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17年7月18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毕军 美编：张昕B02 社会

在这起案件中，苏州市公安局最终
查获生产、销售假减肥药的犯罪嫌疑人
共11人。

来自河南、在苏州打工的王某称，她
最初是帮人从网上代购减肥药，后来发
现市场需求大，从2016年4月份开始自
己销售各种减肥药。她在淘宝设立了网
店，但主要还是通过微信私下交易。她
还将弟弟、姐姐两家人带入共同“致富”。

王某销售的减肥药品牌很多，有不
同的来源，刘某只是其上家之一。而刘

某的药品销售至全国20多个省份，王某
也只是其下家之一。

“整个销售网络错综复杂，且都使用匿
名、假名，查清难度极大。”赵辰曦说，“在王
某家中，我们查获的发出的快递单就有上
万份，但这也只是整个案件的冰山一角。”

目前，警方的证据显示，刘某制售假
减肥药不到7个月，销售额高达73万余
元，平均每月10万余元。王某本人9个
月销售额高达120万元，而其整个家族
销售额约200万元。

“犯罪嫌疑人没给我们留下账目，这
是6位办案人员花费一个多月，通过微
信、支付宝聊天和交易记录整理核实的
交易额。”苏州市相城公安分局太平派出
所所长李华章说，“实际销售额可能远高
于警方所能核实的额度。”

“假减肥药的利润堪比贩毒。”苏州市
公安局环境与食品药品警察支队副支队长
田伟说，以“舒立轻”为例，犯罪嫌疑人王某
从刘某处购买，最初是68元／瓶，她一般
加价一倍，以130元／瓶的价格售出。后

来，刘某将价格降至25元／瓶，王某也适
当降价，但最低也要75元，是进价的3倍。

生产假减肥药的嫌疑人刘某原来也
是做转手生意的，嫌利润不够高，转而自
己生产。假减肥药利润有多高？警方告
诉记者，刘某购买胶囊壳每万粒仅100
多元，生产一瓶“舒立轻”给钱某工钱仅
1元／瓶，而其售价少则二三十元，多则
五六十元。嫌疑人刘某和钱某生产了多
少假减肥药已难以统计。警方从刘某付
给钱某的工钱推算，总共十多万瓶。

在减肥圈，“舒立轻”是一款知名度极高的
减肥药，全英文的说明书，产地标注为德国，一些减
肥达人昵称其为“小舒”。谁能想到，这样一款“高大
上”的减肥药，竟出自偏远村落脏乱的农家小屋里。

近日，在江苏省公安厅食药环总队的全程指导
下，苏州市公安局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的特大假减
肥药案。从购置机器、原料再到全国销售，这款假
药是如何绕开层层监管畅销全国的？“新华视
点”记者进行了追踪。

进口知名减肥药

——公安部督办特大假减肥药案调查

广告

国家开放大学国家开放大学（（海南海南））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海南公立成人高校，成人专科、本科学历教育首选，免成人高考入学
颁发国家承认学历毕业证书，教育部电子注册，符合学位条件的授予证书
项目类别：
1.开放教育类别：
开设专业：文史类、财经类、理工类、旅游类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8日
2.海南省总工会和海南省教育厅主办，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承办的
“农民工求学圆梦行动”（含开放教育和自学考试两种模式）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9月1日
3.“乡村小学教师”学力提升项目：
面向全省教师招生，参加学历教育学习期间参加国培项目培训。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8月10日
校总部咨询电话：65699668、65655998、66115373
分校咨询电话：文昌分校63299166，琼海分校62819613，三亚分
校 88214928，屯昌分校 67831937，东方分校 25583266，儋州分
校23885117，五指山分校86623720
校总部报名地点：海口市海甸二西路20号海南电大一楼招生接待中心

学知识学知识 强素质强素质 拿文凭拿文凭 交朋友交朋友
海口永和花园规划设计方案调整批前公示启事

海口永和花园为我市2012年批建的100 万平方米生态安居工
程，属《海口市西海岸新区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D4002地块，现状
已部分建成。为妥善解决海口市100万平方米生态安居工程遗留问
题，根据市政府十五届63次[2016]13号常务会议纪要精神，同意将
剩余部分转化为商品房建设。现海南鼎圣置业有限公司申请对已取
得土地权属手续部分进行规划方案调整（不含现状已建的限价商品
房），在地块计容建筑面积不变、公共配套设施不减少的前提下，对建
筑布局、栋数、高度、建筑单体平面、造型色彩及地下室等内容进行调
整。该规划调整方案已于2017年6月22日经专家评审原则通过，为
广泛征求相关权益人与公众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规划批前
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17年7月17日至7月28日）。
2、公示地点：海口规划网站（www.hkup.gov.cn）；建设项目现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hksghj@haikou.gov.
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
2055房海口市规划局规划建筑技术审查处，邮编570311。（3）意见或
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8724369，联系人：仉谦。

海口市规划局
2017年7月17日

关于执行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书》与《公告》的相关问题的声明
华侨宾馆各位干部职工、有关单位及相关人士：

本所受海南地恒泰投资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广州市黄埔区人民
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的裁定，自2017年6月29日起，位于海南省
海口市华信路3号(滨海大道北侧)华侨宾馆的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
物的所有权均属于海南地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所有。广州市黄埔区人民
法院也已于2017年7月11日在华侨宾馆现场张贴（2013）穗萝法执字
第3060号公告送达被执行人。

针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与《公告》的内
容，特代为声明如下：

一、海南地恒泰投资有限公司是依法公平参与拍卖，经竞价成功后
才取得买受权。海南地恒泰投资有限公司依法履行了所有买受手续，
并已交付1.72亿元的拍卖款完毕。

二、海南地恒泰投资有限公司只买受海南华侨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法院公开拍卖的资产，并没有买受其企业。所以，海南华侨旅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企业法人资格依然存在，仍应继续履行其法人职责，依法承
担企业的权利与义务。

三、海南地恒泰投资有限公司十分关注海南华侨旅业股份有限公司
存在的职工问题。在前期工作过程中，多次向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反
映必须从拍卖款中预留足够资金支持海南华侨旅业股份有限公司处理好
有关职工的社保以及安置问题。经了解，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及我地
相关法院，对此也十分重视。现在有关部门正在全力以赴地做好此项工
作。建议有涉及的职工应通过合法途径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向所在的
海南华侨旅业股份公司办理登记审批手续，再由海南华侨旅业股份公司
向当地劳动局、法院、政府申请，由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根据当地
法院判决，依法据实用其拍卖款优先支付，以确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特此代为声明
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

二O一七年七月十七日

该项目用地权属为琼海南洋瑞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项目位于
琼海市官塘区长岭水库南侧，用地面积 955839m2（约 1433.8亩），其中
Ⅰ号地块面积 200000m2，供地合同容积率 1.0；Ⅱ-1和Ⅱ-3号地块总
面积 152134.7m2，供地合同容积率 1.0；Ⅱ-2号地块面积 18943.3m2，供
地合同容积率 0.81。我局于 2010年批准该项目总平面图，2012年及
2015年分别批准该项目总平面图（调整）。其中 2015年（海规建审批
[2015]2 号）批准该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Ⅰ号地块用地面积
200000m2，总计容建筑面积 199786m2，容积率 1.0；Ⅱ号地块用地面积
171081m2，总计容建筑面积 55612m2，容积率 0.33；Ⅲ号地块用地
584758m2，会所建筑面积 2183m2。”根据《2010年第 7期琼海市城乡规
划委员会会议纪要》，本项目各地块经济指标须严格执行土地拍卖指
标且高尔夫球场（即Ⅱ号和Ⅲ号地块）配套建筑面积不应大于
89465m2，现在满足《2010年第 7期琼海市城乡规划委员会会议纪要》
要求下对项目方案进行部分调整，调整内容具体如下：一、Ⅰ-1号地块
由小高层公寓调整为低层住宅，Ⅰ-2号地块方案不变，调整后Ⅰ号地
块（面积200000m2）总计容建筑面积194977m2，容积率0.975。二、Ⅱ-1
号地块调整低层住宅户型及规划布局，Ⅱ-2号地块由分散式酒店调整
为集中式酒店，Ⅱ-3 号地块方案不变，调整后Ⅱ号地块（面积
171081m2）总计容建筑面积83333m2，容积率0.49。三、Ⅲ号地块（面积
584758m2）方案不变，建筑面积仍为 2183m2。调整后项目方案的各地
块容积率不超供地合同容积率，且Ⅱ号、Ⅲ号地块配套建筑面积也不
大于 89465m2。为了广泛征求社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与建议，现按程
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15个工作日（7月18日至8月7日）。2、公
示地点：海南日报、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及局网（http://www.qionghai.gov.
cn/index/index.jsp?agencyId=77）和项目现场。3、公示见反馈方式：（1）
电子邮件请发送到2671973141@qq.com；（2）书面意见请寄到琼海市规
划建设局规划股；地址：琼海市嘉积镇金海北路规划建设局；邮编：
571400；（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无意
见。为确保意见或建议真实有效，便于我局及时反馈情况，请提供真
实姓名和联系方式。4、咨询电话：0898-36828962，联系人：王先生。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 2017年7月17日

琼海市规划建设局关于拟调整
“美岭湖”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公示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为完善企业相关手续，请下列人员于2017年7月31日前

回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过期责任自负。

韩国芳 迟 乔 伍英娇 张顷丹 冯所深 王梁军

孙 锦 滕昭蓉 许 霞 莫振其 许振梓 张荣坚

郑后涛 吴绍华 胡凤雷 杨 静

地址：海口市和平大道23号安信大厦D座4楼

联系电话：0898—66190566、13876382728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

2017年7月17日

根据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2016）琼0106执250号之一执行裁
定书，本院将于2017年8月24日10时至2017年8月25日10时止在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f.
taobao.com/0898/19）进行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张杰位于海口市南海
大道亚洲豪苑1号亚洲豪苑城市广场金濂路商铺035号（证号：海房字
第HK154439）。起拍价：2587390元，竞买保证金500000元。

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7年8月7日9时起至2017
年8月22日16时止接受咨询（双休日除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7年
8月25日10时前于淘宝网缴纳竞买保证金。

特别说明：（1）上述标的按现状拍卖；（2）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
各自承担。

咨询电话：0898-66784655（林法官）
法院监督电话：0898-66705436

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拍卖公告
（2016）琼0106执250号

受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7年8月4日10:30
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第三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万宁市石梅湾旅游
度假区石梅湾九里一期A28别墅，建筑面积：226.06m2，参考价：565
万元，竞买保证金：80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8月1日
17:00时止。有意竞买者请于8月2日 17:00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
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为 8月1日17:00时止，以款到
账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宜
昌分公司；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三峡分行宜昌高新科技支行；账号：
42201331601050217558。缴款用途须填明：海南万宁房屋拍卖竞买
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款）。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价拍
卖,房地产面积以最终测绘为准，测绘费、过户税费、欠缴物业管理
费用等均由买受人承担。拍卖公司名称：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道49号中衡大厦17层；联系电话：
0898-68523808 13307551678；委托方监督电话：0717-6344780

（第20170804期）

万宁市石梅湾别墅拍卖公告
受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2017年8月4日9:30

时在我公司拍卖大厅第二次公开拍卖：位于海南省琼海市人民路389
号永金·海域天城C1栋 1007号住房，建筑面积：78.84m2，参考价：
50.4817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8月1日17:00时止。有意竞买
者请于8月2日 17:00时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
缴纳截止时间 ：8月1日17:00时止，以款到账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
名称：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宜昌分公司；开户行：中国建
设银行三峡分行宜昌高新科技支行；账号：42201331601050217558。
缴款用途须填明：海南房屋拍卖竞买保证金。特别说明:标的按现状净
价拍卖（空房）,买受人自行清场，房地产面积以最终测绘为准，测绘
费、过户税、费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拍卖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大
道49号中衡大厦17层；联系电话：0898-68523808 13307551678；
委托方监督电话：0717-6344780

海南中亚拍卖有限公司

（第20170804期）
琼海市永金·海域天城房产拍卖公告

因事业发展需要，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现面向社会公开招
聘业务人员2名、文案策划1名、项目经理2名，诚邀社会各界优秀
人士加盟。

一、招聘要求：
男女不限，年龄在35周岁以下，有会展工作或相关工作经验，

责任心强，吃苦耐劳，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思想道德素质。
业务人员：具有良好的市场开发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强；性格

外向，善于与客户沟通。
文案策划：具有良好的文字功底和创意想象力，良好的市场营

销策划、提案的能力，能够同客户在策略方面进行较强的沟通。
项目经理：精通项目管理，有独立实施会展项目管理操作的管

理经验；熟悉会展行业动态及运营发展趋势，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

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出色的组织管理才能，较强的执行能力；
工作责任心强、事业心强、富于创新和团队精神。

二、报名方式:
请有意向者登陆南海网（www.hinews.cn）人才专栏，下载填

写《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人才报名表》，并发邮件至30284346@qq.
com（邮件主题及文件名格式为：姓名+毕业院校+应聘岗位）。
报名截止时间为2017年7月21日。

三、录用程序:
按报名、资格审查、面试、体检、审批、试用等程序，择优聘用。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898）66810859 13036084888 刘女士

海南日报会展有限公司招聘启事

关于解除协议合同的公告
三亚旭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贵司租赁我方位于海南三亚林场小海棠湾海边防风林带、海边
坡地总计448亩，自2009年5月25日起一直拖欠租金，因多次催
要未果且无法联系到贵司，特公告如下：依据《合同法》第九十四
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
仍未履行的，可以解除合同。因此，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解除贵司

与我单位所签署的：2000年1月12日的《协议书》；2004年5月
28日的《租赁小海棠湾防风林带土地合同》；2004年5月28日的
《租赁小海棠湾林地补充协议》。请贵公司在公告之日起三日内撤离
现场并按约定撤离所有的设备设施，否则我方按无主处理。另外请
于15日内与我单位联系支付拖欠的租赁费及利息。

上述解除的协议、合同自公告之日起生效。特此公告
海南省三亚林场
2017年7月18日

“假减肥药的利润堪比贩毒”

网络支付＋快递轻松绕开监管

“药品进口名录里没有这款药”

在百度上输入“舒立轻”三字，
立刻会跳出8万多条搜索结果。其
中既有销售“官网”，也有消费者交
流的“贴吧”，有的“贴吧”跟帖达11
万之多。

“在微信圈它的知名度更高，
至于这个品牌到底从何而来，至今
没人能说清楚。”主办此案的苏州
市公安局相城分局太平派出所民
警赵辰曦说，“号称是德国很流行
的药，但是，我们托人在德国药店
并没找到这款药。而在国内是肯
定不允许销售的，因为药品进口名
录里没有这款药。”

市场上的药从何而来？2016
年10月，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打假
特战队在线监控，注意到这款减肥
产品，检测发现含有非法添加物西
布曲明。于是，将线索推送至公安
部，最终此案交由苏州公安承办。

“药品包装之精美与生产环境
脏乱，形成巨大反差。”赵辰曦说。
警方的视频显示，药品生产的地
点，是在徐州市丰县一个偏远村庄
的农家院落。房屋由黄砖砌成，内
部杂乱无章，生活用品与制药的
主、辅料堆放在一起，地上到处是

散落的药粉，还有部分药粉盛放在
两个敞口的小盆中。

犯罪嫌疑人、“生产者”刘某
称，其坐镇石家庄遥控指挥徐州的
钱某生产。

苏州市药品检验检测研究中
心对犯罪嫌疑人生产的“舒立轻”
进行检测，发现药品中有盐酸西布
曲明成分，每公斤含量为2685.7毫
克，按相关法律规定确认为假药。
盐酸西布曲明是中枢神经食欲抑
制剂，具有抑制食欲作用，副作用
大，可能导致高血压、心率加快、厌
食、肝功能异常。2010年，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宣布国内停
止生产、销售和使用西布曲明制剂
和原料药。

更危险的是，为追求效果和口
碑，犯罪嫌疑人不断随意增加西布
曲明含量。刘某向警方供述，一开
始，每粒胶囊含 25毫克“西布曲
明”，后逐步加到40毫克，最后是
50毫克。每次调整成分配比，刘某
会让钱某试吃，确认吃后口干口
渴、无食欲，才快递给下家。除了

“舒立轻”，他们还生产“健之达”
“百秀纤”两款品牌的减肥药。

新华视点

此案主要嫌疑人刘某27岁，大学毕
业，之前从未接触制药。钱某是一名47
岁的农民，初中文化。他们是如何大量
制假、贩假的？

据了解，刘某先是百度寻找到卖
胶囊壳的网友“小精灵”，然后加微信
联系，不需要提供任何资质，不需要做
任何说明，即可购买。接着又百度找
到网友“海诚”，将要仿制的药品外包
装平面设计图和产品说明书发给对
方，同样不需要资质证明和说明，就可
让其生产。

防伪标识也能从网上轻松搞定。刘
某找到“龙兴奥美”，要求其生产三款药
品的防伪标识。对方没过问资质和用
途，收到模板就答应为其生产，而且还将
其中两个防伪标识上的网址主动改为自
己设计的虚假网站，好让客户在假网站
上查证产品信息。

为了让胶囊看上去更加饱满，刘某
又找到“广州纽隆化工”等网友，买了一
些医用辅料。同样，双方之间也非常“默
契”，不多问，只通过电话、微信、qq联
系，不见面、不签合同。购买胶囊灌装机

器，对方还来安装、维修，也同样“默契”，
并不多问。

唯一遇到的询问，来自一个叫“追
求”的网友。刘某向其购买盐酸西布曲
明，对方问了一句做什么，刘某毫不避
讳，直言做减肥药。对方不但没说什么，
相反还告知添加剂量。不过，因为效果
不够好，刘某后来又找其他网友购买盐
酸西布曲明。

纵观整个案件，从购买原料到出售，
基本上都是网上来网上去，且一对一私
下交易，把传统的工商、食药监等监管环

节全都绕开。
苏州市公安局环境与食品药品警察

支队支队长顾德胜说：“过去的监管模式
在网络时代不管用了，迫切需要改进。”
苏州警方表示，当前一些社交媒体既有
聊天功能，又有支付功能，极易被不法分
子利用，迫切需要政府加快构建网上数
据管控体系。同时，需要网络企业担负
起应有的社会责任，配合政府相关部门
做好管控，并努力提高对产品和交易的
监管门槛。
(新华社南京7月17日电 记者朱国亮)

竟出自脏乱农家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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