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联惠”听证现场

海雨天风，大江奔流。咸宁市工商以凛然正气，成功查处咸宁建市以来行政处罚领域第一大案——“云联惠网络传销案”。
传销极富煽动性和欺骗性，极易诱人上当，通过暴力或者洗脑的方式疯狂扩大，使一个个完整和美满的家庭蒙受损失，甚至酿成破碎的悲剧。
心中有人民，肩头有责任。崇高的使命驱使着正义的执法者义无反顾，冲锋陷阵，砥砺奋进。
一起惊天大案，引来全国同行瞩目。原省工商局、原国家工商总局领导夸赞：咸宁工商有一支办案执法的“铁军”！全国各地40多家同行单位前来咸宁取经。
一起惊天大案，精准查办得到咸宁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肯定。
一起惊天大案，诠释的是一种搏风击浪张扬正义的英雄情怀，展现的是一个履职尽责、争先创优的团队风采，矗起的是一个积极作为、勇于担当的部门丰碑！

10“铁军”是这样炼成的

钢铁是熔炼出来的，咸宁工商这支办案执法“铁军”是用精心打造
出来的。

咸宁工商局党组把执法办案作为品牌来做，以“铁军精神”武装执
法队伍，以“铁的拳头”彰显咸宁工商的正义形象。

高标高格，加压加码。局党组要求稽查局跳起来摘桃子，敢于碰
硬，以大手笔查大案。每年在一个领域突破，抓大案带小案，抓本级带
下级，靠能力引领全系统，现在每个县市区都成功查处过大案。

以案代培，以干代训。近年来，咸宁工商查处了20多起维护民生
民权案件，包括2016年全国网络传销第一案——广州云在指尖传销
案、山东鲁锦传销案、深圳鹏旭峰传销案、湖北擎天通宝传销案、善心
惠传销案等。办案人员在办案中得到锻打，积累了丰富经验。

培养骨干，人尽其才。党组搭建各类平台让干部职工有效提升业
务水平和办案能力，用心用力打造监管队伍，选拔有经验的干部，大胆
启用想干事、干大事、干成事的人。办案时打破科室，优势组合，用人
所长，搞好传帮带。

党建引领，党旗飘红。局党组注重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发挥党员
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稽查分局党支部历年是红旗党支部。全体党员
信仰坚定，作风过硬。

宝剑锋从磨砺出。几年的磨炼与打造，这支“铁军”阵容越来越
大，军威越来越雄壮。

昂扬奋进的“铁军”之歌
——咸宁市工商局查处“云联惠特大传销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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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亮剑出击 直捣“云联惠”

2016年3月，一个叫做“云联惠商业大系统”的消费模式在
网上刮起一股“黑旋风”，组织者设计了“你消费，我全返”的虚假
圈套，咸宁数百人卷入其中。

市工商局接到举报敏锐觉察到：云联惠涉嫌传销。局党组
高度重视，稽查分局迅速立案调查。专案组前往杭州、苏州、厦
门等地依法调取当事人服务器后台数据，前往广州深圳调取当
事人银行流水，对咸宁市内76名云联惠会员逐一登门询问，并
多次前往广州、北京、海南与当事人直面交锋。经过两年艰苦努
力，查清了云联惠公司组织策划传销的违法事实：在全国发展会
员已达130余万人，涉案金额3600亿元。

2018年4月10日，市工商局依法向云联惠公证送达《行政处
罚听证告知书》。5月3日，市工商局依法举行云联惠传销案听证
会。随后，向云联惠送达处罚决定书。同时，广东公安部门收网，
数百名特警包围云联惠公司大楼，将这伙传销头目一网打尽。

亮剑出击，完胜收兵；惊天大案，战果赫然。这是咸宁行政
处罚领域“第一大案”，也可能是全国工商系统历史上涉传案行
政罚没金额最多的一起“特大案件”！

2 十万里路云和月 异常艰难的取证之路

这起传销案牵涉面广，案情复杂，涉案资金巨大，对手特别
狡诈，给咸宁工商专案组的取证带来重重困难。

当稽查分局局长喻家瑾带着两名骨干——肖潇、上官征
——来到杭州阿里云调取电子数据时，首先遭遇了云联惠设置
的防火墙，对方提供的IP根本查不到后台数据。专案组人员立
马转战广州腾讯，又发现云联惠在网络上做了许多伪装，把有价
值的数据隐藏起来。专案组毫不气馁，穷追不舍，继续前往云
南、福建等地。每到一地，他们既要忍受等待的煎熬，还要承受
委屈和尴尬。历经数月，最终在厦门合法取得了云联惠服务器
中的后台数据。

但这远远不够。他们不仅要破译计算机语言，还要将这些
浩如烟海的数据进行司法固定。时值盛夏，他们在武汉“火炉”
里“烤”了一个多月，协同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又到深圳等
地，调查了7家银行20多个账户。多达20多万页的流水账，烧
坏了5台打印机，他们却要一条一条捕捉分析。

从2016年3月起，整整一年时间，办案人员四处奔波，风雨
兼程，足迹遍及北京、广州、浙江、江苏、福建、海南、湖南等省市，
行程5万多公里，绕地球一圈有余。得到的2030G的电子数据、
10万多页的纸质证据、93本17763页的案卷堆满了整整一个房
间。省工商局组织执法办案案卷检查时，看到这些案卷惊叹不
已，给了满满100分。

再狡猾的狐狸斗不过好猎手。专案组经过千辛万苦，像“剥
洋葱”一样终于把对手的伪装一层层剥开。

铁证如山！这成了案件取胜的决定性基础。

3 正面交锋 壮士搏击在战场

云联惠总部设在广州，“生意”做得特别大，声称在国内有
“大背景”，在美国有分公司，聘了几十位“世界级金融专家”帮他
们策划，要做成全球化公司。

咸宁工商专案组一开始就预感到，查处云联惠必然遭遇一
场恶战。但重责在肩，他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第一次交锋，对方“甩大牌”：“你们一个小小咸宁，竟敢管到广
州？管到我们头上？”公司行政总裁气焰嚣张，根本不承认是传销。

又一次交锋，喻家瑾正告：“你公司经营已有‘病’在身，开方
吃药势在必行。一旦久拖必成重疾，那时就只有动刀子了！”对
方仍旧顽固，狡辩不止。

后面的多次交锋，云联惠依然故我，要么设法抵制，故意刁
难，要么制造假象，搪塞应付。

喻家瑾明白：这不仅是在办一个案子，而是在打一场硬仗！
调查与反调查的背后是“刀光剑影”，有“明枪暗箭”，还有“糖衣
炮弹”。管它呢！既然上了战场，就要打赢这一仗！

看到咸宁工商步步深入、不罢不休之势，云联惠有些心虚
了。公司老总说：“我们赞助几百万，把你们的办公环境改善改
善。你们就不要在我们身上浪费时间了。”他们的图谋得到严词
拒绝。这招不行，云联惠便动用他们的“大背景”，通过不同渠道
给咸宁工商局施压。

顶住重重压力，专案组人员一往无前，犹如出鞘的利剑，每一次
搏击都直抵对手要害。云联惠疯狂反扑，使出“杀手锏”：几十封举
报信雪片一样飞向中央纪委、最高检察院、省委主要领导和省市纪
检、监察部门，诬告市工商局局长徐永春和稽查分局局长喻家瑾。

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从来是你死我活的。何况被巨大利益烧昏
了头脑的这帮无耻之徒会不择手段。当诬告的“杀手锏”失灵，他
们恼羞成怒，放出狠话：重金悬赏，取喻家瑾、肖潇、上官征的脑袋！

面对死亡威胁，三位壮士坦然一笑，毫不退缩。为防万一，
工商局特地为专案组9名主要办案人员购买了人身意外伤害保
险。这是领导的关心，却也透出几份悲壮。

近年网络传销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严
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
序。咸宁工商局从接到举报之日起，就以
很高的站位来看待这起案件。

工商局局长徐永春履任第三天就专题
听取此案的汇报。面对复杂案情和重重压
力，他清醒认识到：防范金融风险是大趋
势，维护人民利益是硬道理，公安部、国家
工商总局联合下发的打击网络传销的文件
就是“尚方宝剑”。他多次召集局党组会议
和案件研判会，要求牢固树立“谦抑、审慎、
善意、文明”的理性执法理念，全力依法稳
妥推进案件查办工作，实现“社会效果、政
治效果、法律效果”三统一。

稽查分局局长喻家瑾在迷茫之际，强

烈地意识到此案“柳暗花明”的重大转机，在
局党组会上表态，一定要提升政治站位、法
律站位和民生站位，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
度办好此案！宏亮的声音显得坚定而自信。

思路决定行动。咸宁工商果断向着恶
势力发起冲击。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决
心更大，愈战愈勇。

如果“各人自扫门前雪”，他们也可以
只查处咸宁域内的传销行为。但责任告诉
他们，让这帮家伙继续祸害社会就是工商
人的渎职！

如果惧怕压力，他们也可以中途退
却。在案情扑朔迷离阶段，各种风险都存
在。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勇于担当
的工商人咬定目标，铿锵前行！

4 站位决定视野 思路决定行动

“为这个案子，我们拼了！”专案组在工
商局党组面前立下军令状。

漫长而险象环生的调查取证期间，他
们天天忍受着痛苦的煎熬；破译和固定海
量证据的日子，他们夜夜加班加点；寒风烈
日中，他们为等待接访一站就是数个小时；
长途火车上，方便面和涪陵榨菜是他们最
常用的“美餐”。

更有心理压力与日俱增：对方反扑的
压力，上头“打招呼”的压力，案情波折的压
力，办案时间倒计时的压力……一重一重
的压力，像大山压在头顶，简直要把这些铁
汉子压垮。

肖潇的肾脏查出了乒乓球大的肿瘤，
医生让手术，他却一拖再拖，术后只作短暂
休息就重返战场。因长期办案在外，无睱
顾及小家庭。妻子责怨道：“孩子两岁多
了，你陪孩子的时间远没有陪云联惠的时
间多呀！”

上官征因长期住便宜宾馆染上荨麻
疹，医生建议调理休息，可他浑身涂满药

膏，照常加班加点熬通宵。岳母患癌症要
人照护，他却帮不上忙。几次面临更好的
工作调动机会，他都黙默放弃，毅然坚守。

年轻人都累出了问题，更何况年过半
百的喻家瑾！因长期饮食起居无规律，他
糖尿病加重，造成心脏堵塞两次住院手术，
人瘦了一大圈。78岁的老父亲查出肺癌晚
期，一家人忙得焦头烂额，可他很少陪护老
人。妻子望着他苍白的脸、长长的花白胡
须、消瘦的身子，心疼得眼泪哗哗流。喻家
瑾安慰说：“等这个案子结了，我就好好地
休息。”妻子知道这又是一句无法兑现的
话。喻家瑾在这个岗位干了9年，案子一个
接一个，他只能像陀螺不停地快速旋转。
可他不后悔。他说：“既然穿着这身制服，
扛着这份职责，我别无选择！”他动情地对
肖潇、上官征说：“云联惠的案子只能办成，
不能办砸，否则是我一生的遗憾，也会给你
们心里一辈子留个阴影！”

就这样，他们像“疯”了一样，去拼，去
搏，全然不顾透支健康和生命。

5 衣带渐宽终不悔 只为这份职责

查处云联惠的过程诡谲曲折，跌宕起
伏：时而迷雾重重，时而云翳稍开；几回眼见
要“卡壳”，又几回峰回路转。每一次起死回
生，都与工商局党组的坚强领导分不开。

专案组并非孤军作战，局领导和全体
干部职工时刻都在支撑着他们。

工商局党组是一个团结和谐、积极作
为的领导班子，在对待云联惠案的态度上
保持着高度一致。

局长徐永春虽有在市政府研究室长期
工作的经历，有吃透政策的习惯和优势，但
新接手这么大的案件，不得不十分审慎。
如果弄错了后果不堪设想，个人得失姑且
不论，工商的威信何在？咸宁的形象何
在？徐永春紧密依靠群众，相信众人智慧
和办案干部能力，多次听取专案组汇报，多
次召开案件研判会。他强调：工商局是“一
盘棋”，一个团队，要群策群力，握紧拳头。
他率先垂范，顶着压力定盘子，作决策。

党组成员、分管稽查副局长邱鹰经办
过的案子不少，但云联惠案错综复杂，对手
凶狠狡诈，案外枝节频生，令他压力倍增。
很熟的朋友打招呼，他硬着头皮不理睬；对
方找高层施压，他断然拒绝。在案件进入关
键时期，徐永春问邱鹰：“有信心吗？”“有！”

回答斩钉截铁，给办案人员增添信心。
在稽查分局，前方后方协同作战。分

管案件副局长吴强，始终把这个案子拿在
手上，既参与决策，又亲力亲为。由于长期
劳累造成腰椎盘突出严重坐骨神经痛。为
了案子，他坚持忍着剧痛四出奔走，长途坐
车痛得不行就咬牙站着。那次从厦门取回
数据，在动车上硬是站了8个小时。副局长
徐刚带病战斗，多次与云联惠面对面较量。
作为听证会答辩小组组长，他慷慨陈词，据
理驳斥，为案情把控立下了汗马功劳。

再以听证会为例看看咸宁工商的“团
队精神”。会前他们制定了详细方案，成立
工作专班，下设三个工作组：应对组负责举
证、质证和现场答辩事宜；记录组负责会议
记录、文字整理及记录材料会签；会务保障
组负责会场现场全程录像、PPT演示设备和
音响调试。要求法务支持团队全面介入，
协助整理案卷证据材料，确保证据无争议；
要求听证应对人员全面详细阅卷，查漏补
缺。2018年５月３日，听证会举行。会上
气氛紧张，双方争辩激烈。办案人员举证
确凿，答辩人答辩有力。整整一天的听证
会，充分展现了工商局团队的专业和法治
素养，也展现了他们的团队精神。

6 团队智慧 强力推进案情

8 借风借力 所向披靡

云联惠被查处，咸宁工商探索了执法的实战经验，丰富了办案文
化，为全国同行贡献了可资借鉴的“咸宁范式”。

云联惠案给人的重要启示之一是：案件的查处执法离不开党委政
府的高度重视，离不开上级部门的关心支持，也离不开相关单位的密
切配合。

对云联惠案的查办一直在原国家工商总局、原省工商局指导下进
行。咸宁工商局两次向总局领导汇报，总局对咸宁查办此案给予肯定和
支持。咸宁工商局到省局汇报十余次，省局态度鲜明，建议咸宁工商依
据法律法规，与公安部门协调好查处与风险管控事宜。在省局组织下，
先后召开三场专题研讨会，并组织了律师团队为案件进行业务指导。

2018年3月16日，市工商局前往市政法委汇报，向参会的市委宣
传部、市维稳办、市法制办、市信访局等市直部门通报相关情况。有关
部门纷纷表示支持此案的查处，并制定了防范各种风险的有关预案。

在查处云联惠案过程中，市公安、法院部门的支持力度非常之
大。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同时立案，联合办案，及时冻结云联惠账户。
咸安区法院在多个环节给予了鼎力支持。

各方面的重视支持、协同作战，给咸宁工商创造了良好的办案环境。

9 仁至义尽 以最大忍耐较量

面对云联惠这样的大案，不能急躁，不能粗心大意，要细之尤细！
这不仅是技术性问题，更是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

喻家瑾有个形象的说法：“办案如绣花，一针一线，都要到边到
角。”由于云联惠案参与者众，利益牵扯面广，稍有疏忽就会引起群体
事件。为此他们这些“铁汉子”当起了“绣女”，做起“绣花功夫”，把每
一个环节做牢做实，做细做稳。案件进入处罚阶段，他们仍如履薄冰，
无数次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案件风险评估，制定预案，最终使处罚执行
顺利到位。

多次与云联惠的正面交锋，有剑拔弩张，也有和风细雨。喻家瑾
多次劝导对方认识错误进行整改。即使对方屡教不改，专案组仍不放
弃，一次次做思想工作促其醒悟。……

“咸宁工商有一支执法铁军”。省工商
局分管执法办案的领导曾这样评价。摧毁
云联惠，更使“咸宁铁军”在全省、全国工商
系统声名远播。

咸宁是诞生“铁军精神”之地。当年汀
泗桥之战，叶挻率领的铁军将士所向披
靡。发扬“铁军精神”是咸宁工商人的追
求。经过多年磨砺，一支“执法铁军”脱颖
而出，跃马疆场。

说他们是“铁军”，“铁”在哪儿？
“铁”在信心，“铁”在意志。专案组铁

下一颗心，要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在遇
到各种阻力和干扰时，坚信正义终会战胜
邪恶。面对悬赏买人头的恫吓，他们毫不
畏惧，以顽强意志将查处进行到底。

“铁”在原则，“铁”在执法。办案过程

中，有说情的，有忠告的，有调解的，有变
通的，但他们铁面无私，只讲依法执法。
省某单位一位领导来咸，根据云联惠举报
信向专案组发出十几个质问。喻家瑾不
卑不亢，摆事实，讲证据，最终说服了这位
领导。

“铁”在敬业，“铁”在能力。专案组人
员运用过硬的法律知识、计算机知识、金融
知识，拨开重重迷雾，戳破层层圈套，将对
方的狡辩和无理指责剥得体无完肤。

“铁”在作风，“铁”在干净。“既办‘铁案
’，更办廉洁之案。”这是局长徐永春在与办
案人员谈心时提出的明确要求。他们坚持
廉洁自律，经受了金钱利诱的考验。每当
云联惠企图拉拢腐化时，他们高度警惕，断
然回绝。整个办案过程中，做到干干净净。

7 赞为“铁军” 不虚此名

核实摸排传销窝点

多达一百多卷的“云联惠”案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