桥）。

辩护人吴家宝，广东可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苏某，男，汉族，本科文化，系八零××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员工，户籍所在地为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因涉嫌

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4 年 3月 21 日被羁押，同年 3

月 22 日被刑事拘留，同年 4月 26 日被逮捕。现押于东莞市看

守所（上桥）。

辩护人梁浩忠，广东可园律师事务所律师。

东莞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以东三区检刑诉（2015）98 号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贾超、苏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受理，并依法

组成合议庭，于 2015 年 3月 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东莞市第

三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刘燕、尹伟聪出庭支持公

诉。被告人贾超及其辩护人吴家宝、被告人苏某及其辩护人梁

浩忠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审理期间，公诉机关于

2015 年 4 月 22 日申请延期审理，本院予以准许。

东莞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亮碧思集团有限公司

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加入者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公司在

国内分尊爵-勋爵-公爵-侯爵-伯爵-爵士-经销商七个层次，按



照发展成员的数量及成员购买商品的价值作为晋升的标准，按

公司规定，经销商级别除外，上面 6 个级别每个级别至少要有

5 个直属下线，并且这 5 个直属中间要有 2 个直属再发展 5 个

下线，才有资格挑战晋升上一个层级。另外，符合上述条件

后，若连续 3 个月内销售产品达到 80 万元港币以上的产品，就

能由伯爵晋升为侯爵；若在 3 个月内的产品销售额达到 800 万

至 1000 万港币以上就能晋升为公爵。公司会员直接发展下线购

买一份产品，公司会按照相关的条件进行返利，下线上交

62608 元港币成为伯爵，介绍人可提成 9360 元港币，下线还需

要向介绍人购买 5000 元港币的产品。公司会员分六代返利，第

一代至第六代分别是按购货金额的 5%、3%、2%、1.5%、1%、1%

进行返利。

邱莲英（另案处理）于 2007 年 3月加入亮碧思集团有限公

司，在东莞市创立东莞荣誉团队。被告人贾超于 2010 年 5月加

入亮碧思集团有限公司东莞荣誉团队，负责和发展横沥团队，

发展了王洪生、张黎明、肖双和被告人苏某等下线。随后，贾

超以及其下线等人以参加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产品推介会

的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吸引蔡海星、何长花、唐亚芬等

人加入亮碧思传销组织，并按照经销商、爵士、伯爵、侯爵、

公爵、勋爵、尊爵等七个级别和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

返利依据，定期组织人员参加香港亮碧思公司的产品推介会，

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加入。贾超负责带队去香港考察，

以及对该组织成员进行讲课、分享人生经验等。苏某担任贾超

的助理，负责管理该组织的财务，收取参加传销人员到香港听

课、住宿等费用，负责联系交通工具、预订聚会场所，以及代

理参与传销的人员到香港进行提货等。期间，贾超等人直接或



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 250 万

元以上。

公诉机关提供了现场勘验材料，鉴定意见东莞市涉案财产

价格核定表，何某花等证人的证言，手机等物证，传销组织人

员架构图等书证，讲座音频等视听资料，贾超等被告人的供述

和辩解等证据，并据此认为被告人贾超、苏某无视国法，组

织、领导以推销商品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商品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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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严重，其

行为已共同触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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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应当以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贾超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罪名无异议，其涉案的

传销资金数额约为 100 万元的辩解意见。

被告人苏某对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罪名无异议，提出其涉

案的传销资金数额不到 250 万元的辩解意见。

被告人贾超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贾超在传销团

队中不是最高级别，是传销犯罪中的从犯，听从东莞荣誉团队

的安排工作；2.贾超收取传销人员的费用是正常发生住宿费和

交通费，传销人员也确实到香港参加聚会；3.贾超发展下线的

过程中没有使用威胁、恐吓行为；4.贾超是初犯，认罪态度较

好。请求对贾超从轻处罚。

被告人苏某的辩护人提出以下辩护意见：1.苏某是本案从

犯；2.苏某按照贾超的安排向传销人员收费，采取多退少补的

原则，按照实际发生的消费计算费用，期间没有从中获利；3.

指控贾超直接或者间接收取传销人员的传销资金累计 250 万元



以上的证据不足；4.被告人苏某收取加盟费后都直接交给香港

公司，公司再按比例返还，出具提货单和 IC 卡给传销人员，传

销集团的经营者才是最大的获利者，被告人苏某也是本案的受

害者；5.被告人苏某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较好。请求对苏

某从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亮碧思集团有限公司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

加入者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公司在国内分尊爵-勋爵-公爵-

侯爵-伯爵-爵士-经销商七个层次，按照发展成员的数量及成员

购买商品的价值作为晋升的标准，按公司规定，经销商级别除

外，上面 6 个级别每个级别至少要有 5 个直属下线，并且这 5

个直属中间要有 2 个直属再发展 5 个下线，才有资格挑战晋升

上一个层级。另外，符合上述条件后，若连续 3 个月内销售产

品达到 80 万元港币以上的产品，就能由伯爵晋升为侯爵；若在

3 个月内的产品销售额达到 800 万至 1000 万港币以上就能晋升

为公爵。公司会员直接发展下线购买一份产品，公司会按照相

关的条件进行返利，下线上交 62608 元港币成为伯爵，介绍人

可提成 9360 元港币，下线还需要向介绍人购买 5000 元港币的

产品。公司会员分六代返利，第一代至第六代分别是按购货金

额的 5%、3%、2%、1.5%、1%、1%进行返利。

邱莲英（另案处理）于 2007 年 3月加入亮碧思集团有限公

司，在东莞市创立东莞荣誉团队。被告人贾超于 2010 年 5月加

入亮碧思集团有限公司东莞荣誉团队，负责和发展横沥团队，

发展了王洪生、张黎明、肖双和被告人苏某等下线。随后，贾

超以及其下线等人以参加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产品推介会

的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吸引蔡海星、何长花、唐亚芬等

人加入亮碧思传销组织，并按照经销商、爵士、伯爵、侯爵、

公爵、勋爵、尊爵等七个级别和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



返利依据，定期组织人员参加香港亮碧思公司的产品推介会，

引诱参加者继续发展其他人加入。贾超负责带队去香港考察，

以及对该组织成员进行讲课、分享人生经验等。苏某担任贾超

的助理，负责管理该组织的财务，收取参加传销人员到香港听

课、住宿等费用，负责联系交通工具、预订聚会场所，以及代

理参与传销的人员到香港进行提货等。期间，贾超等人直接或

者间接收取参与传销活动人员缴纳的传销资金数额累计 250 万

元以上。

上述事实，有现场勘查材料，东莞市涉案财产价格核定表

及情况说明，手机四部等物证，身份情况，传销组织人员架构

图，到案经过，借款借据，抵押财产清单，接受证据清单，房

地产租赁合同，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扣押决定书，调取证据通

知书，接受证据材料清单，中国建设银行卡号为 62×××97、

52×××25、43×××08、62×××13、62×××36、62××

×53、62×××56、62×××52 的开户资料及流水账、销售账

单，通知公告，涉案传销物品市场价格单的材料，参加传销人

员的资料情况等书证，贾超等人进行洗脑等音频材料，证人邬

某、祝某、阮某证人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被告人贾超、苏某的

供述及辨认笔录、指认商品价格笔录，同案人邱莲英的供述及

辨认笔录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贾超、苏某结伙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

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购买商品获得加入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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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提请本院以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罪对被告人贾超、苏某定罪处罚，罪名成立，本院



予以支持。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贾超所起作用较大，是主

犯，依法应按照其所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苏某所起所

用较小，是从犯，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贾超、苏某庭审

时认罪态度较好，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关于被告人贾超、苏某及辩护人提出涉案的传销资金数额

不到 250 万元的意见，经查，据本案被害人陈述，众被害人缴

纳的传销资金已超过 250 万元，故对被告人贾超、苏某及辩护

人的该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贾超的辩护人收取传销人员的费用是正常发生

住宿费和交通费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贾超组织传销人员

到香港参加聚会的目的是发展传销人员，是其实施犯罪行为的

一部分，故对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贾超的辩护人提出的贾超是从犯的辩护意见，

经查，根据在案证据，可证实被告人贾超在本案中担任主要职

位，负责和发展横沥镇的传销人员，其主要作用，不符合从犯

特征，对辩护人提出的该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各辩护人提出的其他辩护意见，经查属实，本院予以采

纳。随案移送的手机四部，经查是作案工具，依法应予没收。

关于本案被告人贾超、苏某的身份问题。根据被告人贾

超、苏某归案后所供述的身份情况，经向其户籍所在地的公安

机关发函核实，至今未得到回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

实、充分的，确实无法查明其身份的，也可以按其自报的姓名

审判”，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七）项“被告人真实身

份不明，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应



当依法受理”的有关规定，本院依法对本案被告人贾超、苏某

以其自报身份予以判决。

视被告人贾超、苏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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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四条、第五

十三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贾超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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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3 月 20 日起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止；罚金在本判决生

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二、被告人苏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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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 3 月 21 日起至 2017 年 3 月 20 日止；罚金在本判决生

效后一个月内向本院缴纳，上缴国库）。

三、随案移送的手机四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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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哲

审 判 员 刘 超

人民陪审员 林顺家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黄渭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