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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
夫妻俩分工 药品价格翻五倍
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会同网安总

队，联合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北京市食品

药品稽查总队，组织东城、西城、朝阳、海淀、

丰台、房山、通州、昌平等公安分局及区食品

药品稽查大队，针对网络非法销售医院制剂

乱象开展了专项打击整治行动。

4 月中旬，西城公安分局接侦查发现西城

区北营房一小区内夫妻两人非法经营医院制

剂。

4 月 26 日上午，西城公安分局环食药旅

中队会同阜外大街派出所，联合行政部门抓

获犯罪嫌疑人两名，现场起获“肤乐霜”“润喉

清咽合剂”“养血补肾片”“痤疮洗剂”等医院

配制药剂 20 余种，共计 500 余盒。

据犯罪嫌疑人孙某供述，其于 2015 年就

开始做起了代购明星小药的“生意”，为了能

够频繁开药、大量囤积，除使用亲戚、朋友的

“京医通”就诊卡挂号、开药外，还特意从他人

手中收购就诊卡。

在非法销售明星小药过程中，其妻刘某

燕也参与其中，两人分工负责，孙某负责收购

就诊卡、挂号、开药；刘某燕负责通过网络社

交、电商平台销售明星小药、串换药品，单价

40 多元的药品，在网上标价 200 多元。

妻姐是同行 收购就诊卡开药
经进一步审查，侦查员发现刘某燕的姐

姐刘某玲也从事网络销售明星小药，且两人

频繁串换药品。4 月 26 日下午，办案民警驱

车前往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联合河北警方

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玲、刘某明夫妇抓获，现场

起获“京医通”等北京各大医院就诊卡 170 余

张以及大量医院配制药剂。

经查，犯罪嫌疑人刘某玲于 2019 年 1 月

因倒卖药品、扰乱医院秩序，被朝阳分局行政

拘留，处罚期满后，伙同其夫刘某明继续收购

他人就诊卡大量开取明星小药，存放在住房

内伺机销售，牟取私利。目前，两人已被河北

省三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居然有上线 药贩是微商老大
专项行动中，侦查员发现多名涉案人员

因购买医院制剂认识药贩子“任姐”，经其介

绍开始在互联网平台销售明星小药。对此情

况，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

对案件进一步开展侦查，经循线深挖，准确掌

握上线“任姐”的身份信息。

4 月 27 日，海淀公安分局环食药旅中队

会同中关村派出所联合行政部门在西城区

大栅栏一居民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任某英、

李某，现场起获各类医院制剂 80 余种，2000
余盒。

经查，自 2017 年以来，犯罪嫌疑人任某

英使用亲属就诊卡，频繁前往儿研所、协和、

301 等医院开取明星小药、大量囤积，以网络

代购名义加价出售。同时，还为其下线人员

提供货源，并负责配发货物。李某明知任某

英非法经营药品，主动提供个人微信账号、银

行卡接收货款。

目前，两人已被海淀公安分局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据了解，针对倒卖明星小药的乱象，北京

市公安机关与行政部门密切配合展开行动，

共捣毁非法销售明星小药窝点 12 个，刑事拘

留 16 人，查获涉及全市 20 家医院的近 100 种

医疗制剂，3600 余盒（剂），起获涉案“京医

通”“北京通”等医院就诊卡 300 余张。

现状
百余畅销药 医院外买不到

“此类交易，由于双方都是在网络上交

易，销售信息不透明，药品真伪无法验证，导

致的消费纠纷近年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北

京市食品药品稽查总队副总队长周宏告诉记

者，食药稽查总队与公安部门进行了缜密侦

查，确定了多名依托社交网络平台销售多家

医疗机构自制制剂，并宣称是明星小药的线

索。周宏表示，这些微信名叫“北京甲医院跑

腿”“医护到家”的卖家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

同时给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带来隐患。

据北京市公安局环食药旅总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北京共有医疗机构制剂批准文

号 3400 余个，持有《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的

医院 43 家，其中有百余种比较畅销。

处方药品是必须到医院由医生诊治后开

具处方拿药。而制剂是医院在临床实践过程

中根据自己的临床优势和特点为了满足市场

不足，适用于本院，由北京市药监局审定的一

种产品，因此管理等同于处方药，必须在本院

使用。

按照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这些医疗机

构制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上述案件涉案人

员因不具备药品经营资质，私自倒卖医院制

剂，涉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25 条非

法经营罪，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说法
明星药虽好 网上购买有隐患
首都儿研所副所长，主任医师谷庆隆告

诉记者，如首都儿研所生产的“肤乐霜”是针

对儿童湿疹的纯中药制剂。“世界上没有什么

绝对神奇的药品，每个药品都是有自己的适

应症，儿童皮肤如果有一些病症，可能是多种

原因造成的，湿疹只是最常见的一种。”谷庆

隆表示，如果家长看见孩子起疹子就涂抹肤

乐霜，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很可能会延

误病情。

“因为‘肤乐霜’是纯中药制剂，保质期只

有 6 个月，医院会随卖随制，以保证药品的新

鲜度和效果。”儿研所药学部主任张君莉向北

青报记者表示，如果家长从药贩子手中购买

此类药物，很难知晓药品已经存放了多久。

同时，较差的储存环境也会影响药品的质量。

据《北京青年报》

明星小药利益链暗藏健康隐患

近年来，“肤乐霜”“维E乳”“润喉清咽合剂”“创伤乳膏”等北京各大医院配制药剂因价格低、疗效好，被
消费者追捧为明星小药，致使销售紧俏，一些人看准商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大量发布广告、销售明星小
药。近日，北京市公安机关与行政部门展开行动，揭开了倒卖明星小药背后的黑色利益链。

记者了解到，经过药贩子手的药品，有的不但加价数倍销售，有的在简陋的环境下存放，甚至任由
阳光曝晒……不但保障不了健康，还能带来健康隐患。

西宁讯（董斌 党乐）近期，

西宁市城西区文明单位复检

考评组一行莅临国家税务总

局西宁市城西区税务局复检

验收 2016 年—2018 年度全省

文明单位标兵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复检考评组通过实地

考察办税服务厅及自助办税

服务厅的办税环境、听取工作

汇报、查阅档案资料等形式，对

城西区税务局 2016 年—2018
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进行了

全面检查。复检考评组对城西

区税务局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给予了充分肯定。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城西区税务局

倡导诚信纳税推进信用等级预评工作
西宁讯（董斌 郭毓青）自

纳税等级评价工作开展以来，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虎台税

务分局及时通知纳税人知晓

企业信用等级，积极联系 D 级

纳税人，找出扣分原因，经核

实，D 级纳税人大部分都是因

为财务报表未及时报送导致扣

分。下一步，分局将更加重视

财务报表报送的问题，提醒纳

税人及时报送财务报表，不断

加强日常生活中管理和监督。

从细处入手 向实处发力

西宁讯（董斌 陶建霞）近日，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城西区税务

局坚持从制度运行入手，扎紧思想

篱笆，从严格考勤和请销假制度；

从科技运用着力，扎实信息篱笆，

实时统计考勤情况；从监督日常发

力，扎牢行为篱笆，加强对干部考

勤情况的结果应用，力促全局工作

效率提高，改善局风局貌，

打好减税降费学习工作组合拳
西宁讯（董斌 魏文钰）近

日，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城西

区税务局协调好政策学习和

日常工作关系，进一步推动减

税降费工作步伐。一是利用

晚上下班时间，安排区局业务

骨干，集中讲解减税降费政策

知识，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

减税降费新政，扎实税务干部

基本功；二是简化流程，让纳

税人少跑路，最大限度便利纳

税人。安排业务部门工作人

员集中主动为纳税人办理退

地税流程，改善工作方法，进

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

继续做好减税降费宣传
西宁讯（董斌 徐政平）近日，

为让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懂政策、会

操作，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古城台

分局继续做好形式多样的税收宣传

活动。一是积极配合持续开展减税

降费培训班，向纳税人解读各项税

收优惠政策，明确各项涉税办理流

程。二是在宣传税收优惠政策主动

询问纳税人的意见和建议，解答纳

税人提出的问题，为优化和改进分

局的纳税服务工作指明方向。

核查申报明细 提高申报质量
西宁讯（董斌 李俊立）为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增值税申报

比对管理，提高申报质量，日

前，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城西

区税务局对第一税务分局干部

及各分局税收管理员进行增值

税申报专题培训，同时，安排专

门工作人员对每天的申报数据

进行核实，有效降低申报错误

率，提高申报质量。此次增值

税申报数据核查工作，将进一

步增强税务人员服务意识，帮

助纳税人掌握网上申报，实现

纳税人多跑网路、少跑马路的

愿望，不断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学习促进队伍业务双融合

西宁讯（董斌 姚炜）近日，国家税务总局

西宁市城西区税务局开展了深化增值税改革

业务考试活动。区局全体干部高度重视，各部

门领导人带头学习，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相关业

务知识，确保考试与工作两不误。

应免不征 应征不漏
西宁讯（董斌 左海宏）近日，国家税务总

局西宁市城西区税务局多措并举积极推进减

税降费工作，一是加强内部学习，全面提升工

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二是强化外部宣传，让纳

税人和缴费人第一时间知晓小微企业普惠新

政和减税降费措施；三是优化纳税服务，打通

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四是实时监控数据，

强化跟踪问效，确保“应免不征，应征不漏”，维

护税法的严肃性。

从源头把好廉洁自律关

西宁讯（董斌 李欣奕）为增强廉洁自律意

识，从源头上把好廉洁从政关口，日前，国家税

务总局西宁市城西区税务局纪检组对区局全

体干部职工发放《家庭助廉倡议书》，要求各单

位领导高度重视，加强同本部门干部职工沟通

协调，力促每名干部职工家庭成员共同阅读。

减税降费好政策走入百姓家

西宁讯（董斌 刘欢欢）4 月 26 日，国家税

务总局西宁市城西区税务局联合尕寺巷社区

举办了以“落实减税降费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的税法宣传活动。向社区居民讲

政策，送服务，帮助社区居民更透彻地了解税

法和最新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更诚信地履行

纳税义务，切实维护广大纳税人合法权益。

以税收为基 共建国安长城

西宁讯（董斌 魏宏毅）日前，

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城西区税务

局在力盟步行街举行“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宣传活动，活动期间通

过发放传单、资料等形式向过往群

众宣传《国家安全法》《保密法》、税

收政策优惠等税收知识。活动期

间，城西区税务局为广大纳税人进

行税收相关问题咨询 25 人次，发

放他宣传材料 300 余份。

深化增值税改革

做好全省文明单位标兵复检验收工作

西宁讯（董斌 马兆强）随

着深化增值税改革新政配套

文件的密集出台，宣传辅导工

作刻不容缓。近日，国家税务

总局西宁市城西区税务局集

中领导，统一安排，及时制定

深化增值税改革工作宣传方

案，组建宣传培训团队，详细

解读财税文件、总局公告等一

系列政策，对部分重点税源企

业上门走访，开展一对一政企

宣传辅导，耐心答复纳税人对

新政的关切问题，深入了解纳

税人的服务诉求，结合新一轮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对管辖纳

税人开展“大水漫灌+精准滴

灌”式宣传活动。


