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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不含有效成分，有的未经批准

假抗癌药为何能畅达30省份？
——深圳一起特大生产、销售假药案追踪

从海外代购转向非法生产、销售，涉案人员在长达一年半时间里，通过医
生牵线搭桥，向全国30个省份销售抗癌药物数十种，涉案金额超千万元。经
权威机构鉴定，这些抗癌药均系假药，有的根本不含有效成分。

记者追踪调查这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审结的特大生产、销售假药
案发现，其背后暴露出我国药品监管领域存在的缺陷，相关部门亟须从采购源
头到销售终端整个流程加强监管。

一盒药最高获利上万元
有的药不含有效成分

2016年3月接到投诉后，深圳
警方分别在某快递营业点、涉案人
员家里及仓库缴获大量未销售的
假药和犯罪用工具，陈忠华、梁德
毅、彭晶晶、纪维维等8名犯罪嫌疑
人落网。

据办案人员介绍，该犯罪团伙
主要负责人纪维维分别在香港和内
地注册公司，先是从海外供应商购
买抗癌药物。后来看到治疗肿瘤方
面的靶向药市场比较好，遂组织人
员自制胶囊盗用国内外知名抗癌药
品牌出售。

“药粉是从香港带过来的，我不
知道其成分是什么，陈忠华说是治
疗肺病的。还有治疗白血病方面的
药，标注全是外文，看不懂，用白色
塑料盒发货。”梁德毅说，药都是他
们自己动手罐装，工艺也很简单，整
个过程没有冷藏措施。

据办案人员介绍，2014年9月
至2016年3月期间，涉案人员销售
的假抗癌药品30余种。

这些假药的销售价基本是进货
价的两倍以上，一盒最高可获利1
万元。如“格列卫”的进货价是500
元／盒，销售价是1500元左右；“美
罗华”进价 7500 元／盒，售价达
15000－17500元。

经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和深圳市市场稽查局的检验鉴
定，涉案的抗癌药抗肿瘤药，有的
不含有效成分，有的属于未经批
准。这些药物不仅对癌症患者无
益，还会贻误病情。有受害人反
映，服用后出现头晕、呕吐、四肢
乏力等不良反应。

记者调查发现，涉案人员主
要以分成的方式让医生牵线搭
桥将药品推荐给癌症患者及其
家属，然后通过快递派送。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三甲
医院基本上都去过了。每个医
院我们都会去医生办公室和病
房这两个地方，选择的科室是肿
瘤科和血液科。”梁德毅说，他们

推销时带着一份列有70多种药
品的报价单，全部都是肿瘤和血
液疾病的药品，很多药在国内根
本没有见过。

纪维维说，卖药主要通过网
络销售快递寄送。“网上销售除西
藏以外其他各省份都有客户。帮
我介绍业务的医生一般是按照药
品销售额的10％分成，通过他们

提供的账号转账过去，北京、上
海、湖南等地医院比较多。”

“公司日均发货量30单左
右，由快递配送销往全国各地，
基本是流入医院、诊所和个人手
上。”负责客服的涉案人员彭晶
晶说，他们主要是通过电话、微
信、短信、QQ的方式联系客户
或供货。

代购“野蛮生长”
监管亟须“亮剑”

法院经审理查明，此案查扣未销售的药
品金额合计4332159元人民币，已销售的药
品金额合计5931593元人民币。目前，涉案
8名被告人已被法院以犯生产、销售假药罪
判处3至13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
万元至1500万元不等。其中纪维维被判处
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1500万元。

我国药品管理法严格规定，开办药品零
售企业须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进口
须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
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广
东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吕胜柱指出，此案
中，犯罪团伙在没有相关证件的情况下私自
购买或生产抗癌药，虽然受到法律严惩，但
暴露出我国药品行业的监管漏洞。

“当前抗癌药物大都是外资垄断的专利
药，由于成本高、受众小，医院进口此类药物
占比严格控制，而药店也不会大量库存，从
而导致海外代购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
加入药品代购行列。”深圳市人民医院肿瘤
内科医生李炜澔说，在海外代购“野蛮生长”
的同时，网络和快递因其特有的便捷、隐蔽
特征，成为销售假药的主阵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首席放射物
理专家胡逸民表示，海外代购药品的行为
游走在法律监管的灰色地带，直接从境外
购买没有经过国内相关机构正规检验的药
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在我国是禁止
销售的。

胡逸民认为，对于海外代购药品行为，
执法部门要加强源头上的审核及监管，并对
涉药执证单位加大排查力度；另外，要创新
监管手段和方法，依托高科技加强对网络聊
天软件、实时通信工具、物流快递、银行账户
等销售渠道的筛选和过滤，消除工商、公安
机关等部门的执法盲区。

（据新华社深圳1月18日电 记者 周科）

医生牵线搭桥 快递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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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关于办理保国用（1999）字第47、48、49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注销登记的通知

海南保亭红毛丹（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鸥海实业公司：

1999年，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给海南鸥海实业公
司颁发了保国用（1999）字第47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给海南保亭
红毛丹（集团）有限公司颁发了保国用（1999）字第48号和保国用
（1999）字第4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经核查，这三本土地证的颁
发不符合相关规定。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和《海南经济特
区土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请你公司在15个工作日内持保国
用（1999）字第47、48、49号国有土地使用证到我局办理注销登
记手续或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办理也未提出申辩的，我局将
依法予以公告注销。特此通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8年1月18日

经海口市政府同意，拟对海口市药谷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修编）》B0202地块、B0301地块、B0402地块规划控制指标进
行修改。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议，现将规划
修改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个工作日（2018年1月19日至2018年3月6
日）。 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www.gxq.gov.cn）。 3、公
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mail@gxq.com.cn；（2）
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园海口国
家高新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局，邮编：571152；（3）意见和建议请在
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
65580991，联系人：朱明刚。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海口市药谷工业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
编）》B0202地块、B0301地块、B0402地块规划

修 改 公 示

临高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等七家信用合作联社依据已生效
的【2014】海南一中民初字第23号《民事判决书》申请强制执行海
南厚水湾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厚水湾集团）及海南义丰投资有限
公司（下称：义丰公司）的抵押资产，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
称：一中院）作出【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179号裁定书。

在评估、公告、拍卖、变卖处置厚水湾集团及义丰公司财产及
财产权益的过程中，一中院作出【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179-25
号《民事裁定书》及相关公告、【2015】海南一中执字第179-26号
《民事裁定书》，但在执行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厚水湾集团及义丰公司于2017年4月20日依法向海一中院
提出执行异议申请，经一中院书面审查，于2017年5月19日作出
【2017】琼96执异6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厚水湾集团及义
丰公司之异议请求。

厚水湾集团及义丰公司不服该裁定，依法向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下称：省高院）申请复议，经审查，省高院根据《关于汇力远
鉴报字【2016】第01001号司法鉴定报告评估价值的说明》这一新
证据，认为有可能影响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作出了（2017）琼
执复7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一中院（2017）琼96执异69号
执行裁定，发回一中院重新审查。依法应当撤销原来的拍卖、变
卖裁定，执行回转并重新评估拍卖。那么，临高西部港湾物流投
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需将其受买我司的资产回转。

此外，我司已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
兹此，特通告各利益相关企业（人）注意风险。
联系电话：18689501333

2018年1月20日

海南厚水湾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义丰投资有限公司 通告

五指山市国土资源局
闲置土地调查通知书

海南晨翔农业开发公司有限公司：

2013年，你司取得位于五指山市番阳镇万川工贸有限公司

西侧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为五国用（2013）第66号和

五国用（2013）第68号）以来未开发建设，土地长期闲置。

根据《海南省闲置土地认定和处置规定》和《闲置土地处置

办法》相关规定，上述宗地涉嫌构成闲置土地，我局现依法对上

述宗地进行调查，请你司接受调查，自本通知书刊登之日起30

日内，向我局提供以下材料：1、土地权利证明文件；2、宗地闲置

的原因说明及辅证材料；3、土地开发利用情况说明。

你单位应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负责。逾期不提供上述材

料，我局将根据其他调查材料进行闲置土地认定。

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86630997

海 南 天 锤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2017）龙拍委字第8号
经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并委托，

由我司对以下涉案需变现财产依法进行第二次公开拍卖:被执行
人海南金泰世纪地产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海口市海甸岛五东路 3号
金泰世纪花园地下车库：23、25、26、49、50号车位，其中 23、25、
26 号车位参考价均为:122600 元；49、50 号车位参考价均为:
128700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现将第二次拍卖相关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18年2月2日
上午10:00；2、拍卖地点:海口市国贸大道CMEC大厦12层西区；3、标
的展示及办理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18年1月31日17:00止，
逾期将不予办理竞买手续；4、收取竞买保证金时间:2018年1月31日
17:00前（以款到账为准），收取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口市龙华区人
民法院，开户行:光大银行海口金贸支行，账号:39250188000155194；
5、缴款用途处须填明:（2017）龙拍字第8号（如代缴须注明代某某缴
款）；6、特别说明:上述标的按现状分散拍卖，如拍卖总值达到50万时，
则终止对其余车位的拍卖，过户的税、费按国家规定各自承担。拍卖机构
电话:0898—68528518、13379958070；法院监督电话:66130025

拍 卖 公 告

拍 卖 公 告
受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我公司定于2018年2月6

日上午9时30分，在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二楼会议室（东胜区
金峰电子城对面）公开拍卖，位于三亚市羊栏镇解放西路土地使用
权（土地使用权证号：三集建（1998）字第0002号、宗地号：02112-
1号、2070.54平方米；土地使用证号：三集建（1998）字第0003号、
宗地号：02112-2号、4666.64平方米）。参考价：342.9426万元,缴
纳竞买保证金:68万元。拍卖成交后可抵顶部分价款。剩余价款
和佣金于2018年2月28日前全部交清。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会
前在拍品所在地展示。本次拍卖标的为人民法院委托的涉诉资产，
均以现状拍卖，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2月5日17时前携带有效
证件及向人民法院缴纳竞拍保证金收据原件（以到账时间为准）与
我公司联系报名。

说明:1、拍卖标的的当事人、已知的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
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视为拍卖通知送达，届时请参加拍卖会，如
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相关权利。以现状拍卖，我公司不承担瑕疵
担保责任。成交后由买受人自行办理土地受让手续并承担相关费
用。2、详情请与我公司联系或登录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http://
www.rmfysszc.gov.cn）

鄂尔多斯市中院监督电话：0477－8378720
拍卖公司咨询：18247700315

内蒙古维正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月19日

3000元，对于海南白沙南开乡高峰村的村民来说，意味着一整
年还要多的收入。

近日，海南省首个光伏扶贫项目-白沙隆基20MW生态农业
光伏发电扶贫项目，向项目所在地的800户建档贫困户发放了每
户3000元的项目扶贫款，村民不仅深切感受了光伏扶贫带来的生
活改变，而且对未来的脱贫之路充满了信心。

4800万，助力800户实现脱贫
白沙隆基20MW生态农业光伏电站位于海南省白沙黎族自

治县邦溪镇境内，由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海南隆基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全额投资建设，工程总投资1.46亿
元，占地514亩，项目建设采取农光互补的光伏复合建设模式，将
生态农业与光伏发电有机结合。

光伏电站组件全部选用隆基Hi-MO1高效单晶PERC组件，
具有高转化率、高稳定性等明显优势，能保证至少25年的稳定高效
运行。同时，还充分利用光伏板的下层空间，种植火龙果等经济作
物并开展特色养殖，并配套建设相应的灌溉、供电等基础设施。

隆基清洁能源董事长张长江表示，“作为海南省的首个集中式
光伏扶贫示范工程，隆基白沙项目一次性解决了800个贫困户的
脱贫问题，保障每户每年获得3000元收入。电站运营20年中，企
业将一共提取4800万元用于白沙黎族自治县扶贫工作。”

光伏+农业，光伏扶贫的海南样本
在光伏扶贫中，隆基清洁能源还创造性的设计多种扶贫模式，采

取农光互补的复合建设模式，将生态农业与光伏发电有机结合，贫困
户除了能够拿到项目红利以外，还能通过参与电站运维、农作物种植

等获得额外的收入，实现了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创举。
“3000元分红不是小数目，我准备用这笔钱继续多买一些农作

物种子来种植，争取有更多的收入。”拿到分红的符进海，已经计划
起了未来的产业发展。据介绍，隆基清洁能源与白沙黎族自治县
政府对接建立了贫困库档案卡，并将电站的组件清洗等后期运维
和农作物种植生产等工作基于市场价格交给建档贫困户，并将贫
困户的工作收入与电站发电量提升效果紧密结合，既有效提升了
贫困户的收入，又实质性提高电站运营效果，实现了电站运营维护
和贫困户双方面受益的效果。

“隆基白沙光伏扶贫项目是稳定的脱贫举措，隆基一定要稳扎
稳打，把企业经营好，助力白沙脱贫攻坚，希望隆基把项目做大做
强，为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攻坚扶贫工作做出更大贡献。”海南
省对隆基白沙项目“光伏发电+农业+扶贫”的创新模式及隆基的光
伏扶贫工作给予以高度肯定。

隆基海南白沙光伏扶贫项目首笔扶贫款正式发放儋州市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

拍卖公告
（第2018-001期）

受儋州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托，定于2018年1月30日上午9
时在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怡心花园迎宾大道D15栋沿
街商铺二楼）公开拍卖：儋州市公务用车涉改取消车辆共38辆（详
见拍卖清单）；竞买保证金：5000元/辆。展示地点：儋州辉建拍卖
有限公司停车场；展示时间：1月24至28日；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
时间：有意竞买者请于2018年1月29日16：00前将竞买保证金
汇入我公司账户（户名：儋州辉建拍卖有限公司，账号：
2201026039024501013，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儋州市支行）报
名时间：1月29日上午9：00-16：00（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
汇款凭证）；报名及拍卖地点：儋州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怡
心花园迎宾大道D15栋沿街商铺二楼）。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
按车辆现状（含瑕疵）净价拍卖，车辆过户所产生的所有税、费均
由买受人承担；拍卖车辆不含号牌，成交后按现状交付。2、拍卖
成交后，竞买保证金转为车辆过户履约保证金，买受人须在成交
之日起30日内办理完车辆的过户手续。拍卖机构：儋州辉建拍卖
有限公司，电话:13976067341 林先生 18289334469 周女士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关于公开选择采矿权评估机构的通告

海土资矿字〔2018〕22号
因采矿权出让需要，我局决定公开遴选采矿权评估机构，有关

事项通告如下：
一、评估机构的资质
海南省国土资源厅矿业权评估机构备选库中的评估机构。
二、评估项目
建筑用玄武岩一宗，具体项目可到本局报名处查询。
三、报名方式：直接报名或快递（以邮戳时间为准）两种
1、报名截止时间：2018年1月29日16:00。
2、报名提交资料：评估机构报名函。
3、报名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长滨二东街7号市行政中心15号

北楼海口市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处。
邮政编码：570135，联系电话：0898-68720549
四、评估机构的确定
经资质审查合格后，以随机抽取方式确定。

海口市国土资源局
2018年1月18日

四大行暴涨 上证50指数惊现“15连涨”

全球牛市 沪指也创两年新高

抢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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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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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2)

(H05－H08)

(H10)

(H11)

(H02、H03)
十年铸辉煌“邮”梦再扬帆
邮储银行海南省分行成立十周年纪实

让科技为城市服务

易建科技发力智慧城市建设

诉讼持股遭“违法违规”减持

罗顿发展创始股东打官司追讨控股权

为资本讲述海南美丽乡镇的故事·旧州篇

1月17日晚，人们欣赏布展在湖北省宣恩县
城区贡水河上的彩灯。

春节临近，地处鄂西山区的宣恩县点亮布置
在县城贡水河河面、河道两侧等处的百组彩灯，营
造出迎新春的喜庆氛围。 新华社发

浪漫彩灯迎春来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胡喆）日前我国
采取“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了北斗三号导航
卫星第三、四颗组网卫星。记者从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二院203所获悉，这两颗卫星上均装载了203
所研制的一台铷原子钟和一台氢原子钟，技术指
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悉，原子钟是利用原子跃迁频率稳定的特
性来获取精准时间频率信号的设备，其研发涉及
量子物理学、电学、结构力学等众多学科，目前国
际上仅少数国家具有独立研制能力。星载原子钟
主要应用于导航系统，分为氢原子钟、铷原子钟和
铯原子钟3种。

作为导航卫星的“心脏”之一，高性能的星载
原子钟对导航精度起到重要作用。航天科工二院
203所星载铷钟项目负责人杨同敏介绍，相比此前
的北斗工程中单纯采用铷原子钟，此次发射的北
斗三号导航卫星上不仅装有新一代高精度铷原子
钟，且比前代产品体积更小、重量更轻，技术性能
大幅提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星载氢原子钟包括物理和电路两部分，构成
较为复杂。为满足卫星发射及在轨运行时需要面
对的振动、温度、辐照等环境要求，进一步增加了
研制难度。航天科工二院203所星载氢钟项目负
责人部英男表示，目前203所研制的星载氢原子钟
在技术性能及可靠性上均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
平，为北斗三号组网卫星的高性能、长寿命要求提
供了有力保障。

我国新一代氢原子、铷原子钟
技术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
同步应用于北斗三号导航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