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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成本不足 1毛钱 利润率近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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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史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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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城 20
公里外，大山深处的一背靠悬崖四
层民房的地下仓库，堆放着胶囊灌
装机、各色粉末和胶囊外壳。靠这些
“设备”，每小时能生产 1万粒假冒
减肥胶囊。
近日，湖南娄底警方对这个假
减肥药生产窝点进行查处，现场查
获近 6
0万粒胶囊。经食药监部门
抽检，确认大部分含有国家明令禁
止的有毒有害非法添加物西布曲
明。
食药监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
西布曲明是中枢神经食欲抑制剂，

吴荣决定自己制造有害假减肥药。
他在大山深处的亲戚家地下仓库，
用木板隔出 10多平方米作为生产
车间。
吴荣从广东、浙江等地买来半
自动胶囊填充生产机、封口机、打
码 机 等 工 具 ，把 米 粉 、面 粉 、山 楂
粉 、苦 瓜 粉 、薄 荷 粉 等 随 意 组 合 ，
并加入西布曲明药粉，最后通过
灌装机灌入胶囊壳，制成“减肥胶
囊”。
吴荣说，买机器和原料，他与商
家彼此从不过问资质问题。事实上，
他既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也从未

从事过医药行业。
“原料乱配，可以吃就行。(生
产)技术也没什么高明。”吴荣还
坦承，经他手生产的胶囊，吃了有
厌 食 、口 干 、头 晕 、睡 不 着 觉 等 症
状。
明知西布曲明有毒，仍用其违
法生产假减肥药的吴荣，
从一开始就
想好了金蝉脱壳之计。他在广州、
深
圳分别注册一家假公司，
留下假电话
和微信号等，通过社交网络联系、交
易。
前后有近 10个手机号，
频繁更换
且从不用这些号码通话，
而是将买家
引流到两个微信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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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年 12月，阿里巴巴平台
治理部通过大数据食药模型，发现
湖南地区有一款名为
“小绿”
的减肥
药在淘宝网上有售，抽检发现其中
含有非法添加成分，遂将线索推送
给湖南娄底警方，娄底警方在阿里
巴巴大数据协助下，
最终查获吴荣、
张萌所在的制售假冒减肥药团伙。
销售假减肥药的人员多在社
交平台“抱怨”发货太多、忙不过
来，还有人喜欢晒交易记录的截
图、一叠红钞票的小视频和各种

可能引起高血压、心率加快、厌食、
肝功能异常等严重的副作用。人体
服用含有西布曲明的减肥药后，严
重时可致人神经紊乱甚至死亡，已
被我国禁用。
面容白净，长相斯文的“9
0后”
男子、安化县人吴荣(化名)是这些
有毒有害假减肥胶囊的生产者。
据其交代，两年前他开始卖假
减肥药。起初只在微商圈子做下线，
拿货零售，虽然知道接触的减肥药
来路不正，
但卖得挺火，一年毛利润
有二三十万元。
201
7年初，不满足做“小虾”的

“高大上”
吃喝玩乐的场景。有人在
疯狂鄙视辛辛苦苦 1个月挣几千
元的同龄人，有人在关注豪车豪
宅，
喊着“年薪百万不是梦”
。
娄底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王成良分析认为，从事假减肥药产
业的不法分子，往往很懂消费者心
理和商业运作模式，通过类似传销
的严密组织，隐匿身份，通过全国
总代理、省份代理，层层分销，且反
侦察能力极强，线下监管打击难度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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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生、
河南尉氏县人张萌
(化名)
，是这一有毒有害减肥产品
生产团伙中年纪最小、却是最赚钱
的人。他组建减肥药微商系统，设
立“游戏规则”掌控全局，负责全国
20余省份的分销。
张萌从吴荣等人处进有害减
肥胶囊，并提供设计图让厂家生产
包装盒，再购买药瓶自己包装。为
获得更高利润，他精心设计了十几
个“品牌”
，
“国外进口”
“中草药精
华”
是他新产品最常挂上的词。
张萌交代，当有消费者质疑为
何“中药没有中药味”时，张萌就让
吴荣买来当归粉，掺入原料做出中
药味。
牌子一多，漏洞百出。张萌给
假减肥药配套的包装盒、药瓶、防
伪标识都是假的——
—二维码扫出
来是鞋垫。同一产品，包装字体大
小都不同，有的包装上还有错别
字，包装盒和药瓶上的保质期也不

一样。
对于所售假减肥药的危害，张
萌也是心知肚明。为检验假减肥药
的效果，他会让下线试吃。有一次，
一下线试吃后，因药性太强直接住
院，但这并没有阻止张萌继续销售
有害减肥药品。
警方告诉记者，吴荣生产的假
减肥药成本不到 1毛钱 /粒，对外
销售 3到 5毛钱。张萌从吴荣等多
个途径进货，转手通过层层分销，
最高可卖 10元一粒，利润率高达
900%-1
900
%。若利润从吴荣的“民
房工厂”算起，利润率近 9
000%。
据初步统计，从 2017年 3月
开始生产到 7月被抓，吴荣累计生
产假减肥药胶囊的涉案金额近千
万元。张萌累计卖出 3万 -4万盒
假减肥药，涉案超过千万元，二人
总计涉案超过 30
00万元，算上流
通和其他环节，该案整体涉案金额
上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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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近年来兴起的
“互联网 +
”
，
一张非法使用违禁药品制作假减肥
药的网络被不断编织。不法分子利
用网络和虚假身份作案，监管难度
大，需要全社会监督、举报，配合执
法机关监管，
多管齐下，
净化市场。
法律专家表示，本案涉及的减
肥胶囊产品，
消费者以为是药品，称
其为减肥药，但它在专业划分上并
不属于药品，
部分属于保健品，
部分
被认定为食品。国家对网上销售药
品有严格的监管条例，包括《互联网
药品交易服务审批暂行规定》
《互联
网药品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
但专

门针对网上销售保健品、保健医药
食品的法规条例则需要进一步完
善。
娄底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
长侯迪凡说，消费者在购买减肥类
产品时，要分清楚买的是保健食品
还是药品。如果是药品，
必须有
“国
药准字批准文号”
；如果是保健食
品，外包装上应印有“国食健字(卫
食健字)批准文号”
，正规药品和保
健食品的批准文号在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可以查到。如
觉得购买的减肥类产品可疑，可拨
打食品药品投诉举报电话进行咨询

和反映。
据侯迪凡介绍，2015年修订的
食品安全法将保健食品纳入特殊食
品范畴实行严格管理。近年来，食药
监部门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
度。娄底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针
对假减肥药等日常监管中发现的突
出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和稽查打
假。为加大对食品药品违法犯罪行
为的打击力度，娄底市食药监部门
还和娄底市公安局联合设立“食品
药品犯罪侦查室”，
以确保行政执法
和刑事衔接的规范化、
制度化。
新华社长沙 ! 月 "# 日电

广东东莞公布“最多跑一次”首批 1173个事项清单
新华社广州 ! 月 "# 日电!记者
黄浩苑"群众
“只跑一次”甚至“零跑

动”，即可办理“新车 6年免检业务”
等 1173个事项，其中包括“零跑动”
事项 139项。这是《东莞市推进群众
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改
革实施方案》规定的。
29日，东莞市召开“最多跑一
次”暨“多证合一”改革新闻发布会，
介绍新实施的方案，并公布了“最多
跑一次”首批 1173个事项清单。
根据方案，东莞市在“一门式一

网式”政务服务总体框架内，综合运
用简政放权、优化流程、精简环节、
网上办理、快递收发等手段，全面梳
理公布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
多跑一次”事项，并分期分批公布实
施“最多跑一次”事项。
首批清单共计 1
1
73个事项，涉
及 47个部门。东莞市根据不同办理
事项，分别提供“跑一次”
“ 一窗式”
“一门式”三种办事模式，确保群众
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
。
其中，对涉及单个部门(窗口)的办

理事项，全面推行“跑一次”服务模
式。通过实行即来即办、立等可取、
一次办结、上门服务，让企业和群众
不需多次跑一个部门（窗口）。
对涉及多个部门的关联办理事
项，
积极推行
“一窗式”
服务模式。通
过实行一口受理、优化前置(流程)、
网上运转、并行办理，使企业和群众
从“跑多个部门(窗口)
”转变为“只
跑一个部门(
窗口)”
。
对于涉及跨层级的办理事项，
大力推行“一门式”服务模式。通过

实行事权下放、多级联动、网上审
批、快递送达，逐步做到在基层一线
受理并取件，实现企业和群众办事
不出镇。
如台港澳人员大陆（内地）就业
许可办理，从 5个工作日缩短至 1
0
分钟。改革前，群众办理该业务，需
跑动 2次，法定办理时间为 5个工
作日，并且需要提交 1
6份复印件。
改革后，群众可通过网上申请，到现
场即来即办，等待初审的时间由原
来的 5个工作日缩短为 1
0分钟，并

且通过高拍仪拍照存档，实现办事
材料零提交。今年 15月，
东莞台港
澳人员在大陆（内地）就业许可共办
理 944人次。
东莞市将继续全面梳理，分步
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预计到
20
17年底实现 9
5%以上办理事项群
众和企业到政府“最多跑一次”、50%
以上行政许可事项审批时限压减
50
%以上；到 2
018年底实现除特殊
情况外，所有办理事项群众和企业
到政府“最多跑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