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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拍案

案后说法

李大爷网购了几瓶高档药，“全是英文，啥也看不懂”，就让药监局把把关，没想到就此牵出售假
大案。办案检察官建议———

药品监管要管到网上去
!

本报特约记者 唐 颖

通讯员 李高参 王理想

!$

岁的李大爷家住江苏省丰

县!因亲戚患有骨髓增生!李大爷托

朋友"留点心!找找治疗这方面病的

好药#$

%#&'

年
'

月
%&

日!一只包裹

寄到家里!李大爷打开一看!几瓶药

"全是英文!啥也看不懂%!朋友介绍

说 !药是从网上买的 !进口药 !

'

小

瓶价值
'$##

元$

药给亲戚用!非同儿戏!李大爷

不放心! 于是带着药来到当地药监

局!想让工作人员"帮着把把关%$没

成想! 鉴定结果让李大爷抽了一口

凉气&&&药品名叫来那度胺! 没有

检验报告'进口药品注册证!未经药

监部门批准! 在中国市场不允许销

售!系假药$

包裹快递单显示寄件地址为江

苏省南京市!据李大爷朋友讲述!其

是在淘宝网一家店铺购买! 店内还

经营其他进口药$ 李大爷的求助引

起重视! 丰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于当日立案! 并将此案移交公安部

门$丰县公安局立案后!与药监稽查

人员合力侦查$

因案情重大! 该案先后被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公安部督办$

%#&'

年
(

月
&&

日!随着开网店售假

药的张镇在南京落网! 这起特大非

法经营假药案掀开了冰山一角$

一时贪念成网店售假人

(#

岁的张镇是江苏南京人!在

卫生系统工作期间通过成人高考!

拿下本科文凭! 工作体面! 妻儿做

伴!生活可谓安逸$ 然而!

%#&&

年!

不惑之年的张镇有了(惑#事$

这年
$

月! 张镇的亲戚患上骨

髓瘤!主治医生建议服用马法兰和来

那度胺!因为医院不销售!他给了张

镇一张名片$张镇按照名片上的联系

方式联系上了卖家!开始购药给亲人

服用$ 不久!他网上闲逛!无意中发

现! 有家淘宝店也出售这种进口药!

价格比自己购买的贵了不少$ (别人

能卖!我为什么不行)#张镇如法炮制!

也开起网店! 从医生介绍的卖家处购

买药品!然后挂在淘宝店里出售$

进口药! 必须在国家药监局注

册!经过国家药监局的批准'检测!

还得加上中文标识* 药品销售需要

药品销售许可证!查验销售资质!索

取药品销售批准文件$ 身为卫生系

统工作人员! 张镇当然对此心知肚

明!但在暴利驱使下!他顾不得那么

多了$ 为了销售安全!张镇没在网上

直接标注药品的名字!而写的是"马

法兰专业检测报告$专业资料%%'"来

那度胺专业资料%等字样$ 落网后张

镇供述!这样可以让买家看看药品资

料!吃得放心!更主要的是!"直接写

名字太敏感!怕出事%$

!)*

的来那度胺进价
$##

元 !

销售价
+##

元*

&#)*

的马法兰针剂

进价
&$##

元!销售价格
&"##

元$ 从

%#&&

年开店到案发!不到两年时间!

张镇网售药品金额达
%!

万余元$

暴利织成假药销售网

从假药的数量' 种类和销售时

间来看!张镇都属于小角色!通过医

生'中间人介绍!卖药给张镇的!叫

翟荣林!也是该案的核心人物之一$

'%

岁的翟荣林是安徽合肥人!

%#&&

年中专毕业后在上海某连锁药

店从事销售工作$干了几个月后!翟

荣林觉得给别人打工来钱太慢$ 无

意中翟荣林得知前同事周宝赞从北

京药店辞职!正待业在家$翟荣林跟

对方年纪相仿!都是合肥市人!一直

挺聊得来$ "既然正规药品不赚钱!

为何不做没被批准的进口药) %二人

认为这是回报丰厚的商机$

%#&&

年

"

月!二人共同出资!做起买卖进口

药品的生意$

利用在北京跑销售的关系 !周

宝赞找到了马法兰$针剂%的货源!

这是种治疗白血病的化疗药物$ 与

此同时! 翟荣林在网上无意间联系

到广州的罗荣彬$外号阿龙"已上网

追逃%!有了更大的收获!通过电话!

阿龙称马法兰$片剂%'来那度胺等

重症高危药品他都有$经过商谈!俩

人初步达成合作意向$有了货源!二

人跑起销售来轻车熟路$

在药房跑销售时! 翟荣林留存

了各地开医学会时要来的众多医生

的手机号码! 二人平时就打电话跟

对方联系推销药品$ 因为之前的药

店在上海!翟荣林跟诸多医生相熟!

便着重从上海寻找买家$ 翟荣林先

后联系上上海三家公立医院的医

生!"如果病人需要这类国内买不到

的进口药品!就跟我联系%$ 周宝赞

也成功联系上河北的一家医院$

帮忙当然不是免费的! 二人平

时除了给医生们充话费' 送购物卡

外!还承诺给医生相应的"辛苦费%$

随着医生的推荐'病人的交流!二人

的生意慢慢进入正轨$

除了给上海的医院送药! 在北

京从事做医疗器械的张衡胜 $另案

处理%是二人的固定大客户$张衡胜

与曾在京跑药品销售的周宝赞认

识!

%#&&

年底! 张主动和周联系!问

能否弄到维罗' 依维'

,-

等治疗肿

瘤的药$ 询问广州的阿龙得到肯定

答复后!二人开始给其供货!每月一

两次!每次药品金额都在
&#

万元左

右! 有的药品每盒有
%###

元纯利

润$张衡胜要货后!翟荣林电话通知

广州买药的种类和数量! 药品从广

州空运到合肥! 二人再将药品用快

递邮寄到北京$

随着生意的火爆! 翟荣林和周

宝赞明确了分工&&&翟荣林负责联

系货源和买家!周宝赞则负责接受'

支付药款以及给上海等距离近的医

院上门送货$ 翟荣林还找来朋友郑

阳!要其专门接收购买来的药品!再

把距离远的买家的药品寄出去!每

月支付郑阳
%###

元工资$ 翟荣林和

周宝赞则平分卖药的利润$

无形中! 一张从广州罗荣彬等

人处购得货源!翟荣林'周宝赞二次

销售给南京张镇' 北京张衡胜以及

重症患者! 张镇等贩药人再通过各

自的途径! 将假药转手出售的进口

假药销售网形成了$

利益驱使另辟市场

与周宝赞的合作仅仅局限于上

海和北京!翟荣林并不满足!一直想

如何把假药市场做得再大一些$

曾经的药房同事!如今在合肥医

药系统工作的王晓对江苏医生比较

熟悉$

%#&&

年底! 翟荣林瞒着周宝

赞!私底下找到王晓!表示想与其"共

同开发江苏市场%!并承诺!王不用出

钱投资!只管介绍病人!赚来的钱平

均分成$ 王晓抵不住金钱的诱惑!答

应与翟荣林一起合作$他先后成功联

系了南京'常州'徐州等地医院的
(

位医生!每月都有十几单生意$

在医生的"指引下 %!病人家属

直接拨打王晓的手机$ 与病人家属

谈好价格后! 王晓把翟荣林的银行

卡号发给对方! 然后再把药品的数

量和品种发给翟荣林$ 在南京落网

的张镇!正是通过王晓联系!从翟荣

林那里购买的药品$

在与翟荣林合作的短短
&

年左

右的时间里! 王晓帮翟荣林销售药

品金额高达
&##

余万元! 自己也分

得了
&.

万元"好处费%$ 因为知道这

事犯法!王晓考虑再三!选择急流勇

退!不再给翟介绍生意$但其触犯法

律的事实以及带来的恶劣后果!并

不能因此洗刷$

昂贵药品药效并不给力

截至案发!翟荣林伙与周宝赞合

伙销售的药品数额达
.##

余万元!与

王晓合伙经营的药品数额达
&##

余

万元$ 翟荣林承认!这些药物均没有

合法手续!药效无法保证!对于副作

用!他也完全不了解$

那么! 这些治疗重症的高风险

药品药效究竟如何) 办案人员对购

买假药的消费者进行调查取证时发

现! 价格昂贵的来那杜胺胶囊等进

口药品药效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

岁的江苏沛县人朱 广 民

%#&%

年
"

月被诊断患有骨髓瘤!在

徐州某医院住院接受化疗时! 接受

了医生推荐的马法兰$片剂%药物!

先买了一瓶!"用泡沫盒子包装'内

有冰块保温的药品很快就到了!内

有
%!

粒!但吃了不见效果!坚持又

买了一瓶! 吃完了还是没啥效果%!

他就没再购买$

燕伟是江苏徐州人! 父亲患有

多发性骨髓瘤! 在徐州某医院血液

科住院治疗期间! 医生向燕伟推荐

了瘤可然$ 结果拿到药后!"父亲吃

了一瓶病情更加严重了! 后来药一

直存放在冰箱!没敢继续服用%$

可见! 购买完全没有监督的进

口药品!患者的健康无法保障$

假药流向遍及全国各地! 多直

接销售到终端患者! 案件取证难度

很大$ 办案人员历时
&#

个月!多次

辗转合肥'广州'北京'上海'南京等

地调查取证$由于案情复杂!检察机

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

案件的查办从李大爷购买药品

的网店开始$

%#&'

年
'

月底!办案人

员赶往浙江杭州淘宝网及支付宝总

部对犯罪嫌疑人经营的网店进行查

询并调取相关证据! 掌握了网店店

主张镇的信息$

%#&'

年
(

月
&&

日!

张镇被抓获$

!

月
'&

日!翟荣林'周

宝赞'郑阳三人被抓获$

$

月
(

日!

王晓被抓获$

.

月
&

日!办案人员奔

赴北京!将翟荣林'周宝赞的最大下

线张衡胜抓获$ 根据翟荣林提供的

上线罗荣彬$外号阿龙%交易账户和

手机号码等信息! 办案人员查明其

为香港人! 其银行账户显示交易金

额达
&/"

亿余元$ 目前!公安机关已

对其网上追逃$

%#&(

年
&

月
&$

日!江苏丰县检

察院对本案提起公诉$

'

月
&(

日!经

法院审理!被告人翟荣林'周宝赞以

非法经营罪!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零六个月'五年零六个月!并处

罚金
&'#

万元'

&$#

万元* 被告人王

晓因非法经营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
(#

万元*

被告人郑阳因非法经营罪! 被判处

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

万元$

'

月
%"

日!被告人张镇因

非法经营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个

月!缓刑一年$

应加强网络药品监管
医生诊断病情"患者照方抓药#

药品"本是连接伤病与健康的桥梁#

假药不仅坑钱" 还害人#&药品管理

法'明文规定"进口药品经国家检验

合格批准进口后" 才能由具有经营

药品资格的单位予以销售" 未获批

准的进口药品视为假药(

可一些人为了私利" 置法律及

患者的生命安危于不顾(

本案中翟荣林! 王晓等人通过

)公关*医生"对患者销售假药"自己获

得暴利的同时也坠入法律与道德的

深渊"个别医生也因法律意识淡薄"为

了蝇头小利误入歧途"悔之晚矣(

承办检察官发现无论是开淘宝

店销售假药的张镇" 还是利用网络

寻找到货源的翟荣林" 均暴露出互

联网监管的缺失(

对此" 相关部门应完善互联网

管理体系" 药品监管部门也需主动

将视角扩展至网络" 避免网络成为

药品监管的空白地带(

日前"江苏丰县检察院向全县医

院+药店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提高

医生的法律意识以及职业道德修养(

丰县检察院预防科也走进卫生系统"

以案释法
0

根据医务人员的职业特

点"就加强职业道德修养!提高自己

拒腐防变能力提出积极建议(

民生大如天( 希望通过有关部

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以后类似

的案件可以少一点(

继续生活
"大楼里到处是

1232

的信号! 肯定

会对身体产生严重影响! 也不知道胎儿

会不会变成畸形 $%

(

月
&(

日 ! 一条

"孕妇怕辐射% 的微博在网上传得沸沸

扬扬$ 微博中讲述了这么一件事! 一位

孕妇怀孕后 ! 因为担心居住楼道内的

1232

辐射! 彻夜难眠' 草木皆兵! 每天

夜间休息前! 孕妇的家人都要楼下楼上

挨户要求关闭
1232

! 以免对腹中胎儿产

生影响$

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领

秀凤告诉记者!

1232

辐射对孕妇的影响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微博上流传的段子

有些言过其实! 孕妇们不必过于担心$

除了
1232

外! 看电视' 用微波炉' 打印

机' 电脑' 手机' 吹风机等物品都会产

生辐射
0

如果因此而产生恐慌! 生活就

没法继续了$ 如果孕妇每日因为担心生

活在焦虑中 ! 会对身体和胎儿产生影

响! 孕妇的焦虑情绪也会经血液传达到

胎儿身上! 使胎儿对这些变化产生相应

的反应$ 若是过度的' 长时间的焦虑会

使孕妇坐立不安! 使得本身的消化和睡

眠受到影响! 进而影响胎儿的健康$

摘自
"

月
#$

日"扬子晚报#

恐慌是存在的 ( 我们每天都要喝

水( 原来" 我是接了自来水烧了喝( 后

来有同事告诉我" 我们这里自来水碱性

太大" 应该接楼下的纯水( 喝了一段时

间的纯水之后" 又有人告诉我" 纯水无

法过滤杂质" 应该喝净水" 于是我又到

另一栋楼上打净水( 最后" 又有人告诉

我" 净水把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都过滤

光了" 我们还是应该喝自来水( 于是"

我打开自来水龙头" 不再彷徨和忧虑"

继续喝自来水了(

类似这样的恐慌还真是不少 ( 比

如" 我为买不买空气净化器恐慌过" 我

还为买不买外边的面包恐慌过" 我还为

要不要说话恐慌过 !据说说话多了会伤

气"( 一个人对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关注"

是大可理解的( 但关注过度" 走向了恐

慌" 那也是没有必要的( 把自己弄得哆

哆嗦嗦" 举步维艰" 生活还有什么乐趣

呢, 吃也不敢吃" 喝也不敢喝" 恐怕连

门都不敢出了(

对人健康最无益的" 恰是恐慌和忧

虑本身( 一个人带着恐慌生活" 蓝天白

云即便常在" 他也闻不到花香- 面朝大

海 " 春暖花开 " 他也感受不到什么幸

福( 因为他那一颗小心脏" 承载的恐慌

太多" 被忧虑所侵袭" 满目所见皆是危

险( 活着" 危险就无时不在" 最大的危

险就在于. 我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

么, 任何灾难都可能发生( 如果我们为

了下一刻的恐慌 " 就放弃了此刻的生

活" 那该是多么的愚蠢(

该来的会来" 该去的会去( 你能拥

有的就是当下( 把恐慌收藏起来吧" 继

续生活( 这并不是蒙住双眼自我娱乐"

而是为了抛弃恐惧" 真实地面对生活(

所谓的健康知识" 是要听的" 但切勿偏

听偏信" 更不能一听就信( 有一颗没有

恐慌的心" 健康一定青睐你(

$本期坐堂% 张笑&

公务员考试试题该不该赶时髦

韩剧有多火, 不久之前" 都教

授和千颂伊跨越时间+ 空间界限的

爱情感动中国感动亚洲" 在勇夺媒

体头条之后"

(

月
&%

日的
%#&(

年陕

西省公务员考试的申论试题中也

)惊现* 韩剧的身影 ( 而陕西考题

并非个案" 在辽宁+ 湖北等全国多

地的公务员考题中" 与韩剧+ 美剧

相关的题目纷纷出现( 比如湖北省

的公务员笔试题中" 明确提到热播

电视剧 &纸牌屋' 和 &来自星星的

你'"让考生总结其全球风靡的经验

以及值得借鉴的地方( 如果没看过

这些网络神剧+ 偶像剧" 想必就会

在过独木桥时栽了跟头( 公务员考

试究竟该怎么考, 考些什么, 着实

引发我们思考(

就我个人而言" 我认为公务员

这个群体毕竟庞大而特殊" 笔试出

题应该围绕着职业特点展开" 而且

应该非常谨慎" 否则会产生不好导

向(不是说流行的东西不能考"而是

该占多大的比重分值" 出题人应该

细细思量"实际上"上述考题提到的

韩剧主要是偶像剧" 它也并非一部

足够优秀完美的韩剧" 里面同样有

很多制作粗糙+ 故事老套的情节饱

受诟病" 如果将这样一部火热一时

的偶像剧作为公务员笔试的一道大

题"就未免有失妥当(

其实韩国对中国输出的流行娱

乐文化"并非其文化的全部内涵"其

全面领先的仅仅在偶像剧这一方

面(前些年"我们的历史正剧)秒杀*

全亚洲(当年&还珠格格'在韩国爆

红" 直接导致韩国开始对中国产电

视剧进行严格限制(所以要考"莫不

如考考中韩在文化输出方面的异同

优劣" 以及我国如何将文化产品成

功输出海外作出的努力(

公务员考题" 其实应该重点围

绕它清廉务实为民的主基调展开"

譬如. 公务员必须执行上级的指示

吗, 如果上级的指示明显违反法律

规定+程序正义"你应该怎么办, 在

)阳光工资*以外"部门另外发了福

利"你应不应该接受, 逢年过节"你

要不要去领导家问候,如果去"你会

不会带些礼品去, 你认为应如何规

范类似行为,凡此种种"当这些国考

大军中的佼佼者入职后会普遍应对

的问题" 是不会随着流行不流行而

发生改变的" 这些体现职业尊荣感

的题目才应是答辩的重点(

目前来看" 公务员考试试题确

实有可改进的地方" 比如所有的行

业+种类都是一张卷子"不管报考文

秘+财会"还是税务+公安等岗位"都

是一样的题-并且"省+市+县+乡四

级联考"这都不太符合客观需求(比

如"同样是文秘岗位"省政府比乡政

府所需的人员素质要高许多" 这就

需要加大相关专业的考试内容"分

类+ 分级去招录( 在可以想见的未

来" 公务员招录考试能否按照不同

类别+不同级别的岗位需求"提供相

应专业的试卷,面试中"是否可以创

新方式"如聘请专家组讨论"让考生

追问考官等" 以便把考生的真正水

平挖掘出来" 求真务实地选拔真正

所需的人才,而专业性强的工作"以

及乡镇一级招录公务员" 能不能单

独命题, 这些都需要大家来探讨研

究(

不管怎么说" 今后国家对公务

员的能力+ 素质" 包括道德品质等

综合素养要求会越来越高" 这是一

个趋势( 广大报考者应将思考更多

放在公务员这个职业本身( 社会上

正逐渐打破公务员捧 )金饭碗* 的

概念( 随着公务员队伍改革" 聘任

制的推广" 以及特权思想的淡化"

公务员也将会是 )高风险职业 *(

西方一些国家的公务员从
4

级干

起" 按照其业绩
'#

年后才能跻身

,

类公务员序列 " 这时才可算作

)终身公务员*" 捧上所谓的 )金饭

碗 *" 其他阶段都属于临时聘用 (

我们" 或许要用行动来思考这一道

道公务员试题(

"

非法经营假药关系网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