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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傳銷肆虐三十年

下 篇

天津靜海公安 6 月份剛剛將盤踞於靜海地區的非
法傳銷組織「蝶貝蕾」連根拔起，然而僅過了一
周，誤墮該非法傳銷組織的內地大學畢業生李文
星的屍體就被發現。有媒體曾報道，自 2008 年至
2014 年 6 月間，靜海區工商、公安機關累計集中
開展打擊非法傳銷行動近 400 次，累計取締非法傳
銷窩點 1,300 個。然而，如此多的行動卻沒能讓非
法傳銷在靜海消失。據了解，未能根除非法傳銷
的主因參與者除了容易自立門戶外，更因為這些
組織所在的鄉村都啞忍村內的非法傳銷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怡、敖敏輝 綜合報道

2017年
2017
年 8 月 13
13日
日（星期日
星期日）
）

非法傳銷隱身鄉村
村民憂報復均啞忍
警方雖多次打擊「毒瘤」仍未拔除

內地常見的
非法傳銷手法
以招工、招聘、介紹工作
為名傳銷
誘騙學生、農民、下崗職工
等群體，採取暴力或軟暴力
方式控制人身自由，並操控
他們從事傳銷活動。

謊稱
「國家試點」
、
「西部
開發」
組織傳銷
以所謂「資本運作」、「特
許經營」、「加盟連鎖」、
「連鎖銷售」等形式，以高
額回報為誘餌，誘騙群眾到
相應地區從事傳銷活動。

假冒直銷企業進行傳銷
■天津靜海警方 6 月份一次行動
成功搗毀了 2 個傳銷窩點
個傳銷窩點，
，並查
獲 33 名活動參與者
名活動參與者，
，但仍未能
令非法傳銷絕跡靜海。
令非法傳銷絕跡靜海
。 網上圖片

■天津靜海公安 6 月曾宣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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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到 8 日，靜海區開展打擊非法傳
8銷的「凌晨行動」，平均每天出動執法

人員 6,000 餘人，進行出租屋排查、入戶宣
傳等工作。事實上，這樣的專項行動在內
地的其他省份也時有組織，但成效並不顯
著。非法傳銷組織大多選擇鄉村落腳，便
於轉移和藏匿。「惹不起還躲不起」的心
態成為了當地民眾的考量，形成了一種互
相不願捅破的「灰色」平衡。

惹不起躲不起 形成「灰色」平衡

都可以另立山頭。「蝶貝蕾案」曾在 2006
年就被定義為「全國最大傳銷案」，涉案
者多達 50 餘萬人，涉案金額 20 億元人民
幣，疑犯遍佈全國 30 多個城市。十多年過
去了，這個組織也不曾覆滅。

傳銷花樣翻新 手段愈顯詭秘
「儘管媒體做了大量相關報道，非法傳
銷窩點被端的新聞也屢見報端，但由於人
們對非法傳銷的認知還停留在以前，認為
它離自己很遠。」內地反傳銷組織人士蔣
德勝接受媒體採訪時這樣說。他還認為，
由於多年的打擊，一些非法傳銷組織也具
備一定反偵查經驗，甚至借助高科技手段
來遮掩非法行為，這就要求打擊非法傳銷
的手段不斷升級，用更新更好的技術手段
來壓制不法行為。
據一份最新的調查報告顯示，一種主
要依賴於微信、QQ 等網絡社交平台的

「微傳銷」正在加速擴張，成為監管的
「灰色地帶」。如今，傳銷騙局的形式
呈現出越來越多樣化的趨勢，騙術不斷
升級變異，欺騙性更強。傳統的異地操
作傳銷模式的發展空間已越來越小，傳
銷模式正在向線上、線下相結合的網絡
方式轉變。
蔣德勝介紹，網絡傳銷借助一些科技手
段，將新聞視頻、圖片，經過特殊處理，
製作成非法傳銷組織的一系列宣傳素材，
達到以假亂真的目的。「很多人對網絡上
的一些內容，缺少辨別能力，一旦被打上
政府扶持、新項目投資等標籤後，將會降
低大家的防範心理。」
由於網絡傳銷隱蔽性強、取證難，打擊
難度大，使非法傳銷人員的犯罪僥倖心理
增強，借助互聯網的便捷，使非法傳銷組
織洗腦更具威力，這些都是網絡傳銷得以
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

入罪門檻高導致「立案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檢察日報》報道，
「『蝶貝蕾』傳銷的洗腦課程，我現在
都可以倒背如流。」近日，記者通過電
話聯繫到資深反傳銷人士葉飄零，言談

間，他顯得十分平靜。葉飄零曾經在
「蝶貝蕾」傳銷組織待過幾年，還做到
了一定級別。他退出該組織後，2005 年
與幾名志同道合的義工成立了反傳銷同

■內地法例僅追訴 30 人以上且
層級在 3 級以上的組織者
級以上的組織者，
，立
案難使非法傳銷活動屢禁不
止。圖為「廣西一號傳銷大
案」審判現場
審判現場。
。
網上圖片

盟，至今已解救上萬名受害者。據葉飄
零所說，非法傳銷組織有成員會專門研
究法律，因此對抗能力很強。
在葉飄零看來，非法傳銷活動屢禁不
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立案難。「刑法和
相關司法解釋僅規定對 30 人以上且層級
在 3 級以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進行追訴。
對於 30 人以下的，公安機關就不能立案
了。」據內地法律規定，組織、領導傳
銷活動罪的定罪標準是涉嫌組織、領導
的傳銷活動人員在 30 人以上且層級在 3
級以上的，對組織者、領導者，應予立
案追訴。曾有案例因非法傳銷窩點一共
只有 29 人，最終警方不得不將他們全部
釋放。

學者倡打擊多次參加非法傳銷人員
一位有着豐富非法傳銷案件辦理經驗
的檢察官告訴記者：「這幾年，他所在
的檢察院一直注意打擊傳銷犯罪活動。

但從辦理的案件來看，基本都是對一些
下游犯罪進行處罰，如非法拘禁罪、過
失致人死亡罪等，對非法傳銷行為本身
定罪的很少。」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袁彬則認
為 ， 從 立 法 的 角 度 講 ， 「30 人 」 和 「3
級」的規定是合理的。「要構成組織、
領導傳銷活動罪，就必須符合兩個條
件：一是有傳銷組織存在，二是起到組
織、領導作用。『30 人』是對『傳銷組
織』存在的人數認定；『3 級』則是對在
傳銷組織中起組織、領導作用的結構認
定。」
袁彬說：「之所以不對其他參加者進
行刑法處罰，是考慮到很多參加者本身
也是受害者。但是如果他們實施其他犯
罪行為，如非法拘禁、故意傷害等，就
必須承擔法律責任。」他續指，從立法
角度，可以考慮將多次參加非法傳銷的
人員，納入打擊範圍。

假冒國家政策 官員不慎中招
&
內地《半月談》調查說，將傳銷行為包 活動巧妙「嫁接」到其傳銷模式和活動 253層，涉案金額21億元人民幣。

根據警方介紹和網上流傳的地方電視台
中。貌似響應國家政策的投資項目、捏造
裝得美輪美奐是傳銷分子的慣用伎倆。
山東濰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今年在打擊
一宗以某商城名義開展的傳銷活動時發
現，傳銷組織以編印內部刊物為手段展開
自 我 宣 傳 。 翻 開 這 份 刊 物 2016 年 第 1
期，可以讀到大量對歷年中央一號文件，
「互聯網+」及「一帶一路」等國家政策
的曲解，以及多位國家領導人活動報道的
拼貼，傳銷組織將這些政策和國家領導人

的高額回報率，以及傳銷分子的洗腦式灌
輸，讓全國多地群眾聞之心動，趨之若
鶩。
在山東濱州市公安局沾化分局去年偵破
的「百川幣」互聯網傳銷案件中，傳銷組
織也假借「互聯網+」及「一帶一路」旗
號，發展所謂「互聯網金融」，涉及 24
個省區市 90 餘萬會員，會員層級多達

報道視頻顯示，這個傳銷組織 2015 年召
開 700 多名會員參與的「百川世界互聯網
峰會」，會議地點選擇在中部某省一地級
市市委黨校，該市副市長到會致辭，商務
局局長、副局長等領導幹部出席。辦案民
警說，直到偵辦案件時，「百川幣」傳銷
組織「投資」地區的部分黨政幹部還深信
該組織帶來的是招商引資項目。

■「百川世界互聯網峰會」吸引了 700 多名會
員參與。
網上圖片

新型互聯網傳銷
打着資本運作、項目投資等
旗號，對不特定對象招募會
員，以返現為誘餌拉人頭發
展下線等形式組織領導傳銷
活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缺乏聯動機制 非法傳銷猖獗

沒有村民具體說得上來王家樓村的村裡
到底有多少非法傳銷人員。但這座距離靜
海區政府直線距離不足 6 公里的小村莊，
實際上早在約 10 年前，就有非法傳銷組織
的窩點存在。
一個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年男性村民
說，警方好幾年前就開始針對此類民宅進
行過打擊，抓人時「光着腳的青年滿地

跑」，跑走以後，沒過多久又會捲土重
來，出於畏懼舉報後被報復，「惹不起還
躲不起」的心態成為了更多村民的考量，
日子在沉默中過去，形成了一種互相不願
捅破的平衡。
據《新京報》的報道，在這其中，村民
與非法傳銷組織之間則一直保持着一種默
契，互不干擾，相安無事。王家樓村一名
村民表示，平日裡這間民房進出的多為青
年人，由於早起晚歸，進出人數很多，附
近的鄰居都不知道屋子裡具體有多少人。
實際上，涉事的民宅產權並非非法傳銷組
織所有，伴隨村裡更多人搬走，不少村民
也願意「廢屋利用」，將房屋租賃給別
人，幾經轉手，最後落入非法傳銷組織手
中。
更令公眾擔憂的是，非法傳銷組織總是
能夠死灰復燃。反傳銷組織的分析認為，
因為參與者眾多，任何一個席捲其中的人

直接冒用正規直銷企業的企
業名稱或冒用其名義，通過
網絡招聘銷售人員及作出虛
假宣傳，以銷售商品為掩
護，以高額返利、高額回報
為誘餌，通過發展加盟商、
業務員等形式從事傳銷活
動。

針對如何有效的打擊傳銷犯
罪，專家們普遍認為，打擊非法
傳銷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需要
全社會動員、各部門聯合，多舉
措持續打擊。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刑事司法學院副院長董邦俊教授
認為，相關部門對市場經營的管
理不夠嚴密，他舉例，當前網絡
經營信息發佈與網上經營活動常
常處於無人監管狀態，如李文星
遭遇的 BOSS 直聘，這很容易被
非法傳銷組織鑽漏洞。
董邦俊還認為，除了監管問
題，各部門在打擊非法傳銷上沒
有形成有效的合作機制，是非法
傳銷活動屢禁不止的另一重要原
因。當前，中國在打擊非法傳銷
層面，尚未形成聯動機制，如就
業信息的發佈與規範、電信網絡
信息的管理、公安機關對非法傳
銷案件的偵辦、金融管理部門對
金融活動的監管等。「這令非法
傳銷活動犯罪處於管不了或無人
管的狀態。」 董邦俊說。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袁彬
教授認為，在協調聯動方面，不
僅需要各部門聯合，還需要各地
區聯合。因為，很多非法傳銷活
動，並不限於一地，而是跨省或
者全國範圍存在。袁彬認為，針
對某些非法傳銷組織，最好由公
安部成立專項部門統一指揮，協
調各地集中打擊，才能徹底清除
社會「毒瘤」。
袁彬認為，這些互聯網「創新」產品還
缺乏與之相配套的風險監管機制，而相關
部門也尚未將其納入監管之中，給了非法
傳銷組織可乘之機。而導致非法傳銷野蠻
生長的更深層次原因，是非法傳銷社會經
濟的發展與人口流動的日益頻繁。「進入
新環境，人們對傳銷活動並不了解，在面
對超乎尋常的利益誘惑時，很容易便深陷
其中。」袁彬分析，這類人往往存在貪便
宜和僥倖心理，即使明知違法，也認為自
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