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8)湘 0124 刑初 412 号

公诉机关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黄湘赣，男，1977 年 9 月 29 日出生于湖南省，汉

族，高中文化，农民，住湖南省。因涉嫌犯组织、领导传销活

动罪，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被宁乡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8

年 7 月 3 日被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2018 年 7 月 18 日

被我院决定取保候审。现在家。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以宁乡市院公诉刑诉（2018）458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湘赣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于 2018

年 7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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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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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派检察员胡赛兰、书记员伍小龙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黄湘

赣到庭参加了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省宁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亮碧思公司是在香港合法

注册成立的经营精油、化妆品、酒类、奶粉等产品的公司。根

据亮碧思公司制定的经销商聘级制度及返利计算方法，凡累计

购货达 5000 港币，首年缴纳年费 360 港币，就可申请加盟成为

该公司的独立经销商，以后每年续约费为 210 港币。亮碧思公

司内部将参加者按照购货所产生的业绩（即 PV 值，1 港币

=3.75PV）的不同，由低到高分为经销商、爵士、伯爵、侯爵、

公爵、勋爵、尊爵等七个级别。参加者根据业绩或组织下线的

情况可晋升相应的级别，并享受相应的优惠及获取相应的返利

提成。具体制度如下：



1、累计购货满 5000 港币成为该公司经销商，享受购货价

格 20%的优惠；

2、个人业绩累计满 24000 港币升为爵士，享受购货价格

29%的优惠，同时可获取差额利润 9%；

3、个人业绩累计满 96000 港币以上升为伯爵或一次购货满

80000 港币或组织三条直属爵士线（通过一次购货方式直接成

为公司伯爵称为“切大单”或“切大盘”，实际只需支付

62080 港币），可享受购货价格 38%的优惠，同时可获取差额利

润 9%-18%及伯爵同阶培育利润六代（即第一代 5%、第二代

3%、第三代 2%、第四代 1.5%、第五代 1%、第六代 1%）；

4、伯爵组织五条第一代伯爵线（称为齐架），并报备挑

战，挑战业绩连续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达 100 万

港币（连冲营业额 80 万港币）升为侯爵，享受购货价格 41%的

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3%-21%、贡献利润、培育利润六代、

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5、侯爵组织五条第一代侯爵线并报备挑战，挑战业绩连续

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 1067 万港币升为公爵，享受

购货价格 42%的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1%-22%、贡献利润、

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红、公爵同阶利润

六代、公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6、公爵组织五条第一代公爵线并报备挑战，挑战业绩连续

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 10667 万港币晋升为勋爵，

享受购货价格 42%的优惠，可获取差额利润 1%-22%、贡献利

润、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红、公爵同阶

利润六代、公爵亚洲分红，以及勋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7、勋爵组织五条第一代勋爵线，可晋升为尊爵，享受购货

5.8 折优惠，可获取差额利润 1%-22%、贡献利润、培育利润六



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红、公爵同阶利润六代、公爵

亚洲分红、勋爵亚洲分红以及尊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2006 年至 2010 年，被告人黄湘赣与杨某 2、刘某 2、周某

1、周某 2、龙某 1、龙某 2、李某 1、喻某 1、徐某、谭某、刘

某 3、冯某李某 3、杨某 1、喻某 2、刘某 4（均已判刑）等人

先后加入亮碧思公司成为独立营销商。2008 年，周某 1 及下线

周某 2 等人为了更好的发展并管理下线，成立了胜利光辉团

队，约 2012 年，周某 1、周某 2 等人成立了汇爱团队（含原胜

利光辉团队），2013 年 8 月，汇爱团队又分为胜利光辉和梦想

成真两个小团队，分别进行管理。上述人员在珠海、中山以推

广亮碧思产品的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或引诱或组织湖

南、广西、广东等地的人员到香港参观学习（即“出单”），

宣讲亮碧思公司的聘级及返利制度，并鼓动参观者通过“切大

单”形式直接成为该公司伯爵级别经销商，并在珠海、中山组

织各类传销课程并收取培训费用，鼓励团队成员“定目标”，

晋级聘级，让学员学会如何计算返利提成，如何“买空架”提

升级别，如何通过“邀约”、“插旗”、“跟单”等一套固定

流程继续发展人员交钱加入亮碧思公司，不断扩大传销网络。

具体情况如下：

2009 年 9 月，被告人黄湘赣经李某 1 介绍，以购买商品的

方式获得加入亮碧思公司的资格，成为胜利光辉传销团队成员

李某 1 的直接下线。2009 年被告人黄湘赣先后发展了喻某 1 等

人成为自己的直接下线，2012 年，被告人黄湘赣成为了公司公

爵，属于胜利光辉团队的骨干成员，负责团队内部信息的传

达、管理下线、租赁场地供传销团队成员“学习”给新人谈心

以发展其加入传销团队等。



案发后，被告人黄湘赣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罪行，归案后已退缴违法所得 150000 元。

上述事实，公诉机关列举了：到案经过说明、刑事判决

书、湖南省非税收入电子缴款收据、户籍证明等相关书证；证

人章某、张某、郭某、刘某 1 等人的证言；李某 1、喻某 1、杨

某 1、徐某等人的证言；被告人黄湘赣的陈述和辩解等证据予

以证明。

该院认为，被告人黄湘赣以推销亮碧思公司产品为名，要

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购买商品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

定顺序组成层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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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其行为触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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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黄湘赣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

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黄湘赣系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黄

湘赣到案后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提请本院

依法判处。

被告人黄湘赣对宁乡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及事

实均无异议，并自愿认罪。

经审理查明：亮碧思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亮碧思公司”）是在香港合法注册成立的经营精油、化妆

品、酒类、奶粉等产品的公司。根据亮碧思公司制定的经销商

聘级制度及返利计算方法，凡累计购货达 5000 港币，首年缴纳

年费 360 港币，就可申请加盟成为该公司的独立经销商，以后

每年续约费为 210 港币。亮碧思公司内部将参加者按照购货所

产生的业绩（即 PV 值，1 港币=3.75PV）的不同，由低到高分



为经销商、爵士、伯爵、侯爵、公爵、勋爵、尊爵等七个级

别。参加者根据业绩或组织下线的情况可晋升相应的级别，并

享受相应的优惠及获取相应的返利提成。具体制度如下：

1、累计购货满 5000 港币成为该公司经销商，享受购货价

格 20%的优惠；

2、个人业绩累计满 24000 港币升为爵士，享受购货价格

29%的优惠，同时可获取差额利润 9%；

3、个人业绩累计满 96000 港币以上升为伯爵或一次购货满

80000 港币或组织三条直属爵士线（通过一次购货方式直接成

为公司伯爵称为“切大单”或“切大盘”，实际只需支付

62080 港币），可享受购货价格 38%的优惠，同时可获取差额利

润 9%-18%及伯爵同阶培育利润六代（即第一代 5%、第二代

3%、第三代 2%、第四代 1.5%、第五代 1%、第六代 1%）；

4、伯爵组织五条第一代伯爵线（称为齐架），并报备挑

战，挑战业绩连续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达 100 万

港币（连冲营业额 80 万港币）升为侯爵，享受购货价格 41%的

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3%-21%、贡献利润、培育利润六代、

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5、侯爵组织五条第一代侯爵线并报备挑战，挑战业绩连续

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 1067 万港币升为公爵，享受

购货价格 42%的优惠，并可获取差额利润 1%-22%、贡献利润、

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红、公爵同阶利润

六代、公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6、公爵组织五条第一代公爵线并报备挑战，挑战业绩连续

三个月滑动累计组织业绩，营业额 10667 万港币晋升为勋爵，

享受购货价格 42%的优惠，可获取差额利润 1%-22%、贡献利



润、培育利润六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红、公爵同阶

利润六代、公爵亚洲分红，以及勋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7、勋爵组织五条第一代勋爵线，可晋升为尊爵，享受购货

5.8 折优惠，可获取差额利润 1%-22%、贡献利润、培育利润六

代、领导利润六代、侯爵亚洲分红、公爵同阶利润六代、公爵

亚洲分红、勋爵亚洲分红以及尊爵亚洲分红等返利。

2006 年至 2010 年，被告人黄湘赣与杨某 2、刘某 2、周某

1、周某 2、龙某 1、龙某 2、李某 1、喻某 1、徐某、谭某、刘

某 3、冯某李某 3、杨某 1、喻某 2、刘某 4（均已判刑）等人

先后加入亮碧思公司成为独立营销商。2008 年，周某 1 及下线

周某 2 等人为了更好的发展并管理下线，成立了胜利光辉团

队，约 2012 年，周某 1、周某 2 等人成立了汇爱团队（含原胜

利光辉团队），2013 年 8 月，汇爱团队又分为胜利光辉和梦想

成真两个小团队，分别进行管理。上述人员在珠海、中山以推

广亮碧思产品的名义，以高额回报为诱饵，或引诱或组织湖

南、广西、广东等地的人员到香港参观学习（即“出单”），

宣讲亮碧思公司的聘级及返利制度，并鼓动参观者通过“切大

单”形式直接成为该公司伯爵级别经销商，并在珠海、中山组

织各类传销课程并收取培训费用，鼓励团队成员“定目标”，

晋级聘级，让学员学会如何计算返利提成，如何“买空架”提

升级别，如何通过“邀约”、“插旗”、“跟单”等一套固定

流程继续发展人员交钱加入亮碧思公司，不断扩大传销网络。

具体情况如下：

2009 年 9 月，被告人黄湘赣经李某 1 介绍，以购买商品的

方式获得加入亮碧思公司的资格，成为胜利光辉传销团队成员

李某 1 的直接下线。2009 年被告人黄湘赣先后发展了喻某 1 等

人成为自己的直接下线，2012 年，被告人黄湘赣成为了公司公



爵，属于胜利光辉团队的骨干成员，负责团队内部信息的传

达、管理下线、租赁场地供传销团队成员“学习”给新人谈心

以发展其加入传销团队等。

案发后，被告人黄湘赣自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

了自己的罪行；公安机关扣押了被告人黄湘赣人民币 150000

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当庭质证并审查属实的证据予以证

明，本院予以确认：到案经过说明、刑事判决书、湖南省非税

收入电子缴款收据、户籍证明等相关书证；证人章某、张某、

郭某、刘某 1、李某 1、喻某 1、杨某 1、徐某、喻某 2、沈某

1、文某、胡某 1、唐某 1、唐某 2、曾某、李某 2、黎某、胡某

2 的证言；公爵会议记录、组织结构图、提货单；被告人黄湘

赣的供述和辩解。

本院认为，被告人黄湘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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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情节严重。被

告人黄湘赣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黄湘赣在案发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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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被告人黄湘赣自愿认罪认罚，可以酌情从轻处

罚。宁乡市司法局经调查评估认为被告人黄湘赣监管条件尚

可，再犯风险较小，并建议本院对其适用社区矫正。湖南省宁

乡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对被告人黄湘赣判处一年以上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适用缓刑的量刑建议，符合法律规定与本

案具体情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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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

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黄湘赣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二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已经缴纳 17500 元，余款从公安机关扣押被告人黄湘赣的

150000 元中予以折抵，不足部分限被告人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缴纳）。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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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两份。

审 判 长 张罗文

人民陪审员 黄未来

人民陪审员 蒋华平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二日

书 记 员 董礼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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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