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粤 0305 刑初 1216 号

公诉机关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某某，女，1981 年 8 月 18 日出生，汉族，初中

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惠来县，在深圳市无业，暂住深圳市

福田区。因本案于 2017 年 9月 14 日到案，同日被深圳市公安

局取保候审，2018 年 4 月 16 日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取

保候审，2018 年 8 月 17 日被我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赵亚强，广东中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育霖，广东中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胡某某，男，1979 年 9 月 30 日出生，汉族，中专

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北省谷城县人，在深圳市无业，无固定住

所。因本案于 2017 年 4月 10 日到案，同日被深圳市公安局取

保候审，2018 年 4 月 16 日被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

审，2018 年 8 月 17 日被我院取保候审。

辩护人裴可安，广东星辰（贵安新区）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林丽婉，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律师。

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以深南检刑诉〔2018〕1363 号起

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胡某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于 2018 年 8月 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

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赵丹

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某某及其辩护人刘育霖、被告人胡某

某及其辩护人裴可安、林丽婉出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

结。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黄某某于 2007 年 3 月在香港的 XXX 公

司(DXXXXXXNHOI，DXXXTD．AXXXD 缩写为 DXXX)注册了“益某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和“XX 国际”两个账号，在深圳发展下线人

员参加 XXX 公司。张某(在逃)、及吴某、黎某、刘某 1、刘某

2、廖某 1（前五人已判刑）、户水某（未批捕）先后加入 XXX

公司，成为下线。随后，作为张某丈夫的被告人胡某某也成为

“益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线成员，帮助张某发展下线。上

述 9 人按照 XXX 公司的规则，以销售红酒、精油、奶粉、护肤

品等为幌子，靠发展下线获取 XXX 公司的佣金，计算佣金的重

要依据就是发展下线人员的数量，发展下线人员多，佣金就

高。比如下线直接“切大盘”（即缴纳港币 67587 元成为伯

爵），上线可获取港币 9561 元佣金，再上线可获取港币 4000

元佣金，依次向上的层级可以分别获取港币 2400、1600、

1200、800 元。同时，XXX 公司设置了各种名目的差额利润、培

育利润、贡献利润和领导利润，鼓励参加者再发展人员加入，

上线提取下线的缴纳资金。XXX 公司以支票的方式支付佣金，

佣金可以在香港的银行直接提现。

被告人黄某某、胡某某及张某、吴某、黎某、刘某 1、刘

某 2、廖某 1 和户水某等人通过各种方式，与发展对象联络感

情，时机成熟之后就提出香港有很好的生意可以一同参与，介

绍亮碧思的情况，并通过所谓的成功先例引诱对方加入亮碧

思，对方有意加入之后就带去香港参观听课、缴费入会，发展

成为自己的下线，再鼓动新加入者继续去发展其他人。

现查明，亮碧思“益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已经发展了

500 多人下线，被告人黄某某、胡某某及张某、吴某、黎某、

刘某 1、刘某 2、廖某 1和户水某 9人在该团队中处于不同的位

置，黄某某居顶层，最下层的刘某 2 分别有下线 8 层 74 人，其

余 6 人的层级均在刘某 2 之上，其下线均超过 3 层 30 人。



从获取利益情况来看，相关被告人均从 XXX 公司获得奖金

等名义的利益。经查，被告人黄某某从 XXX 公司获取港币

1247863 元，张某从 XXX 公司获取港币 1162323 元，被告人廖

某 1 从 XXX 公司获取港币 416734 元，被告人刘某 1从 XXX 公司

获取港币 468291 元，被告人刘某 2从 XXX 公司获取港币

120571 元，被告人吴某从 XXX 公司获取港币 179007 元，被告

人黎某从 XXX 公司获取港币 407631 元。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黄某某等人按照亮碧思制

定的奖金计酬制度从事的行为，依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

的规定，应认定为传销行为。

2017 年 4 月 10 日，被告人胡某某到公安机关投案。2017

年 9 月 14 日，被告人黄某某到公安机关投案。

上述事实，有如下证据予以证实：1、物证：手机等；2、

书证：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常住人口基本信息、抓获经

过、黄某某的投案悔过自首书、董某亮提供的 XXX 公司材料及

佣金表、扣押清单、香港警方提供的相关资料等；3、证人证

言：证人董某亮、吴某、黎某、刘某 1、刘某 2、廖某 1等人的

证言；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被告人黄某某、胡某某的供述

与辩解；5、鉴定意见：计算机鉴定意见；6、勘验、检查、辨

认、侦查实验等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辨认笔录；7、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黄某某下线结构图光盘一张。上述证据均经庭审示

证、质证，查证属实，本院予以确认。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黄某某、胡某某无视国家法律，组

织、领导以推销商品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

品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安装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

间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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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经济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应当以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胡某某系从

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公诉机关建议判处被告人黄某某三

年六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判处被告人胡某某一年四个月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被告人黄某某辩称，其知道错了，希望给其改过自新的机

会。

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辩称，1、黄某某主观恶性小，在参

与过程中未实施其他违法犯罪行为；2、黄某某处于中层位置，

所起犯罪作用小；3、实际获利金额应认定 13 万元；4、黄某某

属于自首、系初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建议适用缓刑。

被告人胡某某辩称，其是被动加入，案发后非常后悔，并

投案自首，也在做妻子的工作让其回来自首，有父母孩子需要

照顾，希望给其改过机会。

被告人胡某某的辩护人辩称，1、胡某某在本案具有特殊

性，属于被动进入传销组织；2、胡某某属于自首；3、属于从

犯；4、家庭特殊，需要其照顾；5、建议适用缓刑。

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某某、胡某某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

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等方式获得加入资

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了三级以上的层级、人数达到 30 人以

上的传销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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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骗取财物，其行为

均构成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情节严重，应以组织、领导

传销活动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黄

某某、胡某某发展下线超过 3 层、人数超过 120 人，经查，证

明二被告人发展人数超过 120 人的证据系证人董某亮登录 XXX

公司网站后下载、制作、打印而成的黄某某涉嫌传销的人员表

格和层级图，因公诉机关未能逐一核实该表格和层级图中显示



的人员是否真实存在，也未能针对涉案人员关于使用他人身份

证件在本案传销组织系统内虚做数据的辩解进行核实，故指控

被告人黄某某、胡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情节严重的证

据不足，本院不予认定。被告人胡某某作为张某的丈夫，主要

协助张某开展传销活动，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予以从轻

处罚。二被告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是自首，

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胡某某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相对较

轻，且悔罪表现明显，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

响，亦可达到惩戒的目的，故决定对被告人胡某某适用缓刑。

综合考虑二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认罪态度、悔罪表现和社会危

害性等情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

一、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

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黄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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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26 日起执行至

2022 年 4 月 25 日止；罚金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缴纳，上缴国库。）

二、被告人胡某某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缓刑考验期限，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自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缴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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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或者直接向广东省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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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艳



人民陪审员 辛倩平

人民陪审员 赖秀芳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书 记 员 苏淦德

附相关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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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