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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犯罪嫌疑人李某是这条地下产
业链的源头供货端。因家人多在医
药公司工作，李某想到通过医药公
司批发西药转卖赚钱的主意。在没
有许可证和执照的情况下，她挂靠
到一家药品批发公司，购买到格列
本脲、二甲双胍、硝苯地平等西药，
并通过微信销售这些西药。

安徽亳州人张某是李某的主要
买家之一。今年47岁的张某曾因销
售假药获刑，刑满释放后重拾“老本
行”。2016年5月，张某到内蒙古参
加药交会，发现很多人做保健食品
原料买卖。“我在药交会上发名片，
说有做保健食品的格列本脲和二甲
双胍等西药粉。”张某说。

张某以市场批发价从李某处买
到西药后，并没有将其立即销售，而
是把收到的西药片拆开，用粉碎机
打成粉末，再加入淀粉稀释做成西
药粉。“作业的环境很差，加淀粉直

接用手抓，没有任何卫生措施，家
里、仓库里放的都有粉碎机，粉碎完
的药粉直接放在地上的桶里。”办案
民警回忆现场情况时说。

张某把这些药粉以800元一公
斤的价格通过邮寄卖给其下家、37
岁的河南沈丘人刘某。刘某经过
加工，最终将这些药粉包装成各种
不同品牌的降糖保健食品，通过各
地的经销商卖到了全国。据办案
人员介绍，曾有患者服用后称血糖
不降反升，通过层层反馈，张某在原
料药粉中提高了西药比例，以增强
药效。

据了解，此类违规添加格列本
脲等西药成分的保健食品，往往在
短时间内有明显效果。但由于非法
添加的西药成分未经科学配比，存
在很大安全隐患。如长期大量服
用，可能导致低血糖，损害肝、肾功
能，甚至导致死亡。

售价百余元成本仅一两元，案值16亿元！

非法有毒有害保健食品是如何流向全国的
售价百余元一盒的降糖保健食品，成本其实不超过两元，开始服用时降糖“效果”很明显，是因为非法添加了格列本脲等西药成分，长期

大量服用会损害肝、肾功能甚至死亡。
浙江台州警方近期侦破一起特大制售假降糖保健食品案，摧毁了一个集原料采购、制作、包装、分级销售的全产业链犯罪团伙，扣押非法

添加西药成分的降糖保健食品10万余盒，查证已售出有毒有害降糖保健食品4200余万盒，涉案金额高达16亿元。

在相关网络销售平台治理部门
的协助下，警方斩断了这条假降糖
保健食品产销链，抓获14名犯罪嫌
疑人，捣毁非法生产窝点4处，扣押
西药原料72箱共1吨、尚未销售的
成品非法添加西药成分的降糖保健
食品120余箱等。

办案民警徐方华介绍，这些不
同包装的假降糖保健食品所含物质
基本相同，因每粒胶囊掺入的西药
含量不同，成本也不同。一般每盒
成本一两块钱，到一级经销商卖40
多元，二级经销商80多元，三级经
销商售价高达100多元。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案中，一些
药品销售部门的监管漏洞导致大批

处方药流入非法交易市场。药品原
料供应商李某明知去医药公司批发
西药需要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
证等证件，但她都没有，便联系上河
南一家有备案的药品销售公司，使
用对方寄来的相关证件的复印件，
轻易地从医药公司的销售员处买到
了大量西药。

办案民警介绍，由于犯罪嫌疑
人频频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给警方
的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例如本案中
的销售商杨某反侦察意识极强，他
使用的微信号是从网上购买的，手机
号是网络电话，租房、办理银行卡也
从不用本人身份证，收货的仓库位于
其租住小区对面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货车送货每次直接送到地下。杨某
还利用其表弟辛某系郑州某快递公
司快递员的身份便利，发货时从不登
记身份证，不留真实姓名。

药品流通领域人士建议，医药
销售企业要加大对下游销售商的管
理，防止出现挂靠等行为，同时应对
所销售药品的去向进行追踪，防止
药品流入不法商贩手中。办案民警
表示，当前各个部门已经加大对各
类假保健食品的查处力度，当务之
急是要规范保健食品的生产和销售
渠道，积极利用各类网络销售平台
的大数据功能，增强对此类违法犯
罪活动的监控能力。

（新华社杭州6月21日电）

据了解，这一有毒、有害保健品
在全国多地销售，它是如何从一个
简陋的小作坊跨省流通的？

警方介绍，刘某购买了相关设
备并印制名片，在郑州的药交会上
发给客户，声称自己做保健食品代
加工。2016年9月，有经销商提供
多种降血糖保健食品的包装盒，让
刘某照样子做产品。刘某把从张某
处买来的原料药粉灌装进胶囊，包
装成成品卖给经销商。

刘某供称，他做过基因口服胰
岛素二代、仁合胰宝、糖必平、化糖
通脉等多种降糖保健食品，“这些东
西里面的配方配料都是一样的，只
不过包装不一样”。

刘某发货不走快递，直接找货车
司机送到经销商处，与买家现金交
易。刘某将这些假降糖保健食品销
售给全国各地的一级经销商，再由他
们进行二级、三级销售。据查，刘某
两年内累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4200余万盒，涉案金额16亿余元。

郑州人杨某一伙是给刘某“下
单”买假降糖保健食品的经销商之
一。2016年7月初开始，杨某伙同
其妻孙某以及朱某等人从刘某处购
得已完整包装的非法添加西药成分
的基因口服胰岛素二代等数十种保
健食品，在河南台前、新郑以及山东
阳谷等地流动作案，将这些假保健
食品销售给二、三级经销商。

非法添加西药成分

一种药粉多种包装，多级分销卖往全国 犯罪嫌疑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作案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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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据新华社武汉6月21日电（记者徐海波 伍
欣）宛希先，1906年生，湖北黄梅人。1924年在
黄梅八角亭高等小学读书时，在堂兄宛希俨和黄
梅县进步知识青年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
参加革命活动。1925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
团5连当兵，后任连长。

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工农
革命军第1师1团1营党代表。起义部队到达三
湾后，宛希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首先站出来表
示坚决革命到底。

三湾改编后，宛希先任团政治部主任兼1营
党代表，并被增补为前委委员。从此，他跟随毛
泽东奔上井冈山，在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
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宛希先曾率部两次攻克
茶陵，参与建立湘赣边界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

1928年1月，宛希先等率领工农革命军，在毛泽
东指挥下，攻克了井冈山东南最大的反动堡垒遂川
城。后又前往九陇山（今九龙山）开辟革命根据地。

1928年 4月起，宛希先任中国工农革命军
（后改称工农红军）第4军10师党代表、中共湘赣
边界特委委员、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参与开辟和
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屡建战功。

在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中，他与毛泽东一
起，反对分兵向湘南冒进的错误主张。在第一次
反“会剿”斗争中，率红32团一部和地方武装，在
永新北乡迎击安福方向来犯之敌，胜利完成任
务，为红军进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0年2月24日，宛希先在江西永新县大
湾牺牲，年仅24岁。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追认宛希先为革命烈士。

井冈山上一尖兵
——宛希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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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董峻
张弛）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
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21日，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在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
绍了相关情况。

韩长赋说，“中国农民丰收节”是
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节
日。设立这一节日将进一步强化“三
农”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
重地位，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凝
聚爱农支农的强大力量，推动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促进农业农村加快发展。

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利于提
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
感。通过举办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
民族特色的农耕文化和民俗活动，可
以丰富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展
示新时代新农民的精神风貌。

办好“中国农民丰收节”既要有节

日的仪式感，又要避免铺张浪费，形成
上下联动、多地呼应、节俭朴素、欢庆
热烈的全国性节日氛围。支持鼓励农
民开展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关的丰富多
彩的活动，让农民成为节日的主角，农
民的节日农民乐。

“中国农民丰收节”既是农民的节

日也向其他社会群体开放，要用开放
思维办节日，组织开展亿万农民庆丰
收、成果展示晒丰收、社会各界话丰
收、全民参与享丰收、电商促销助丰收
等各具特色的活动，办成农业的嘉年
华、农民的欢乐节、丰收的成果展、文
化的大舞台。

经党中央批准 国务院批复

将每年秋分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长途漫游费、流量
“漫游费”逐渐退出历史
舞台，手机用户欢欣鼓舞
期待着换地不换号的畅
通未来，然而，“归属地营
业厅”却成为不少用户心
头的“紧箍咒”。销户、换
卡、换套餐，各类重要业
务只能回到归属地营业
厅办理，运营商全国一体
的资费跑在了时代前端，
全国一体服务体系却显
得有些跟不上脚步。

生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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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
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
参评作品开始网上公示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6月21日12时，中
国记协评奖办公室在新华网、中国记协网公示第
二十八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五届长江韬奋奖参评
作品（媒体融合奖项参评作品将稍后公示）。本次
公示至7月5日12时结束。

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可通过电话、传真、信函
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表评议意见。评奖办公室将
对有关违规情况的举报按规定核实、处理，相关评
议意见将提交评选委员会参考。

8月下旬评选工作结束后，评奖办公室还将
在新华网、中国记协网公示评选结果，欢迎社会各
界继续监督、评议。

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联系方式：
电话：010－61002857
传真：010－61002726
电子邮箱：5826@vip.163.com

商务部：

美指责中方窃取知识产权等
是对历史和现实的严重歪曲

据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记者于佳欣）针
对美国白宫6月18日声明中对中国知识产权等
问题的指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21日表示，
美方指责中方盗窃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是对
历史和现实的严重歪曲。

“美国自身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但总是把别
的国家当作自身问题的替罪羊，对别人横加指
责。”高峰在当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指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少外国企
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中国企业开展了很好的技
术合作，这是典型的市场契约行为，外国企业获得
了众所周知的丰厚回报。美方罔顾这些基本事实
而指责中国，是对产权和信用意识的否定，对契约
精神的否定，对市场规律的否定。

对于美方近日威胁对华制定2000亿美元商
品征税清单，高峰说，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
的，美方这是举着贸易保护主义大棒实施极限施
压和讹诈的做法。

“美方滥用征税手段，在全球各处挑起贸易
战，将严重破坏世界贸易秩序，损害贸易伙伴利
益，同样也会伤及其本国企业和人民利益，这种行
为不得人心。”他说。

一找二闹三投诉
异地业务靠“攻略”

今年初，罗奕玮的工作地点从北
京搬到了杭州，仍需和同事、合作伙
伴保持联系的她继续用着北京的手
机号。最近她爱上了在手机上观看
综艺节目，便考虑将原有手机套餐换
成APP专属流量更多的互联网套餐。

“一开始我比较担心的是老用户
无法转办更实惠的套餐，结果客服说
只要原有合约到期了就可以转，我还
挺高兴。”罗奕玮说，“但之后客服告
诉我，必须要去归属地营业厅才能办
理，杭州营业厅不受理。”

短期内无法回北京的罗奕玮不
得不暂时搁浅了换套餐计划。她表
示不理解，为什么平时在运营商APP
上就能完成的换套餐操作，一定要千
里迢迢回到归属地才能完成？

从天津毕业后来到上海工作的
纪薇薇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已经使
用上海手机号近一年的她，却仍没有
把原来的号码注销，同样是由于没法
回到号码归属地处理。

但纪薇薇说，最近她在网上发现

了很多异地办理业务的“攻略”。
从续约、办理缴费证明到销号、

换套餐，记者搜索发现，尽管客服会
表示这些业务无法在异地办理，但有
不少网友分享了办理成功的经验，而
操作要点基本都是投诉。

“客服说必须回归属地营业厅，我
态度强硬，立马搬出‘投诉’二字。”有网
友在论坛发布了自己异地改套餐的经
历，“随后就有工作人员回访，让我提供
服务密码后就改好了套餐。”

有些网友则表示，在投诉后，有
客服单独联系自己索要了手持身份
证的照片、授权书等材料，之后也顺
利办理了异地业务。

异地不办为安全？
隐私征信多隐患

独立电信分析师付亮介绍，以往
曾经出现过假冒他人进行异地补卡、
异地销号等案例，因此运营商对此类
重要业务格外谨慎。取消异地办理，
一部分是出于安全考虑，类似于APP
异地登录时会打开多重验证。

但制度的刻板导致的大量“绕
道”行为，反而对用户的账户安全有

害无利。据了解，不少用户因异地办
理困难直接放弃，而一部分用户选择
远程授权归属地客服代办。

由于销号难，不少用户选择置之
不理静候自动注销。但纪薇薇说，自
己很担心号码在停机前产生欠费，影
响个人征信。

记者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网站于2014年发布的个人信用报告
样本中看到，电信欠费信息确实包含
在内。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客服
对记者表示，目前运营商如果上报了
用户的电信欠费信息，就会被记录到
信用报告中。

罗奕玮则表示，之前运营商客服
曾表示，可以把身份证、委托书等材
料传给客服，由其代办，但她担心个
人信息因此泄露或被挪作他用。

这样看来，异地不办理反而带来
更多不安全、不诚信的隐患。而付亮
分析，有部分业务不能异地办理，可
能只是因为运营商没有打通其全国
数据，导致外地营业厅或工作人员没
有权限处理。

“但运营商的内部结算、系统割
裂、内部竞争，永远不是形成服务障
碍的理由。”付亮说。

异地限制不合理
服务一体化是大势所趋

“通过异地不办理业务来防止冒
名顶替、电信诈骗等行为，我认为这
一解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法学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陈音江认为，运营商对于异地不能办
理销户、转套餐等业务的规定属于无
效条款内容。

“很多电信业务办理时只要一个
电话、一次APP操作就能开通，而注
销或更换时却要求用户到开户地去
办理，这是明显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
利、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的不公
平、不合理规定。”陈音江说。

可以看到，目前三大运营商对异
地服务也进行了一些努力，异地补卡
业务基本已可以顺利完成，但仍有不
少业务固守“异地不办”的陈规。

专家表示，推动异地建立安全、便
捷的服务流程是大势所趋，其惠民程
度不亚于“提速降费”。而随着指纹识
别、人脸识别等技术愈加成熟普及，异
地办理和账户安全将可以兼顾。

（据新华社上海6月21日电）

长途漫游费、流量“漫游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手机“异地不办理业务”何时跟上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