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心汇”传销案二审维持原判

涉案超千亿，主犯张天明获刑17年

A09法眼2019年5月11日 星期六
编辑/熊佩凤 图编/言琼 美编/张元清 校对/苏亮

扫
码
看
善
心
汇

案
维
持
原
判

图片·新闻

打着慈善的幌子
发展传销人员598万人

2013年5月，张天明注册成立
深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善心汇”公司）。2016
年3月起，张天明、燕吉利、查方胜、
宋文军等人以“众扶互生系统”为
依托，以“扶贫互助”为名，以高额
回报为诱饵，采取培训、宣传等多
种方式在全国各地发展会员，骗取
财物，要求参加者以缴纳300元购
买“善种子”的方式获得加入资格，
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会员之
间根据“善心汇”确定的收益规则
进行资金往来，以发展下线的数量
作为返利依据，会员的获利收益全
部来源于后期会员投入的资金。

2016年3月至2017年7月，宋
文军等10名被告人通过加入公
司,在张天明的安排下开展传销活
动，并打着“扶贫济困、均富共生”
的幌子， 在全国各地大肆发展会
员，收取巨额费用。

2016年5月起，查方胜、张天
生、贺智英、ZHANGTIANYU（新
加坡籍）、阎莉、林千平、韩明、于洪
玉等8名被告人先后注册成为“善
心汇”会员，并通过多种方式发展
下线、接单护盘，为“善心汇”公司
删除网络负面信息、 拍摄宣传片。
至案发， 查方胜共发展下线会员
25595人，下级网络24层。

被告人林明慧、张泽文明知张
天明从事传销犯罪活动，仍为其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分别达1.2亿元、
1300万余元。

截至案发，参与“善心汇”传销
活动的人员共598万余人，涉案金
额1046亿余元。

此外，公安机关对“善心汇”传
销活动立案侦查后，张天明等人通
过“善心汇”公司微信群煽动600余
名会员于2017年6月9日至11日先

后到有关公共场所采取拉横幅、喊
口号等方式进行请愿示威，提出违
法要求，拒不听从治安管理人员的
劝导，抗拒、阻碍公安人员依法执
行职务， 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被告人查方胜在张天明的安排下
负责在长沙市的聚集活动，查方胜
又安排被告人韩明为现场负责人。

主犯获刑17年
并处罚金1亿元

2018年12月14日， 双牌县人
民法院、冷水滩区人民法院、祁阳
县人民法院分别作出一审判决：判
处被告人张天明犯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一亿元；犯聚众扰乱
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
年，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一亿元。被告人查方
胜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
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
十万元；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决
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三十万元。被告人宋文军犯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有期徒
刑八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
元。被告人林明慧犯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以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聚众扰乱
公共场所秩序罪或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分别判处其他26名被告人
一年六个月到十年不等的有期徒
刑及罚金。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张天明、
查方胜、宋文军、林明慧等24人不
服， 向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
上诉。

永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审判
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
法，遂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5月10日讯 在KTV唱
歌被人挑衅， 还遭到了围殴，事
后居然要给打人者赔钱，浏阳钟
先生的遭遇令人愤慨。也正是这
样一个事件，浏阳警方牵出了一
个以大瑶镇男子陈强为首的黑
社会性质组织。昨日，浏阳市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涉嫌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案， 陈强等25名组织成员被指
控涉嫌非法拘禁罪、 寻衅滋事
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开设赌场
罪等9项罪名。

2018年2月16日晚，钟先生
到浏阳大瑶镇某KTV消费，期

间偶遇女性朋友邱某，便上前热
情地打招呼。这样的举动，让邱
某男朋友黎某很不爽，多次出言
挑衅， 双方也由此发生争执。就
在这期间， 黎某的好友陈强出
面，将钟先生一顿暴打。

当两人被拉开后，陈强再次
找人来殴打钟先生，直到钟先生
受伤离开。陈强却觉得自己怄了
气， 打电话叫人将KTV大厅电
视机、冰柜等设施砸坏，并殴打
KTV服务人员。

经鉴定，钟先生等人的伤情
均属于轻微伤，KTV被砸坏物
品损失价值7800余元。 迫于陈
强等人的淫威，本系受害人的钟
先生事后还主动向陈强赔礼道
歉， 并赔偿了KTV经济损失
7000元。

该案因此也引起了浏阳警
方的注意，经过专案侦查，很快

发现了一个以陈强等人为首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

公诉机关指控， 自2013年
以来，该组织以暴力、威胁等手
段， 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拘禁、寻
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开设赌
场、妨害公务、交通肇事、诈骗、
强迫交易等一系列犯罪活动，其
中实施非法拘禁1次，寻衅滋事
5次， 造成1人轻伤，6人以上轻
微伤等危害后果，社会影响极其
恶劣。在2013年至2017年期间，
该组织通过开设赌场、 强制交
易、诈骗、放高利贷等违法活动
攫取非法财富金额多达130余
万元。

鉴于案情较为复杂，该案庭
审将持续四天， 届时将公开宣
判。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雷博 吕小姣

本报5月10日讯 自导自
演成功人士， 混进微信群“结
交”好友，再逐个击破拉人“投
资”。近日，宁乡市侦破一起虚
假投资平台诈骗案， 在短短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已有十多
名受害人上当受骗， 诈骗金额
近百万元。

今年3月初，宁乡警方发现
当地有一个名为“嘉胜国际”的
平台，正在从事虚假投资外汇诈
骗。 经过半个月缜密侦查，3月
23日， 长沙市反电诈中心联合
宁乡市公安局开展收网行动，在
宁乡多地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

今年年初， 犯罪嫌疑人林

某、张某在一个名为“创富国际”
的平台“进修”后，购买设备、软
件，成立“嘉胜国际”平台，为了
逃避打击，还将办公地点选择在
宁乡某乡镇一处隐蔽的地方。在
网上购买微信号、照片等，将自
己包装成“外汇分析师”，之后加
入各种微信群，在群内挨个添加
好友，然后冒充“分析师”邀对方
进入炒外汇群。

“用异性账号来添加受害
人。”民警刘红林介绍，取得受
害者信任之后， 林某等人就会
将受害人拉入单独的微信群中
进行交流。 每个群成员有十多
人至几十人不等， 但实际上除

了受害者外， 其他成员都是林
某等人操作的账号， 有冒充分
析师的，有冒充投资者的，为消
除受害者顾虑， 还会时不时发
布一些盈利的截图， 而投资者
就在群里附和， 一旦受害人上
钩，林某等人就会诱骗其到“嘉
胜国际” 平台投资交易。“实际
上可在后台随意操控所谓投资
的输赢， 而微信群里除一个受
害人，其余的全是托。”

为何投资问题回答如此专
业？民警告诉记者，他们在现场
搜出大量“剧本”，犯罪嫌疑人只
要按现成的“剧本”回复即可。

■记者 杨洁规

本报5月10日讯 开车不喝
酒，喝酒不开车。但最近，株洲茶陵
一名男子拍下朋友“酒驾”的视频，
并发到朋友圈“炫耀”。最终，其行
为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被公安机
关依法行政拘留。

5月1日， 茶陵的李某邀请朋
友谭某来家中吃饭，饭后，谭某称
要开车外出拿点东西，李某陪同坐
在了副驾驶位置上。

开车过程中， 谭某说口渴，李
某见车上有一瓶啤酒就打开递给
他喝，在谭某喝的过程中，李某一
边用手机拍摄视频， 还一边解说：

“这车开得稳稳的。”随后，一时兴
起将拍摄的视频上传至自己的朋
友圈， 并配文：“喝酒不能开车，一
定要开，请这样开。”

当茶陵公安民警找到李某时，
他后悔地说：“当时就是发着玩，为
了炫耀。”

李某因涉嫌非法利用网络发
布违法活动的信息，其行为侵犯了
国家对网络安全的管理制度，妨害
了社会管理秩序， 具有社会危害
性。目前，李某已被县公安局依法
行政拘留。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谢琛皓

打着“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的幌子，在全国各地发展会员
598万多人，涉案金额1046亿元。5月10日，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依法对“善心汇”传销案二审公开宣判，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刘晓芬 刘姣丽

微信群除一个受害人，其余全是托
宁乡侦破一起虚假投资诈骗案，短短一月10人被骗近100万元

K歌遭围殴，事后还要给打人者赔钱？
浏阳开审25人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被控非法持枪等九宗罪

朋友圈炫耀朋友酒驾也属违法？
没错！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给予行政拘留

5月10日，
长沙市天心区
正塘坡路，新能
源电动清洗车
在马路上作业。
当天，我省首台
新能源电动清
洗车投入使用。
该车具有零排
放、 低噪声、宜
操作、 充电快、
续航强等特点。
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