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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中国地产三强碧桂园西北
区域三大精品项目“碧桂园·御川府”“碧
桂园·天誉”“海东碧桂园”城市展厅同步
开放，碧耀全城。

碧桂园集团成立于 1992年，至今已发
展 26 年，2017 年实现合同额 5508 亿元人
民币，位居行业第一，截止 2018年 3月，已
为 700 个城镇带来居住新面貌。现在已
超 300万业主选择了碧桂园。

自碧桂园进入青海以来，继“西宁碧
桂园”项目之后，2018年应城市之发展，再

度落子城北，择址北川湿地公园旁，打造
青海高端别墅项目，匠心巨制“碧桂园·御
川府”。碧桂园·御川府项目总体规划 300
亩，首期规划 106 亩，是碧桂园集团进入
西宁城北区的第二个项目，打造高品质的

生态大盘，规划业态为别墅，高层洋房、底
商商业，碧桂园·御川府属于高端属性项
目，河景洋房为建筑面积 120 平方米至
150平方米，别墅面积为 240平方米至 760
平方米，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

短短时间内，千亿房企又大手笔进军
海东，“海东碧桂园”开工，为海东人建五
星级的家。

目前，碧桂园扎根青海、深耕西宁、辐
射周边，势成“多头并进”的经营格局。在
未来发展中，碧桂园西北区域将坚持以人

为本、聚焦专业运营、践行社会责任，成为
区域地产品牌领跑者。

两城倾心·三地盛启
4月15日碧桂园西北区域三大展厅盛大开放

因西宁电网改造的需要，西宁市以下
地区需停电，现通告时间如下，望广大用
户做好准备。因停电给您造成的不便，请
予以谅解。在停电期间，线路随时可能恢
复送电，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电力
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不得私自攀登电力变压器架及杆
塔、禁止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禁止在电力
设施保护区内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
动，否则，将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4月24日9:00-24:00

陶十六路陶 1651 开关后段线路：二十
里铺镇地区；郭家塔村、长元林场、西宁市
湟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宁绿禾养殖有
限公司等地区。（停电原因:配合市政建
设，线路迁改）

4月24日9:00-24:00

杜九路杜 952 开关后段线路：马坊地
区。（停电原因:设备消缺）

4月24日9:00-24:00

祥十四路 H01 环网柜 103 开关后段线
路：中国邮政集团青海分公司（备）、王家
庄福庄小区、王家庄储家营村、青海省广
播电视局后勤服务中心等地区。（停电原
因:设备消缺）

4月25日0:00-1:00

滨二路：祁连路、滨河路、路家庄、一
颗印（西宁市北山林场）、泮子山顶地区、
青藏铁路公司、青藏铁路公司西宁工务
段、西宁供电公司、青海省高原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西宁城东区城建局、西宁市水
利局、西宁市市政工程管理处、青海省华
德房地产有限公司、青海生元建筑安装有
限公司、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空中交通
管理局青海分局、西宁火车站饭店有限公
司、西宁平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互助
驻宁办事处招待所、西宁市城东黄金机械
设备厂、青海省成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互助驻宁办事处、西宁荣发机械制
造有限责任公司、青海省百茂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备）、青海省高原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青海日报社泮子山绿化区、海北办事处、
经贸公司配电室、湟中干休所、西宁市湟
水投资有限公司、机械供销联社、机电研
究院、中房集团振业有限公司、青海省国
土资源后勤服务中心、西宁惠东城市建设
投资、青海宏达国际饭店有限责任公司、
青海广播电视台（备）、西宁腾辉物业管理
有 限 公 司 、西 宁 市 王 家 庄 村 福 庄 小 区
（备）、西宁市南山绿化指挥部办公室、西
宁银龙铁道工程有限公司泮子山、青海省
西宁军事供应站（备）、西宁市城东区下林
家崖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青海省文化
和新闻出版厅泮子山、二建家属院。（停电
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0:00-1:00
4月26日0:00-1:00

七一路开闭所七 K 三路、七 K 四路：
七一路地区；省委、中医院（备用）等。（停
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0:00-1:00
4月26日0:00-1:00
滨三路：滨河南路地区；城东区政府

家属院、民惠房地产、滨河园小区、光明房
地产、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西宁市
分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1:00-12:00

观门街开闭所观 K 二路、观 K 三路、
观 K 四路、观 K 五路、观 K 六路：三新房地
产公司、金北方房地产公司、隆豪置业公
司、西宁警备区、省人大（备用）等。（停电
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1:00-2:00

滨十三路：滨河路地区；青海如丹巴
商贸有限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
转移）

4月25日2:00-3:00

滨十八路：共和路地区；西宁九泰物
业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3:00-4:00

为民巷开闭所为 K 一路、为 K 二路：
祁连路地区；城市交通建设公司、火车站
地下空间（备用）、火车站南岸休闲广场
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4:00-5:00

勤奋桥开闭所勤K一路、勤K二路、勤
K三路：祁连路地区；火车站公交站（备用）
火车站地下商业区（主）、火车站地下空间
（主）、城市交通建设公司、青海汽车运输有

限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5:00-6:00

建国路开闭所建 K 一路、建 K 二路：
建国路地区；文林房地产公司、黄河源国
际大厦、龙华房地产公司等。（停电原因：
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6:00-7:00

周家泉开闭所周 K 二路、周 K 三路：
大众街地区；西宁地产开发公司、金松
房地产公司（主）等。（停电原因：线路负
荷转移）

4月25日7:00-8:00

滨十七路：滨河南路地区；中国联通
西宁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荷转移）

4月25日7:00-8:00

五一路开闭所五 K 六路：滨河南路地
区；振兴房地产公司等（停电原因：线路负
荷转移）

4月25日9:00-24:00

公一路 H06 环网柜 102 开关后段线
路、公八路 H06 环网柜 101 开关后段线路：
胜利路地区；市环保局等。（停电原因:设
备消缺）

4月25日9:00-24:00

浦六路浦 658 开关后段线路：西山二
巷地区。（停电原因:设备消缺）

西供电调停字20180416
西宁供电公司停电通告

（遇雨雪、不可预见及特殊因素顺延）
国网客户服务热线：95598

最近，鸿茅药酒受到人们关注，缘自广
州谭秦东医生的一篇帖子《中国神酒“鸿
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药》。因为发帖子
称“鸿茅药酒是来自天堂的毒药”，谭秦东
日前遭鸿茅药酒公司所在地的内蒙古自
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县警方带走；经凉城
县人民检察院批准，谭秦东于 1 月 25 日因
涉嫌损害商品声誉被逮捕。4 月 15 日，凉
城县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案件已
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去年 12月，拥有麻醉医学硕士学位的
广州医生谭秦东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标题

为《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毒
药》（注：原帖为“鸿毛药酒”）的帖子，称

“中国神酒，只要每天一瓶，离天堂更近一
点。老年人，退休后很多消遣项目就是电
视 ，鸿 毛 药 酒 …… 夸 大 疗 效 ，包 治 百 病
……”；“中国神酒，鸿毛药酒，来自天堂的
礼物。”文章从心肌的变化、血管老化、动
脉粥样硬化等方面，想说明鸿茅药酒对老
年人会造成伤害。4 月 15 日，凉城县公安
局发布消息，称内蒙古鸿茅国药股份有限
公司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被损害案已移送
审查起诉。 据《北京晚报》报道

广州一医生

发帖称鸿茅药酒“是毒药”被捕

鸿茅药酒的注册审批情况如何？是
如何成为非处方药的？作为非处方药，使
用中需要注意什么？监测到哪些不良反
应？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新闻发言人 16
日就鸿茅药酒有关监管情况作出回应。

鸿茅药酒的
注册审批情况如何

很多人认为鸿茅药酒是保健食品，并
不清楚它是一种药品。鸿茅药酒的注册
审批情况如何？

鸿茅药酒为独家品种，现批件持有人
为“内蒙古鸿茅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由原
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厅于 1992年 10月 16日
批准注册，原批准文号为“内卫药准字
（86）I－20－1355号”。2002年，原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统一换发批准文号，该品种
批准文号换发为“国药准字 Z15020795”。
后经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两次再注册，现批准文号有效期至 2020年
3月 18日。

鸿茅药酒药品标准收载于中华人民
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中药成方制剂》
第十四册，处方含有 67 味药，规格为每瓶
装 250ml 和 500ml，功 能 主 治 为 ：祛 风 除
湿，补气通络，舒筋活血，健脾温肾。用于
风寒湿痹，筋骨疼痛，脾胃虚寒，肾亏腰酸
以及妇女气虚血亏。

鸿茅药酒
是如何成为非处方药的

我国于 1999年发布《处方药与非处方
药分类管理办法》，并按照该办法开展非

处方药的目录遴选与转换。2004 年以前
公布的非处方药，是由原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组织专家分批从已上市的标准
中遴选产生；2004 年之后公布的非处方
药，是按照《关于开展处方药与非处方药
转换评价工作的通知》，由企业对已上市
品种提出转换申请，经对企业申报资料进
行评价后确定转换为非处方药。

2003 年 11 月 25 日，原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公布第六批非处方
药药品目录的通知》（国食药监安〔2003〕
323号），公布鸿茅药酒为甲类非处方药。

“是药三分毒”，鸿茅药酒作为非处方药，
使用中 需要注意什么？监测到哪些不良
反应？

非处方药本身也是药品，因而具有药
品的属性，风险与获益并存，有些非处方
药在少数人身上也可能引起严重的不良
反应。所以，非处方药也要严格按照药品
说明书的规定使用，不能随便增加剂量或
用药次数，不能擅自延长用药疗程，更不
能擅自改变用药方法或用药途径。如在
用药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应及时停药，
严重者应及时去医院就诊。

2004 年至 2017 年底，国家药品不良
反应监测系统中，共检索到鸿茅药酒不良
反应报告 137 例，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头
晕、瘙痒、皮疹、呕吐、腹痛等。

针对公众的质疑和担心
国家药监局采取什么措施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及其有关规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
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落实
属地监管责任，严格药品广告审批，加大
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一是
责成企业对近五年来各地监管部门处罚
其虚假广告的原因及问题对社会作出解
释；对社会关注的药品安全性和有效性情
况作出解释；加强不良反应监测，汇总近
五年来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时向社会公
开，同时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报

告。二是严格按照说明书（功能主治）中
规定的文字表述审批药品广告，不得超出
说明书（功能主治）的文字内容，不得误导
消费者。三是内蒙古自治区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要持续加大对该企业日常检查
和飞行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落实药品安全
主体责任。如发现违反药品相关法律法
规的问题，将依法严肃处理，直至吊销药
品批准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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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茅药酒是如何成为非处方药的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回应鸿茅药酒有关监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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