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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屡禁不
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违法成本低。

“按照计生条例，对进行非法胎儿性
别鉴定的违法分子，违法所得在一万
元以内罚款最多三万元；在一万元以
上的，处违法所得两倍以上六倍以下
的罚款。有些人会再次购买仪器，换

个地方重操旧业。”彭勇建议，一定要
加大对“两非”打击力度，追究刑事责
任并增加罚款金额，提高犯罪分子的
违法成本。此外，彭勇建议，在销售
环节加强监管，单位或个人从医药公
司购买B超机，应出具医疗从业资
质；对于辖区内销售的B超机，卫计

部门应跟踪监管。
多位卫生计生专家建议，应针

对一些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严重偏
高偏远地区进行重点打击，并加强
对非法胎儿鉴定链条下游“黑诊
所”、游医的查处。

吕允春建议，应禁止生产经营

企业向不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个
人销售医疗器械，要督促企业建立、
健全购销资质审核制度，严格购销
管理。此外，需鼓励公众向当地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举报违法行为。

（新华社广州8月15日电 记
者肖思思 刘羽佳）

上述便携式B超机是从哪里来
的？据了解，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条例等相关文件，便携式超声诊
断设备是按照第二类医疗器械进行
管理，生产、经营和使用此类产品须
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生
产许可证和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
案凭证等相关资质，禁止生产经营
企业销售医疗器械给不具有相应资
质的经营企业或使用单位。

“此类设备适用于专业机构，由
专业人员操作，因此，仅限医疗器械

生产企业或医疗器械批发企业销
售，并在医生的建议指导下使用。”
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
械安全监管处副主任科员吕允春介
绍说。

但记者发现，在网络上购买这
种便携B超机非常容易。在淘宝上
搜索关键词“便携B超机”，相关商
品数量很多。记者点开一家信用为
一颗钻的B超机专卖店铺，其多款
产品月销量为10台左右。经过沟
通，网店客服让记者添加了其公司

一名销售经理的微信。
记者在这名销售经理的微信朋

友圈中看到，有不少使用B超机时
拍摄的小视频和图片，其中不乏胎
儿检查的画面：有一张B超影像图
片的文字描述是“双胞胎”。

记者在淘宝搜索便携B超机时
发现，不少商品的描述出现“兽用”
二字。记者询问销售经理得知，此
款B超机也可用于人体，只是根据
客户需要，安装不同的系统而已。
据称，该仪器可对孕妇的乳腺、腹部

进行超声检查，公司还可向操作者
提供培训资料。

这名销售经理表示，客户仅需
支付100元订金即可发货，余款货
到付款，全过程无需提供任何资质
凭证。

为什么这些店家标明仪器是“兽
用”？吕允春介绍：“在医疗器械监督管
理条例中，对医疗器械的定义是‘直接
或者间接用于人体的’。若产品标明

‘兽用’就不符合医疗器械的定义，可以
划出监管范围，逃避管理和追责。”

近日，广州市番禺区卫生和
计划生育局通报，根据群众举报，
联合区卫生监督所、市桥街公安
派出所执法人员在番禺广场查获
一起在机动车内进行非法胎儿性
别鉴定的案件。当场查获非法使
用的车辆和用于胎儿性别鉴定的
B超机一台，涉嫌违法人员两
人。经办案人员询问，嫌疑人黄
姓女子长期从事胎儿性别鉴定，
用机动车四处流动作案。

据广州市番禺区卫计局副
调研员彭勇介绍，为迎合一些当
地人想生男孩的意愿，两名涉嫌
违法人员用机动车流动作案，对
胎儿进行性别鉴定。他们通常
与孕妇约好，在指定的地点、时间
见面，“医生”在面包车内给孕妇
进行B超检查。只需要3至5分
钟，就可以告知胎儿性别，一次收
费300元到500元不等。记者看
到，被查获的便携式B超机，外形
与大号笔记本电脑相似。

彭勇介绍，这些非法胎儿鉴
定，通常是通过熟人介绍单线联
系，孕产妇不会主动作证，导致
警方证据链不完整。

根据国家卫计委网站消息，
2016年，全国查处并结案的“两
非”案件共6439件。根据公开
报道，在安徽、江西、湖北、福建
等地，均发生使用便携式B超机
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的案件。利
用便携式B超机进行的“两非”
活动呈现明显的“流动性”，“打
一枪换一地”，有的甚至是跨省
跨境作案。

只要3至5分钟，花300元到500元，通过面包车上
一台小小便携式B超机，就能了解正在孕育的胎儿性别
……“新华视点”记者从多地卫计部门、医院了解到，一些
违法分子用机动车装载便携式B超机，进行非法胎儿性
别鉴定。这些便携式B超机，在网上购买几乎“零门槛”。

机动车流动作案

分钟告知胎儿性别
——非法胎儿性别鉴定乱象调查

“打一枪换一地”，
甚至跨省跨境作案

网络购买“零门槛”，商家标明“兽用”规避监管

追究刑事责任并增加罚款，提高违法成本

儿童用药存在“剂量靠猜、吃药靠掰”现象

家长给孩子吃药的心病

杭州破获特大网络赌博案
■ 618名涉案人员归案
■ 涉案金额超10亿元

浙江杭州警方近期成功破获一起特大地下网
络赌博案，10个组织严密、高度隐蔽的网络赌博
犯罪团伙被一举捣毁，618名涉案人员归案，经初
步测算涉案金额超10亿元。一起来看这个庞大
的网络赌博集团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如何设置障
碍躲避侦查？杭州警方又是如何突破障碍实施打
击最终侦破的？

借助网线“隔空”赌博
团伙内部实行会员层级代理

2017年3月，杭州警方在日常排摸工作中发
现，市区部分棋牌房、宾馆酒店内有人利用境外网
络赌博网站进行网络“百家乐”赌博活动。

2017年6月的一个深夜，杭州主城区某棋牌
室的一个包厢里，一台挂在墙上的电视机正直播着
一场“百家乐”赌局，电视机的一端通过一根网线与
一台电脑连在一起。这是该起特大网络赌博犯罪
活动中的一个场景，参赌人员虽相隔千里，却通过
一根网线相遇在同一个赌局。据警方介绍，这类赌
博活动一般通过注册网站成为会员，以互联网连接
的方式参与，团伙内部具备复杂的层级架构。

“团伙为首人员通过向境外网站缴纳保证金，
获取一定金额的赌盘及管理账号，再自行根据下家
代理的人数规模，将赌盘及管理账号层层分包形成
网络。”杭州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胡先龙说。

以其中的“陈某良网络赌博犯罪团伙”为例，
嫌疑人陈某良经常出入设在棋牌室和宾馆的赌博
场所，在网络赌博团伙层级架构中属于“底层代理
人员”。通过上家俞某美获得一定金额的赌盘和
账号后，陈某良指挥手下到各个棋牌室招揽参赌
人员，把自己的赌盘和账号分配给他们，由参赌人
员通过这些账号在手机、电脑上登陆境外赌博网
站进行赌博。

作为代理者，陈某良只需要向上级代理缴纳
5%至10%的保证金就可以获得10倍甚至20倍的
赌盘，而被陈某良招揽的参赌人员则是先参赌后结
账，对于输了钱未能按时结清赌账的，陈某良就会安
排手下人员上门“收账”。

专案民警告诉记者，俞某美之上还有更大的上
家，这些上家多分布在广东、广西和浙江省内其他地
市，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常出入境外赌场，对境外赌博
网站和“百家乐”赌博十分了解。

支付宝转账、不碰面网上操作
警方侦查遭遇层层障碍

网络赌场和传统赌场相比有什么特点？
据警方分析，这类网络赌博团伙上下级代理

之间关系交叉复杂，赌盘的分成情况时常变化，经
常出现“拼盘”“借盘”等情况。代理与参赌人员之
间，各级代理之间分赌盘、对账等都是“事先电话
联系、事后网上操作”，无需碰面，参赌人员也都使
用账号登录赌博网站进行赌博。

警方在侦查中发现，这些团伙代理与参赌人
员之间，各级代理之间都会在统一的时间进行结
算输赢，并通过银行卡、支付宝转账等方式进行结
算，且结算后便立即销户，删除相关证据，躲避警
方的侦查。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经过前期的缜密侦查
和调查取证，杭州警方掌握了10个犯罪团伙的充
足证据。6月12日凌晨5时许，随着杭州市公安
局专案总指挥部一声令下，早已守候在杭州7个
城区、县市以及广东、广西、河南、陕西和浙江省内
5个地市的2449名抓捕力量果断收网，618名涉
案人员归案。

据警方介绍，这是杭州市公安局治安部门侦
破的历史上组织力量最强、打击范围最广、抓获
涉案人员最多、涉案金额最大的网络赌博案件。

“这次重拳出击对我市的网络赌博违法犯罪
活动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胡先龙说。

输光钱借起高利贷
有人为还债将目标对准了亲人

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参加赌博的人
员中除了专业赌徒，还有不少有正当职业的人员
和一些退休人员。他们原本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自从接触上了网络赌博，便深陷其中、不可自拔，
最终铸成大错。有的甚至在自己输光钱后借起了
高利贷，为还债不断拉亲戚朋友来参与赌博。

8月10日上午，当初在深夜里棋牌室中“孤注
一掷”的赌徒董良（化名）被检察机关正式批捕。得
知这个消息后，董良整个人目光呆滞，面色憔悴。“朋
友说有个网上赌博的游戏很有趣，我当时觉得无聊，
就参与进去了，没想到今日会因此铸成大错。”

董良原是某棋牌室的常客，一次经朋友介绍，
他接触到了一家以直播“百家乐”赌博现场和以全
球各类球赛为依据进行网络投注赌博的网站。

“刚刚开始赌的时候尝到了甜头，后来就越输
越多。”没过多长时间，董良欠了一屁股债。警方
提醒，赌博是非法的，奉劝市民远离不良网站，杜
绝网络赌博，避免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据新华社杭州8月15日电 记者 马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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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汁服药

果酸会中和碱性
药物，降低药效

剥去溶衣

外包溶衣的药物
对胃有刺激或易
被胃液分解

睡眠时喂药

突然刺激喉舌等
部位，可引起喉
部痉挛

服药过量

擅自加大剂量，可
能引起脏器中毒

滥用维生素

有一定的不良作
用甚至毒性反应

喂药加糖

糖会抑制某些
药效，甚至产
生有害物质

儿童服药的十大误区

强行灌药

易使药物呛入
气管，造成窒
息危险

服成人药

儿童在疾病的
发生、发展上有
自己的特殊性

滥用退烧药

容易掩盖症
状，使疾病难
以诊断

滥用抗生素

长期使用抗生
素，会对身体
造成伤害

那么，在现阶段，作为家长又该
如何确保儿童用药的安全呢？专家
指出，为儿童制定药物治疗方案时要
注意四个环节：首先是根据儿童疾病
特点合理选药，有条件时应进行血药
浓度监测，根据其结果进行个体化给
药；其次要严格掌握用药剂量，并根
据儿童年龄（日龄、月龄）、病情等具
体情况作调整；再次是选择适宜的剂

型和给药方式，给药方式直接影响到
药物的吸收效果，儿童易接受的剂型
是口服液、糖浆剂以及贴剂、栓剂等；
最后还要密切观察药物治疗反应。

此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根据
全球儿童安全组织的相关统计显
示，药物中毒是儿童中毒的首要原
因，且呈现上升趋势。而儿童自己
误服，是导致儿童药物中毒的首要

原因。所以，家长除了让孩子正确
服药之外，也要注意将家中的药物
放置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

保障儿童用药的安全，一方面离
不开国家政策法规的支持，另一方面
也需要相关企业、组织等各方的共同
发力，促进儿童用药市场的发展，让
儿童药尽早走出“手掰时代”。

(据新华社新媒体专电）

儿童用药之所以如此“稀缺”，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策不配套，
监管和使用的相关制度缺乏衔接；二
是临床试验过程风险大，影响新药临
床开发；三是儿童用药市场化程度不
高，药企利润低，生产积极性不高。

在政策管理方面，目前我国还
存在儿童药品批文数量较少的问
题。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6月，我
国国产药品批文共176652条，其中
专用于儿童的药品批文3517条，儿

童药的批文数量远远少于成人药的
批文数量。

在市场运作方面，虽然有着二
孩政策带来的人口红利，但由于儿
童用药生产存在小批量、多批次，工
艺相对复杂，生产成本较高、新药研
发周期较长等特点，且在研发、转
让、生产、使用、销售等环节缺少相
关政策支持，都让药企在面对儿童
药的生产时“提不起劲”。目前我国
儿童用药医疗市场90%以上的份额

被外资企业占领。
据了解，零售药店对于儿童用

药的销售也存在不安全因素。根据
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药店店员推荐
的儿童药中，近15%的药品说明书
里没有关于儿童的说明或仅标注

“儿童酌减”；在没有提供医生处方
单的情况下，店员推荐的儿童药品
中有五分之一是处方药；店员在给
家长推荐儿童药品前，很少问及发
病时间、用药史、药物过敏史等。

在药品说明书上，很多关于儿
童的用药量写的都是“小儿酌减”之
类的字眼，这也导致给孩子吃药时，
很多家长往往会直接采取药量减半
的做法。但如此“简单粗暴”的做法
可能贻害无穷。

儿童的新陈代谢旺盛，调节能力
差，对药物的敏感性高于成人，加之大
量药品缺乏儿童用法、用量，儿童用药

少，导致我国儿童药不良反应发生率
较高。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儿童药物
不良反应率是成人的2倍，新生儿更
是达到4倍，每年约有7000例儿童死
于用药错误；14周岁以下的儿童中，
每年约有3万人因用药不当致聋。

在用药方面，儿童绝不能被简
单地视为缩小版的成年人，虽然“儿
童要用儿童药”似乎早已成为老生

常谈，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家长们
很可能临阵慌了手脚。

也正因此，大部分家长对儿童药
缺乏安全感。而正如家长担忧的一
样，事实上，我国现有的3500多种药
品中，专供儿童使用的只有60多种；
适合儿童的颗粒剂、糖浆剂、泡腾片等
剂型也非常少；95%以上的药品没有
儿童用药安全包装，未配备专用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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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孩子的钱最好赚”，但在儿童用药方
面，当前的市场仍存在着巨大空白，儿童用药的
短缺也带来了严重问题——据统计，约85%的家
长给孩子用药时存在安全隐患。我国儿童用药
存在的“剂量靠猜、吃药靠掰”的现象，亟待改观。

“小儿酌减”的用药量写法可能贻害无穷

药店店员卖药给家长前，很少问及发病时间、用药史、药物过敏史

小心给孩子服药，让儿童药尽早走出“手掰时代”

何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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