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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善心汇”假慈善真敛财的面具
� � 高呼“扶贫济困、 均富共
生”，名为精准扶贫，实为非法传
销，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

高收益为诱饵，通过网络虚
假宣传，采取“拉人头”方式大肆
发展会员，一年时间裹挟群众逾
５００ 万人……

慈善光环之下，十余亿元悄
然进入张天明个人腰包，“善心
汇”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黑幕？

近日，公安部组织侦办了“善
心汇”涉嫌特大传销案，依法对深
圳市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张天明等人涉嫌组织、领
导传销活动等犯罪问题进行查
处。 新华社记者日前通过深入采
访，揭露了张天明等人打着“善”
的旗号违法行“恶”的本质。

“共富神话”背后的 “庞氏
骗局”

办案民警介绍， 发展会员
时，“善心汇”以慈善的名义讲述
一个“共富神话”：会员只要按一
定标准投资， 可以很快收回本
金，并获取高额回报。 同时，通过
不断发展下线，随着会员层级提
高，还有源源不断的获利。

“慈善事业是不求回报的，
做慈善的公司怎么可能获得高
额的返利呢？ ”办案民警一针见
血地指出了“善心汇”公司自相
矛盾的行骗逻辑。 张天明等人编
织的“共富神话”是一个通过拆
东墙补西墙来瞒天过海的“庞氏
骗局”。

“他们说这是扶贫，交 ３０００
元，２０ 天以内返 ３９００ 元给我。 ”
６４ 岁的李某是湖南某县的一个
农民。 今年 ６ 月底，他被一个朋
友诱导加入“善心汇”，把这几年
靠种田、 打工攒下的 ３０００ 元交
了上去，不料现在血本无归。

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开始，张天明
等人宣扬“扶贫济困、 均富共
生”，策划、操纵并发展人员加入

“善心汇”。 截至目前，“善心汇”
注册会员 ５００ 余万人，会员遍布

全国。
事实真的如“善心汇”所宣

传那样吗？ 办案民警通过剖析其
模式，揭穿了其传销本质。 参与
人向推荐人以每颗 ３００ 元价格
购买一颗“善种子”，即可激活一
个会员账号。 会员账户激活后，
可通过投入资金和发展下线获
得高额静态、动态收益。

静态收益是指会员按照平
台指令，向陌生会员汇款，称为
“布施”。 这一环节完成一段时间
后，平台会安排其他会员向此人
汇款，称为“感恩受助”。 会员可
以选择“特困”“贫困”“小康”“富
人”“德善”“大德”六个档次，“布
施” 金额从 １０００ 元至 １０００ 万元
不等， 收益率从 ５％至 ５０％不等。
动态收益则指的是会员发展下
线后，可以拿到下线“布施”金额
２％－６％的提成。

据警方调查，张天明所宣传
的 ２０００ 亩黄花梨基地， 实际只
有几百亩且还只是树苗；所谓的
三亚槟榔谷 ２６０ 亩房地产开发
用地， 根本没有办理过用地手
续；注册的公司中，大量只是空
壳公司，没有实际业务。

按照其说法， 系统内每个会
员都能获取超过本金的收益，但
是，“善心汇” 以及会员没有能支
撑这种高额收益的实体产业和正
常的盈利模式， 投入的资金没有
产生增值，那么收益来自于哪里？

如今被警方抓获的张天明
向记者揭晓了答案：“‘善心汇’
要维持运转就是靠不断发展新
会员，用后面加入的人的钱补给
前面的人。 ”“善心汇”公司通过
搭建网络平台，用传销等手段吸
纳资金，系统内用来支付回报和
奖励的是源源不断补充进来的
参与人的本金。

“这就是击鼓传花的骗局，一
旦下线发展慢了， 资金流入量小
于支付量，资金链就会断裂，系统
就会崩盘。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
今年 ５月前后，“善心汇” 被湖南
省公安、工商部门调查，系统运转

受影响， 张天明担心
系统崩盘， 煽动了大
量会员前往湖南省政
府非法聚集， 甚至在
大雨天把残疾人和老
人安排在人群的最前
面， 严重扰乱了当地
社会秩序。

“幸亏查处及时，
否则受损的人更多。”
不少参与人这样表
示。 截至今年 ６ 月 １
日， 会员资金缺口达
９２ 亿余元，涉及会员
２３０ 余万名。

扶贫幌子背后的
敛财阴谋

“扶贫济困”“互
助共生”，这是“善心
汇”在发展会员时的口号，宣称
所有的钱都用于扶贫和慈善。 但
实际上，除了“旧人吃新人”的资
金循环，“善心汇”会员的大量资
金以类似抽头的方式进入了张
天明等人的私人腰包。

据负责技术维护的骨干成
员黄某回忆，张天明诱导自己加
入时， 反复地说你有理想有抱
负，要投入到扶贫中，说既能扶
贫又能赚钱。 在“善心汇”互助网
络上，很多细节都有意跟扶贫慈
善挂钩，比如把传销中的层级命
名为“特困社区”“贫困社区”等
等， 还有诸如“功德主”“布施”
“善心币”等各种命名。

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 几名
骨干成员都表示，加入一段时间
后，发现扶贫只是假象，实际还
是通过传销来敛财，只是利用扶
贫来包装、隐蔽。

办案民警向记者列举了一
些类似例子。 比如组织慰问贫困
户，花费不多，却声势浩大，在发
展新会员时大肆宣传。 甚至还以
帮扶的名义，把部分贫困户发展
成会员。

办案民警介绍，“假扶贫”背
后是张天明等人的“真敛财”，

“善种子”“善心币”“解冻费”等
所有涉案费用，绝大部分由会员
直接打款至张天明的多个个人
账户，一年下来张天明获利十余
亿元，其他骨干成员也都有不同
程度的非法所得。

张天明表示，他的非法所得
投入到捐助、扶贫的钱只占极少
数。 用他自己的话说，掏这些钱
也是为了给会员们呈现一个慈
善家的形象，引诱更多人加入。

“捐助别人，应该是拿合法
的钱， 但这些都是非法所得，意
味着有更多普通群众损失。 ”办
案民警说。

“天师”外衣藏着的贪婪之徒

受害人员告诉记者，在部分
“善心汇”成员的眼中，张天明就
像圣人， 部分会员甚至称他为

“张天师”。
据警方调查和“善心汇”部

分骨干成员介绍，“张天师”的形

象是张天明对自己极力包装的
结果。

张天明，生于 １９７５ 年，黑龙
江省哈尔滨市人， 初中肄业，近
年常驻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是
整个“善心汇”传销活动的组织
者、策划者、管理者。 先后做过服
装、 净水器等生意，２０１３ 年到了
深圳发展，前后开过几家公司。

据负责宣传的骨干成员刘
某表示，“张天明特别会说，张口
就能来一大段，跟人打交道也永
远是一副笑脸。 ”但是，他认为张
天明不踏实，喜欢吹嘘，比如要
做一百万元的事情，就跟别人说
做五百万元。经常宣传自己有 ３９
项专利， 其实很多都是虚假的。
有个什么想法， 自己不去做，而
是画一张大饼，召集别人去做。

在“善心汇”内部，张天明每
周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半都会
在会员微信群里进行语音直播，
大讲要实现人生价值，要互助共
生。“通过不断的演讲，强化会员

们对他的印象，认定了他是慈善
家，相信‘善心汇’是慈善事业，
发展更多人进来。 ”刘某说。

人前跟会员宣传要做好事，
以慈善家包装自己的张天明，背
后却在大肆敛财。 综合张天明自
己供述和公安部门调查， 张天明
把非法所得的 10 余亿元，用于给
自己和家人购置大量资产， 如在
昆明以自己控股公司的名义花费
２．２亿元购买了一座大厦。 办案民
警介绍说， 张天明的妻子在逃跑
时，随身携带了 １４０ 多万元现金、
２９张银行卡， 仅抽查的 ８张卡中
的资金就有 １１００多万元。

“我愿意现身说法，‘善心
汇’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取得个人
利益，我个人深深地感到悔恨和
愧疚，‘善心汇’如今变成了‘恶
心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
天明说道，“不劳而获是走不通
的。 希望大家不要在错误道路上
越走越远， 能够真正意识到，这
种模式的危害。 ” （据新华社）

� � 2017 年 8 月 8 日，四川省
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
震。 灾情发生后，少数网民在
互联网上散布地震谣言信息，
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引发社会
恐慌。 对此，公安部高度重视，
迅速部署四川、陕西等地开展
查处工作，现已依法查处一批
借机编造传播谣言信息的网
民，其中 4 人已被依法处以行
政拘留处罚，相关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经查，网民陈某某、殷某
某在微信群假冒“中国地震局
四川分局”名义散布谣言信息
称，“2017 年 8 月 9 日凌晨 3
时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将有
余震发生”； 网民金某某假冒
“中国地震台网” 名义在微信
群造谣称，“8 月 8 日 21 时许
在陕西汉中市老君金寨附近

发生 6.5 级地震”；网民齐某在
微信群造谣称，“阿坝地区将
发生 8.7 级地震”。公安机关已
对上述 4 名网民依法处以行
政拘留处罚。 此外，针对一些
不法分子借九寨沟地震，以网
络募捐名义实施诈骗、借机敛
财的行为，公安机关已掌握相
关违法犯罪线索，正在抓紧开
展打击查处工作。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
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 对于借自然灾害之机
故意制造传播谣言、实施诈骗
敛财等违法犯罪活动，公安机
关将依法严厉打击查处。 希望
广大网民不造谣、 不信谣、不
传谣， 发现谣言及时举报，共
同维护健康的网络环境和良
好的社会秩序。

（据公安部网站）

公安机关依法查处编造传播
九寨沟地震谣言信息的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