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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因发“鸿茅药酒”网帖

被跨省抓捕
●警方称其涉嫌损害商业信誉

●医生及家属否认犯罪

资料图片

一起案件，连日来引发关注。去年
12 月 19 日，广州医生谭秦东在网上发
了一篇帖子，称在老年人群体中热销的
“鸿茅药酒”，实际上是酒剂类中药，成
分中含有多种毒性中药材，并在标题上
指鸿茅药酒是“毒药”。今年 1 月 10 日，
谭秦东在自家楼下被内蒙古自治区乌
兰察布市凉城县警方带走，目前被羁押
在凉城县看守所。
此事引发社会关注。4 月 15 日，凉
城警方发布通报称，对谭秦东采取刑事
拘留强制措施，系因其行为“损害商业
信誉、商品声誉”，并表示“目前案件已
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事件

医生因一篇网帖
遭跨省抓捕引关注

广州医生谭秦东的妻子刘璇怎么也不
会想到，去年 12 月 19 日，谭秦东在网上发布
的一篇标题为《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
天堂的毒药》
（注：原文将“鸿茅”写作了“鸿
毛”
）的帖子会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近日，谭秦东因一篇网帖被跨省抓捕一
事引发社会关注。
刘璇告诉记者，丈夫是今年 1 月 10 日 18
时，在自家小区楼下被便衣民警带走。1 月
25 日，家属收到一份“逮捕通知书”，上面写
到，谭秦东因“涉嫌损害商品声誉罪”被内蒙
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公安局逮捕，现羁押在
凉城县看守所。这时，刘璇才知道，导致丈
夫被跨省抓捕的竟是那篇“科普文章”
。
谭秦东被抓后，刘璇登录丈夫发帖的账
号，将涉事帖子设为“私密”状态。记者从刘
璇处获得原帖截图。原帖截图显示，截至目
前，这篇网帖的阅读量显示为 2117 次。
记者看到，原帖中，谭秦东援引多地食
药监部门的通报和此前的媒体公开报道，指
出在老年人群体中热销的鸿茅药酒，存在夸
大宣传、曾被责令停售的问题。
帖中称，鸿茅药酒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总局上的批准文号，显示它属于“酒剂
类中药”，鸿茅药酒的配方成分中显示其有
67 种中药材，但“不乏何首乌、附子、乌药、半
夏之类的常见的毒性中药材”
。

帖文最后，谭秦东对鸿茅药酒在“适应
症”一项中标注的，自称其对动脉硬化、冠心
病、心肌梗塞、脑血栓、前列腺增生、脱发白
发等症状适应的细节，提出自己的疑问：能
够“治疗”
这些“疾病”
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
事件曝光后，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包括
谭秦东的家人在内，不少人提出疑问：警方
抓人的根据和理由是什么？

通报
警方称其行为涉嫌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针对此事，4 月 15 日上午，凉城县公安
局发布通报称，2017 年 12 月 22 日，内蒙古鸿
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到凉城县公安局报案
称：互联网上有人对“鸿茅药酒”进行恶意抹
黑，称鸿茅药酒是“毒药”。网上的大量不实
言论和虚假信息，致多家经销商退货退款，
给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2018 年 1 月 2 日凉城县公安局对此立案侦
查。
经查《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
的毒药》系广州的谭秦东所写，并在网上进
行大量传播。其行为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
誉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凉城县
公安局于 1 月 10 日对嫌疑人谭秦东采取刑
事拘留强制措施。1 月 25 日经检察机关批
准对其逮捕。目前案件已依法移送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

纵深

起诉意见书认为
企业损失 140 余万元

事发后，记者联系到谭秦东的代理律师
胡定锋，他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凉城县公安局
就此事发来的起诉意见书。
起诉意见书显示，公安局于去年 12 月
接到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员
工报案称，互联网上有多家公众号对“鸿茅
药酒”进行恶意抹黑，甚至宣称其是“毒药”，
传播虚假消息，误导广大读者和患者，导致
多家经销商退货退款。市场经济损失难以
估量，严重损害公司商业信誉。
经警方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谭秦东在
美篇 APP 发表《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
天堂的毒药》一文，并在微信群里连续转发

10 次左右，网站点击量 2075 次，其中，微信
好友访问 250 次，微信群访问 849 次，朋友圈
访问 720 次，
同时，
该文章被分享 120 次。
为查明鸿茅药酒因“毒药”网帖造成的
损失，凉城县公安局聘请丰镇兴丰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会计鉴定。据这家会计事务所的
会计鉴定书显示，鸿茅国药销售到海山医药
和保康医药的两批鸿茅药酒价值分别为
827712 元和 2983392 元，因受到毁誉影响被
退货造成的损失为 1377155.79 元。
此外，
1 月 25 日，
凉城县人民检察院还发
出逮捕案件继续侦查取证意见书，要求警方
调查是否存在其他因谭秦东所发文章而取消
订单的情形。最后，
警方的起诉意见书认为，
谭秦东利用互联网公开捏造并散布虚假事
实，
造成鸿茅国药直接损失1425375.04元。
对于起诉意见书中提到的 140 余万元
损失，胡定锋并不认可。他说，因为退货的
真实性、退货行为与谭秦东所写文章之间的
因果关系都有待考证，需要办案单位拿出有
说服力的证据。

说法
当事医生：
标题不妥但文中没虚假事实
胡定锋告诉记者，谭秦东本人曾于 3 月
12 日向凉城县公安局提交了一封申诉书。
谭秦东在申诉书中写道，他写《中国神
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主要是忠
告那些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冠心病和其
他心血管疾病的老年患者不要饮酒，更不要
盲目轻信“鸿茅药酒”的虚假广告宣传。他
还表示，其并非鸿茅药酒的同业竞争者，
“发
帖不以任何商业利益为目的”
。
对于其网帖中的“毒药”二字，谭秦东表
示，文章标题拟定上或有不妥之处，但在文
中没有捏造任何虚假事实，不能仅看标题定
其损害商品声誉的罪名。
他在申诉书中表示，作为医生，他清楚
“药酒是药不是保健品，有具体适应症、禁忌
症和严格的剂量要求，
‘对症是良药，滥用如
毒鸩’。如果厂家在广告中夸大疗效，淡化
适用症、禁忌症和严格的剂量要求，给患者
带来严重后果，
‘良药’变‘毒药’绝非危言耸
听”
。
据《北京青年报》

法治

4
案
讯

河南审结一起
21 年前强奸杀人案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被告人刘某
某强奸案近日一审有结果了：经审理，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刘
某某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据了解，现年 43 岁的刘某某系河南省郸城
县人，1996 年 11 月 26 日下午，刚到河南省新密
市来集镇马沟村一煤矿打工两天的被告人刘某
某，酒后行至来集镇马沟村一乡间小路，将放学
路过此处的被害人郭某某（女，殁年 8 岁）强行
抱进路边一个废弃的窑洞内实施强奸，在此过
程中致被害人窒息死亡。后刘某某将被害人掩
埋后潜逃。
从刘某某实施犯罪到抓捕归案历时 21 年，
已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高 20 年的追诉期限。鉴
于该案被告人刘某某以暴力手段奸淫幼女，且
致其死亡，行为恶劣，手段残忍，2017 年 3 月 10
日，新密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研究后决定，
将该案报最高检核准追诉。最高检审查后认
为，被告人刘某某强奸幼女并致其死亡的行为，
虽然已超过 20 年的追诉期限，但犯罪行为恶
劣，后果严重，必须追诉，依法作出核准追诉的
决定。

重庆警方铲除
涉十余省市特大诈骗集团
假银行客服骗千万元 70 人落网
近期，重庆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
特大电信诈骗案。从发案到侦破历时一年多，
最终警方成功将一个涉及福建、四川、湖北、陕
西、云南、吉林等十几省市，假冒银行信用卡中
心电话银行的电信诈骗集团彻底铲除，70 余人
落网，其中 50 余名犯罪嫌疑人目前已被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查实涉案资金 1000 余万元，挽回
损失 100 余万元。
去年 1 月的一天，
重庆市公安局沙坪坝分局
沙坪坝派出所接到王某报案称，
其手机接到某银
行免费提高信用卡额度的短信。当天下午，
王某
按短信上的客服电话打了过去，
并按对方的人工
提示完成了一系列操作。几分钟后，
王某接到真
正的银行消费短信提示：
POS支出4998元。

黄埔海关破获
3.5 亿元走私成品油大案
广东黄埔海关 4 月 16 日对外通报，4 月 9 日
清晨，该关成功破获一起通过水上渠道走私成
品油大案，打掉两个盘踞在广东东莞地区的成
品油走私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 65 名，现场初
步查扣成品油 502 吨，初估上述团伙走私成品
油共计 4.3 万余吨，
案值约 3.5 亿元。
2017 年以来，黄埔海关缉私局工作人员通
过深挖案件线索，发现了以胡某、钟某为首的两
个成品油走私团伙，并立即深入开展情报经
营。经过缉私部门工作人员持续跟踪摸排，两
个团伙走私活动的脉络逐渐清晰。2016 年 7 月
至今，以胡某为首的走私成品油犯罪团伙通过
地下钱庄汇款在香港购买成品油(包括白油、红
油)，然后使用团伙自己购买的船只或租用他人
船只前往香港装运油，在东莞麻涌等地的非设
关地码头偷卸后卖给内地客户。
缉私人员顺藤摸瓜，发现从 2017 年 12 月开
始至 2018 年 2 月，钟某等部分成员从该团伙中
分流出来，开始独立进行走私活动。以钟某为
首的走私团伙利用和香港油趸(装卸油趸船)老
板的熟识关系，招揽大量流动渔船、来往港澳小
型船舶，频繁在香港油趸购油走私进境，涉案船
只 50 余艘。
本报综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