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 10 月 16 日

星期二

A14 关注

10 月 16 日，江西
樟树第 43 届全国药材
药品交易会将开幕。
此 前 ，浙 江 省 台
州市三门县警方在今
年 7 月捣毁涉案金额
400 多万元的假药制
售网络，顺藤摸瓜，发
现江西素有“药都”之
称的樟树竟是众多假
药销售者的藏身之所，
一些地下生产假药窝
点用明胶和油漆勾兑，
便能生产出几十种外
用药，
并销往全国。
□新京报记者 刘一丁
浙江台州报道

9 月 13 日，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药监局一仓库，执法人员介绍，造假者将明胶和油漆调配成胶状物质，直接用灌装机灌为成品药膏。

台州医药代表牵出“药都”假药窝案
所售假药进入浙江 500 多家药店、诊所；被查假药标注的生产厂家 17 家与“药都”江西樟树有关
一名干私活的医药销售
代表在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
被抓，牵出了一条制售假药
的链条，一端制造假药者连
着素有“千年药都”之称的江
西樟树；另一端销售假药者
涉及 500 多家药店和诊所。
假药造出后，经过网络
招商，由医药代表推销进药
店，再由药店导购和诊所医
生 推 荐 ，最 后 用 在 患 者 身
上。据介绍，这种假药几乎
没有疗效，轻则延误病情，重
则有安全问题。

医药代表推销假药
4 月初，医药代表诸葛立
余到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时，
三门县药监局便盯上了他。
当时，诸葛立余到三门县推
销药品，一药店老板拿着他
推销的药到药监局举报。
之后，药监局认定诸葛
立余推销的是假药。
通过追查，在诸葛立余
留 给 药 店 老 板 的 QQ 空 间
里，发现 30 多种药品照片和
160 多种保健食品。初步判
定，这是一个在 QQ 空间里
上传产品照片，通过 QQ 销
售假药的供货商。
药监局与举报人单线联
系 ，等 着 诸 葛 立 余 这 条“ 大
鱼”再来三门县。
5 月 16 日，诸葛立余再
次出现在三门县，便被布控
好的三门县药监局堵在车
里。在他车上发现 16 个品
种的药品，其中 4 个产品初
步确定为假药。
随后，诸葛立余被移送
三门公安局。诸葛立余，30

岁，一知名药企医药销售代
表，
同时帮哥哥诸葛立斌跑市
场干“私活”。诸葛立斌成立
浙江金诚保健品有限公司做
药品生意，
诸葛立余负责浙江
台州和绍兴的市场。
“都是我哥害我坐牢。”9
月 14 日，在三门县看守所关
押的诸葛立余说。

500 多家药店诊所销售
三门警方调查发现，藏
在诸葛立余后的“大鱼”是诸
葛立斌和其合作伙伴张群。
5 月 17 日，抓获诸葛立
余后，三门警方连夜赶到义
乌和金华将诸葛立斌、张群
抓获，并在义乌、金华三个仓
库中查扣各类药品和保健品
700 余种，400 余箱。
经三门县药监局认定，
诸葛立斌的仓库中有假药
21 个品种 47 个批次，张群的
仓库中有假药 31 个品种，41
个批次。
诸葛立斌的生意做到了
整个浙江省，涉及销售过这
两家公司药品及保健品的药
店和诊所达 500 多家。三门
警方在温州、绍兴、金华、台
州等地 33 个曾购买过嫌疑
人产品的药店，当场扣押还
未售出的各类假药 20 余种，
100 余盒。
诸葛立余，高中毕业，自
学法律大专，在药品行业浸
淫多年，他一直认为卖假药
只要吃不坏人就不会有大
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
正案（八）》出台后，取消了之
前生产、销售假药罪的“足以
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条件

制售假药链条： 樟树假药生产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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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只要是生产销售假药
的，就会入罪。
三门县药监局副局长张
海涛介绍，
查获的假药都是外
用药，
不会给身体带来很大伤
害，但没有有效成分，会延误
病情。有的消杀产品中加入
了药物成分，
会有安全问题。

按图索骥查到樟树
威联药交会是诸葛立斌
接触生产商建立联系的主
要途径，也是中国最大的药
品、保健品交易会之一。
诸葛立斌说，类似于他
代理销售的药品在药交会上
很多。他代理的药品还算是
正规，有效果。
在药交会上，诸葛立斌
碰到了他的一个上线江西樟
树人刘维。三门警方按图索
骥找到樟树市，7 月 18 日，经
过近两个月侦查，将刘维的
生产储存窝点捣毁。
该生产假药的窝点位于
樟树邹家山小康村一 140 平
米的住宅里，里面只有灌装
机，生产的原料是明胶和各
种颜色的油漆，由两名工人
负责灌装。
生产作坊除了两名雇工
外，公司的业务员和管理层
都是亲戚关系。公司合伙人
杜俊勇是刘维的同学，负责
管理生产收发货物的卢奇是
刘维的表弟。
9 月 14 日，
在浙江三门市
看守所，卢奇说，公司只用明
胶和各种不同颜色的油漆能
生产 80 种凝胶类产品。有的
产品中会加入少量薄荷或者
冰片，患者涂抹会感觉凉凉

医药代表推销

药店

的，
除此，
几乎没有有效成分，
在说明书中，却标明有苦参、
蛇床子等10多种中药成分。
警方在刘维和杜俊勇的
三个假药生产、仓储窝点，查
扣成品 23 个品种，1487 支、
564 瓶、883 包、701 盒，空瓶
空药膏铝壳 20000 多支。经
药监部门初步确认，紫草软
膏等假药近 10 种。

药都的“地下产业”
此次行动中，被查假药
标注的生产厂家 17 家与樟
树有关，同时出现在诸葛立
斌和张群销售的假药厂家名
单里。
据一名樟树从事药品行
业的老板透露，这些公司注
册地点是上海、杭州、广州等
地 ，实 际 上 大 本 营 都 在 樟
树。有的公司甚至没有注
册，只是个幌子。
诸葛立斌所售假药的厂
家大多在网站标明公司地点
位于樟树中药城，记者在中
药城多方打听，没有找到“生
物科技公司”的影踪。
据一位在樟树从事药品
行业的老板介绍，在樟树有
一个地下产业，假药大都是
樟树无证的地下作坊所做。
据卢奇说，在樟树，像他
们这样无证无照的生产作坊
很多，都是秘密生产。
三门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副队长陈臻宇在侦查时发
现，生产作坊隐蔽性很强，终
日挂着窗帘，陌生人敲门也
不会有人回应。通过网站、
QQ 联络交易发货，避开监
管，将违规的产品卖向全国。

药店导购、诊所医生

患者

■ 相关新闻

标 2010 年前证号系非法药
一个行内人清楚但行
假药的符号。各地查处非药
外人不知道的秘密是：2010
品冒充药品的案件或查处
年之前的“赣卫消证字”的
不合格消毒产品时，
“ 赣卫
消杀类产品都是非法产品。 消证字”出现频率很高。至
2010 年 1 月 1 日起，江
今，在各地的药店不难找到
西省卫生厅对本省所有消 “赣卫消证字”
的产品。
毒产品生产企业换发新版
据了解，在诸葛立斌销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
售的21种被认定为假药的药
可证》，2010 年之前的证一
品中 19 个批次来自樟树；
张
律自行失效，也就是说标注
群销售的31种被认定为假药
2010 年以前证号的产品都
的产品中，
17种来自樟树。
是失效证号。
这些产品大都是以
“赣卫
不过，这些失效证号却
消证字（20××）第××××
成了蒙骗行外人的凭证，诸
号”
证号出现的消杀类产品，
葛立斌所售假药标注的大
还明确注明对一些皮肤疾病
都是失效证号。
有疗效。
《消毒产品标签说明
失 效 的“ 赣 卫 消 证 字
书管理规范》规定消毒产品
（20××）第××××号”的
不能明示或暗示对疾病的
消杀类产品也成了各地查获
治疗作用和效果。

被查假药标注与樟树有关的 17 家公司
●江西樟树德诚保健品有限公司
●江西辉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江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妙医堂事业有限公司
●江西天邦药业有限公司
●江西育康生物有限公司
●上海春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盛泰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旺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中宇（美国）药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樟树市乾春药业有限公司
●樟树市华仁堂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樟树市仁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樟树市众生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泰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瑞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